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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3 聚焦

第 7 届云台会在昆开幕

共享 一带一路 机遇
深化云台融合发展
“

”

昨日，由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和云
南省政府主办的第 7 届云台会在昆明开
幕。两岸同胞相聚春城，共叙云台亲情友
谊，围绕“共享‘一带一路’机遇，深化云台
融合发展，推进辐射中心建设”主题共商
合作良策。
中共中央台湾工作办公室、国务院台
湾事务办公室主任刘结一，中共云南省委
副书记、省长阮成发，中华青雁和平教育
基金会董事长、中国国民党前主席洪秀柱
出席开幕式并致辞。
刘结一指出，云台会自 2012 年举办
以来，取得了丰硕成果，成为独具特色的
两岸经贸文化交流合作平台。近年来，我
们全面贯彻落实中共十九大精神，践行新
发展理念，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加快完善市场经济体系，积极激发市场主
体活力，不断拓展全面开放新格局，持续
出台惠及台湾同胞的措施，广大台胞台企
搭乘祖国发展的快车，实现自身价值，道
路越走越宽。我们希望两岸同胞共担民
族大业，旗帜鲜明地坚持“九二共识”，反
对形形色色的“台独”图谋，清除阻碍两岸
交流合作的绊脚石，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
展，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为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共同努力。云南
是我国通往东盟南亚的窗口和门户，具有
推进“一带一路”建设、西部大开发等多重
政策叠加优势，生态优势明显，自然和民
族文化资源丰富，发展潜力巨大。云南省
委、省政府高度重视并大力支持云台经贸
文化交流合作。希望台湾工商界朋友在
云南实现更大更好的发展。中共中央台
办、国务院台办将一如既往支持云台两地
不断扩大深化交流合作。
阮成发指出，自 2012 年以来，在两岸
各界关心支持共同努力下，云台会已逐渐
成为特色鲜明、深受欢迎、具有广泛影响
力的两岸交流合作品牌。7 年来，我们始
终秉承“两岸一家亲”理念，不断深化各领
域交流，围绕产业发展开展深度合作，为
两岸经济融合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当

南博会开幕当天

昆明主城
放假 1 天

6 月 12 日，第 7 届云台会在昆明举行。
前，云南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中国共产党第十
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精神，按照习近平总书
记对云南发展提出的新定位、新目标、新
使命，全面加快高质量跨越式发展。我们
真诚希望进一步推进云台经贸合作，培育
经济发展新的增长点，围绕云南正在全力
打造的“绿色能源”
“绿色食品”
“健康生活
目的地”三张牌，加强与台湾精致农业、生
物医药、旅游文化创意、现代商贸物流、养
老与大健康等产业深度融合发展。我们
将认真贯彻落实“31 条惠台措施”
，并制定
更为优惠的具体措施，为广大台胞台商台
企来云南投资兴业创造更加便利的环
境。我们也真诚希望进一步提升云台文
化交流，共同弘扬优秀民族文化；拓展云
台合作渠道，共享“一带一路”建设机遇；
巩固两岸和平发展根基，共同增进两地人
民福祉。
洪秀柱说，台湾和云南有诸多相似之
处。云南农林物产丰富，台湾精致农业优

本报记者 黄喆春 摄

势明显；云南民族文化多姿多彩，台湾文
化创意产业独具特色，在绿色能源、生活
科技、观光旅游、健康产业等方面成果显
著。希望借助云台会这个增进情感交
流、体现“两岸一家亲”的重要平台，优势
互补、深化合作，为双方共荣互利增添佳
绩。希望两岸经贸合作和台商企业、台
青创业等也因此有更多、更广、更深入的
发展。
开幕式上还举行了“海峡两岸交流基
地”授牌、云台合作项目签约等活动，两岸
嘉宾进行了主题演讲。开幕式前，阮成发
会见了刘结一，与洪秀柱及台商代表进行
了会见座谈。
中华青雁和平教育基金会荣誉董事、
中国国民党前副主席陈镇湘，全国台企联
会长王屏生，台湾工业总会理事长王文
渊，台湾电电公会理事长郭台强等台湾嘉
宾，云南省王树芬、张国华、杨嘉武、杨杰
出席相关活动。
本报记者 陈晓波 韩成圆 左超 宋金艳

