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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向菲律宾当选总统马科斯致贺电
据新华社北京 5 月 12 日电 5
月 11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费迪
南德·罗慕尔德兹·马科斯，祝贺他
当选菲律宾共和国总统。
习近平指出，中菲是一衣带水

的邻居、风雨同舟的伙伴。近年来，
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菲关系不断
巩固提升，为两国人民带来福祉，为
地区和平稳定作出贡献。
习近平强调，当前，中菲两国都

处在关键发展阶段，双边关系面临
重要机遇和广阔前景。我高度重视
中菲关系发展，愿同马科斯当选总
统建立良好工作关系，坚持睦邻友
好，坚持携手发展，深入推进两国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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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白工业园迎来
第 90 家入园企业

面战略合作关系，造福两国和两国
人民。
同日，国家副主席王岐山致电
莎拉·齐默尔曼·杜特尔特 - 卡彪，
祝贺她当选菲律宾副总统。

我国全球创新指数排名十年上升 22 位
是唯一持续快速上升的国家
据新华社北京 5 月 12 日电 高
速铁路、5G 网络等建设世界领先，
“神
“天问”探火星、
“嫦娥”登月球、
十三”与“天和”核心舱成功对接；全
社会研发投入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
例由 1.91%提高到 2.44%，全球创
新指数的排名由第 34 位上升到第
12 位……
记者从 12 日举行的“中国这
十年”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了解
到，2021 年我国全社会研发经费是
2012 年的 2.7 倍，基础研究经费是
2012 年的 3.4 倍。我国全球创新指
数排名十年上升了 22 位，是世界
各国中唯一持续快速上升的国家。

党的十八大以来，从创新是引
十年来，我国科学研究水平和
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到全面实施创
学科整体实力大幅度上升，若干学
新驱动发展战略，从坚持把科技创
科方向已经达到国际领先水平；自
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
主研发大量先进技术装备和系统进
到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
入实用，成为推进产业快速升级的
战略支撑，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
“利器”；科技服务人民生命健康，打
越走越宽广。
了一场成功的科技抗疫战；一大批
“这十年，是我国科技进步最
科技特派员在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
“科技冬奥”
大、科技实力提高最快的十年，我国
一线发挥了重要作用，
科技事业发生了历史性、整体性、格
200 多项成果落地应用有力支撑了
北京冬奥会高质量办赛……
局性变化，成功跨入创新型国家的
“十年来，我国科技发展的重要
行列，全面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展现
特点，是发展全面、特色突出、质量
了具有新时代特点的整体布局和发
提升，成为支撑引领经济高质量发
展态势。”发布会上，科技部副部长
展和民生改善名副其实的第一动
李萌介绍说。

力。”李萌说。
李萌表示，到目前为止，中央提
出的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实施方案中
部署的 143 项任务已经全面完成，
支撑全面创新的制度性、基础性框
架基本建立。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
的改革取得实质性进展，一些长期
没有解决的重点难点和堵点问题取
得了突破。
“当然我们也清醒地认识到，与
世界领先国家相比，我国的科技创
新还任重道远。我们将在党中央的
坚强领导下，直面问题，迎难而上，
为建成世界科技强国不懈努力。”李
萌说。

安徽合肥：

现代农业产业园里
感受“智慧农业”
5 月 12 日袁工作人员在合肥市
肥西县花岗镇现代农业示范区一
蔬菜种植基地操作智能水肥一体
机遥
近年来袁安徽省合肥市在推进
乡村振兴过程中袁着力打造各具特
色的现代农业产业园袁发展智慧农
业袁提高农业现代化水平袁带动乡
村产业发展和农民增收遥
新华社发

浙江湖州：

校园开设多样化
劳动实践课程

5 月 11 日袁在白俄罗斯明斯克袁中
白工业园代表与中国泓九集团股份公
司进行意向入园签署协议线上签约遥
位于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东部郊
区的中白工业园 11 日举行居民企业

登记证书颁发仪式袁迎来第 90 家入园
企业遥 中白工业园位于明斯克机场附
近袁是白俄罗斯最大的招商引资项目袁
也是中白两国间重要的野一带一路冶合
作项目遥
新华社发

朝鲜首次报告新冠确诊病例
提高疫情防控措施至最高级别
据新华社平 壤 5 月 12 日 电
据朝中社 12 日报道，朝鲜国家紧
急防疫部门本月 8 日对平壤一些
有发烧症状的患者进行抽样检测
后发现，有人感染了奥密克戎病
毒。这是自新冠疫情在全球多地暴
发以来，朝鲜首次报告在本土发现
新冠确诊病例。
朝鲜劳动党 12 日紧急召开劳
动党政治局会议，决定把新冠防疫
措施提至最高级别。朝鲜劳动党总

书记金正恩在会上强调要采取紧急
措施彻底阻断新冠病毒传播，要加
强边界管控，在全国各市县进行彻
底封锁，各单位要在闭环状态下组
织经营生产活动。他还要求卫生部
门和应急防疫部门进行严格密集筛
查，
健全医学监测和积极治疗措施。
金正恩说，党和政府各级机关
尽量减少人民群
要采取周全措施，
众在严密防控措施下的不便和麻
烦，稳定生活秩序。