2018GMS 经济走廊省长论坛在昆开幕

提出 3 方面合作倡议
“
”
全力打造 三张牌
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与会各国领导人一道，
着眼新时代，谋划新未来，进一步凝聚合
作共识，为世界和平、区域合作和全球治
理注入了强劲力量，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汇聚了时代洪流，掀开了国际关系史新
的一页。站在新时代、新起点上，云南将
坚定不移贯彻落实习近平主席的重要指
示要求，秉持开放、融通、互利、共赢的合
作观，本着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推动次区
域合作与“一带一路”倡议深度对接，与
GMS 经济走廊各地方政府一道，进一步
夯实开放合作的交流基础、破除开放合作
的设施瓶颈、织牢开放合作的利益纽带，
夯实开放合作的金融保障、搭建开放合作
的民心桥梁，努力开创大湄公河次区域开
放合作新局面。结合此次论坛主题和当
前云南正全力打造世界一流的“绿色能
源”
“ 绿色食品”
“ 健康生活目的地”三张

牌，阮成发重点提出 3 方面合作倡议。一
是深化能源合作，落实好《澜湄国家产能
合作联合声明》，开展发电、输变电、电网
改造等重大电力项目合作，推动清洁载能
产业合作。二是深化农业合作，在农业科
技、现代农业产业示范园区建设、特色经
济作物种植、农产品深加工和质量标准建
设、第三方市场开拓等方面深化合作，推
动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三是深化康旅
合作，在医学科研、体检、诊疗、康养、休
闲等领域全方位合作，共同推动大健康
产业发展，完善澜湄旅游城市合作联盟
机制，推动共建跨境旅游合作区，提升跨
境旅游合作水平。
云南省副省长董华主持论坛。广西
壮族自治区副主席丁向群、云南省政府秘
书长杨杰等出席。
本报记者 瞿姝宁 朱海 王磊

10个高层次人才

代表项目
签约入滇
昨日，以“聚天下英才 促云南跨
越”为主题的第三届云南国际人才交
流会在昆明开幕。省委常委、省委组
织部部长李小三，国家科学技术部外
国专家局经济技术专家司副司长雷
风云，中国政府友谊奖获得者、著名
“华裔神探”、刑事案件鉴识专家李昌
钰，以色列驻成都总领事蓝天铭出席
并致辞。
此次交流会由省委组织部、省人
力 资 源 和 社 会 保 障 厅 主 办 ，来 自 4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嘉宾，部分国家驻
昆明驻成都总领馆官员，国家有关部
委，国内外专家学者，海内外高层次
人才等 600 余人参会。开幕式结束
后举行了云南省引进海内外 10 个高
层次人才代表项目签约仪式。从
2016 年开始，云南已成功举办两届国
际人才交流会，累计参会规模达 3700
人次，邀请 400 多位海外专家出席，
参会国家（地区）和国（境）外引智机
构已分别扩大到 40 余个和 110 余个，
已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 171 人，促成
150 余 项 优 秀 人 才 智 力 项 目 签 约 落
地。
本报记者 虞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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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以“全面推进以项目合作为主
导的长期伙伴关系”为主题的 2018GMS
经济走廊省长论坛在昆明开幕。来自柬
埔寨、老挝、缅甸、泰国、越南等国有关省、
邦、府行政长官和中国广西壮族自治区政
府领导以及亚洲开发银行专家汇聚春城，
围绕加强地方政府政策对话和强化经济
走廊沿线项目合作发表主旨演讲。
中国云南省省长阮成发会见与会嘉
宾并作题为《立足新起点开启新征程 共
创大湄公河次区域繁荣发展美好未来》的
主旨演讲。他指出，大湄公河次区域国家
“共饮一江水、命运紧相连”，GMS 经济走
廊论坛及省长论坛成立 10 年来，
在各方共
同努力下，沿线各国省邦府在多个领域达
成了诸多共识，各方面合作取得丰硕成
果，有力推动了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在刚
刚闭幕的上海合作组织青岛峰会上，中国

6 月 11 日，省政府办公厅印发《关
于第 5 届中国—南亚博览会暨第 25 届
中国昆明进出口商品交易会举办期间
放假的通知》，
《通知》明确，6 月 14 日
(星期四)，
在昆明市主城(五华、
盘龙、
西
山、
官渡、
呈贡)五区范围内的中央驻昆
单位、省级和昆明市各级国家机关、事
业单位、社会团体放假 1 天；
6 月 16~18
日端午节按国家法定节假日规定放假
3 天。需要提醒的是，并非主城五区的
人都能放假。
《通知》明确，承担南博会
昆交会有关工作任务、
保障城市运行公
共服务的有关部门、单位以及昆明市、
区两级政府政务服务中心不放假，
可在
展会闭幕后适当时候安排补休。
本报记者 宋金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