为申办 2030 年冬奥会
札幌成立宣传委员会
据新华社东京 5 月 12 日电
为争取申办 2030 年冬奥会，日本
札幌市日前成立了一个名为“宣
传委员会”的全国性组织，希望加
强奥运宣传，争取得到更多日本
国民的支持。
“宣传委员
据共同社报道，
会”委员有 30 多人，包括奥运会、
残奥会运动员和来自政治和经济
界的代表，会长由札幌商工会议
所主席岩田圭刚担任。委员会将
向国民介绍举办奥运会的意义，
相关内容还将写入向国际奥委会
提交的申办计划。
札幌市长秋元克广在成立大
会上表示，希望札幌能够通过举

办冬奥会吸引来自世界各地的人
才和投资，为日本整体的发展作
出贡献。日本奥委会主席山下泰
裕也表示，
“ 宣传委员会”的成立
是为了让国民知道，举办奥运会
有着重要意义。
最新的调查显示，支持札幌
举办 2030 年冬奥会的市民比例
为 52.2%，反对的比例为 38.2%。
国际奥委会将在 2023 年决定这
届冬奥会的举办权归属。札幌曾
在 1972 年举办过冬奥会，这次它
的竞争对手有美国的盐湖城、加
拿大的温哥华以及位于西班牙阿
拉贡和加泰罗尼亚大区的比利牛
斯山地区。

韩国青瓦台
正式向公众开放

5 月 12 日袁东林镇东林中学初二年级
学生在种植户的指导下学习收割韭菜遥
今年以来袁 浙江省湖州市吴兴区东林
镇将中小学劳动实践课纳入独立课程袁不
断创新内容袁 根据不同年龄段设定不同的
劳动教育目标袁开设多样化劳动实践课程袁
内容涵盖烹饪尧传统手工制作尧收纳整理和
农事劳作体验等袁 让孩子们明白劳动实践
的重要性遥
新华社发

前 4 个月我国平均每天有
1.5 个外资大项目落地
据新华社北京 5 月 12 日电 今
年 1 至 4 月，全国实际使用外资金
额 4786.1 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20.5%，新增合同外资 1 亿美元以
上大项目 185 个，相当于平均每天
有 1.5 个外资大项目落地。
这是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束珏婷
在 12 日举行的商务部网上例行发
布会上说的。束珏婷介绍，今年前 4
个月我国实际使用外资折合 744.7
亿美元，同比增长 26.1%（不含银
行、证券、保险领域）。这是在去年

前 4 个月增长 38.6%的高基数基础
上又实现的两位数增长。
数据显示，高技术产业引资发
挥较大带动作用，1 至 4 月同比增
长 45.6%，高于平均增速 25.1 个百
分点，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增长
36.7%，高技术服务业增长 48.3%，
信息服务业、研发与设计服务业、电
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分别增长
69.7%、60.4%和 45.3%。
大项目稳，是今年以来我国吸
收外资的一大特点。各地努力克服

疫情影响，积极开展招商引资。德
国大众、韩国浦项、美国开市客、日
本日立等跨国公司在华投资大项目
到资情况良好，有力带动了我国引
资快速增长。
从行业看，我国服务业实际使
用 外资 金 额 3519.4 亿元 人 民币 ，
同比增长 12.5%；从来源地看，韩
国、美国、德国实际对华投资分别
增长 76.3%、53.2%和 80.4%（含通
过自由港投资数据）；从区域分布
看，我国东、中、西部地区实际使用

5 月 12 日袁在韩国首尔袁游客参观
青瓦台官邸遥

外资 同 比分 别 增长 18.7% 、43.7%
和 26.9%。
束珏婷说，跨国公司积极扩大
对华投资，充分体现了外国投资者
对中国经济发展前景的坚定信心。
潜力足、回旋余地
中国经济韧性强、
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将
继续为世界经济企稳复苏提供强大
动能。“我们将坚持扩大高水平对
外开放，进一步优化外商投资服务
体系，提高精准服务水平，为外资企
业创造更多发展机遇。”

韩国历任总统的办公地点青瓦台
10 日起正式向公众开放遥
新华社发

尼泊尔女登山者创纪录
第 10 次登顶珠峰
据 新 华 社 加 德 满 都 5 月 12
日电 尼泊尔登山者拉克帕·夏尔
巴 12 日第 10 次登上世界最高峰
珠穆朗玛峰，成为首位完成这一
壮举的女性。
尼泊尔政府联络官基姆·拉
尔·高塔姆对新华社记者说，拉克
帕于当地时间 12 日早上 6 时 30

分登顶珠峰；由于天气好，当天一
早 约 有 150 名 登 山 者 成 功 登 上
珠峰。
组织拉克帕登山活动的尼泊尔
七峰俱乐部负责人明玛·盖卢·夏尔
巴介绍，这是拉克帕第二次从尼泊
尔一侧登上珠峰，此前她已 8 次从
中国一侧登顶珠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