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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上午9点，“一带一路”国
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将在北京
国家会议中心举行。国家主席习
近平将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
讲。当晚，习近平主席夫妇将在人

民大会堂迎接出席高峰论坛外方
代表团团长夫妇并举行欢迎宴
会，习主席将在宴会上致辞。之
后，还将举行文艺演出。

届时，央视综合频道、新闻频

道、中文国际频道及中国国际电
视台各外语频道、央视网、央视新
闻移动网将现场直播。中央人民
广播电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也
将直播。 （央视）

今日上午 习近平将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

昨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张军扩等
多位智囊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智库在“一带一
路”政策沟通和战略对接方面起到的作用。会后，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专家智囊接受了成都商
报记者专访，提出蓉欧快铁等中欧班列可以通过
统一整合货源降低运输成本等建议。

对于在“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物流体系起
到的关键作用问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外经
济研究部部长赵晋平表示，物流体系中最重要的
例子就是中国几个重要城市开往欧洲的国际班
列。“当然，如果运输成本进一步降低，通过国际
班列运输的商品会更多。”赵晋平认为，降低运输
成本需要整合货物。如果在全国范围内统一整合
货源，这能大大提高运力的使用，有助于降低成
本。如果整合得当，成本会降低30%。蓉欧快铁等
国际班列在成本降低方面有很大潜力可挖。
成都传媒集团特派记者 成都商报首席记者 赵倩

今天母亲节今天母亲节
最棒的母亲节礼物
帮妈妈找到亲人

在儿子的努力下，离家30年的母亲
今日凌晨回到成都与亲人见面

张李伟连忙将这个好消息
告诉了李群英。这一刻，李群英
等了30年。当晚，她就迫不及待
地让儿子拨通了大哥的电话。

“哥，我是群英啊。”电话里，
李群英激动得说不清话，不停抖
动的手甚至有些握不住电话。

“啥？群英？你有没有搞错
了，她早就不在了哦……”李正
权有些不敢相信，甚至怀疑李群
英是骗子，“30年都没有消息，这
突然就来一个妹妹，实在不太可
能。”已经睡下的李正权从床上
坐了起来，立马把这个消息告诉
给了两个姐姐和几个妹妹。

六妹李琼香和李群英年龄相
差仅4岁，从小两人的关系也最
好。当晚，李琼香就要来了张李伟

的微信，开启了视频聊天，“我是
最熟悉她的，她额头有痣，个子也
不高，我一看就晓得是不是。”

李琼香说，视频刚一打开，
李群英立马就叫出了自己的名
字，“你是琼香！”李琼香有些吃
惊，“你站起来我看看你有多高”

“再看看你的额头呢”……一阵
对话后，李琼香确认了，画面中
的人就是自己的姐姐。当晚，李
家姐妹和李正权一夜未眠。

今日凌晨，由浙江宁波飞往
成都的MU5374航班到达双流机
场，李群英也在儿子的帮助下最
终与亲人相聚。“这个母亲节礼
物她肯定会喜欢。”张李伟说。

成都商报记者 杜玉全

“每到逢年过节的时候，都
能明显感觉到她的心事，总是
会念叨邛崃家里的哥哥和姐
姐。”儿子张李伟洞悉了妈妈
的心思。去年夏天，他开始通
过各种方式帮妈妈寻亲，“我
的想法很简单，以前确实没有
条件，而现在如果不去寻找，
可能今后更没有机会，因为也

许有些亲人就会不在了，那时
就更难，妈妈的心愿可能一辈
子都难以实现。”

张李伟开始详细地询问妈
妈此前的经历，让她努力回忆关
于邛崃老家的记忆。而妈妈口中
能够说出的线索也仅有“邛崃
县”“下坝公社”“李正权”“李琼
香”等几个有限的关键词和人
名。张李伟开始通过网络进行搜
索，查看地图，并将妈妈的经历
发布到各个网络平台，但始终没
有任何消息。

今年春节后，张李伟又开始
在网上搜索邛崃本地的各种QQ
群，发布寻亲消息，却又因被误
以为是广告发布者多次被踢出
群。一周前，一条“要不你找找邛
崃爱心热线的李勇试一试”的消
息，为他带来了转机。

5月9日，在李勇的帮助下，
最终确认了“下坝公社”就是现
在的下坝乡，而“李正权”也确有
其人，当年李正权也的确有一个
妹妹走失，至今正好30年。

53岁的李群英至今仍然记
得30年前的那个盛夏，她从二姐
李正莲家返回大哥李正权家的
路上被一个中年男子拦下。对方
一直与她搭话，以为她介绍一份
工作为由，将她拐到了河南。而
后李群英与当地一农民成家，并
最终留在了当地。

从 离 家 的 那 一 刻 起 ，“ 回
家”，就成了李群英的一个心结。
她希望能有一天踏上回家的路，
然而始终无法成行，“之前家里
条件不好，加上也不识字，有心

无力。现在一家人又都在宁波打
工，要上班也脱不开身。”

而在邛崃老家这边，李群
英的被拐让亲人们焦急不已，
但在四处寻找无果之后只得无
奈选择放弃。“一开始我们以为
她走丢了，并且这么多年一直
没有任何消息，一家人都以为
她已经不在人世了。”大哥李正
权说。而因为妹妹是在自己家
玩耍后回家的途中被拐的，二
姐李正莲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
无法释然。

今日凌晨零点
40分，由浙江宁波飞
往成都的MU5374航
班到达双流机场。53
岁的李群英终于见到
了日夜思念的亲人。
这一刻，李群英没有
喜极而泣，而是迫不
及待地一一辨认着哥
哥和姐妹的模样。

这团圆的一幕，
她等了30年。

1987年盛夏，23
岁的李群英被人从邛
崃平乐拐至河南农
村，从此与家人失去
联系。30年里，“回
家”，一直是李群英一
个心结。儿子张李伟
洞悉了妈妈的心思，
22岁的他从去年开
始帮妈妈寻亲。4天
前，在邛崃爱心志愿
者李勇和王祥兴的帮
助下，李群英终于与
老家亲人搭上线。

今天就是母亲节
了，“帮妈妈找到亲
人，算是这个母亲节
给她最好的礼物吧。”
张李伟说。

离开故土30年
回家成了她的心结母亲母亲

从中国超市里的法国红酒、波兰苹果，到欧
洲商场里琳琅满目的“中国制造”；从跨越欧亚大
陆的视频电话，到非洲第一条跨国电气化铁路，

“一带一路”建设的成果已经切切实实惠及了沿
线国家的普通民众。

可以预见，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不断推进，
沿线国家往来将更便利，说走就走的旅行不是梦
想；贸易将更畅通，货架上多了更多价廉物美的选
择；人文交流将更密切，剧院、图书馆、博物馆、美
术馆将提供更丰富的精神食粮。 （新华社）

未来5到10年，成都平原地区
开放的特征会越来越明显，今后5
年，一个国际化的成都将呈现在
大家面前。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
坛今日正式开幕，这是“一带一
路”倡议提出3年多来最高规格的
论坛活动。昨日，四川在国家会议
中心新闻中心就参与“一带一路”
建设问题举行新闻发布会。发布
会上，四川省副省长朱鹤新在回
答成都商报记者关于成都将如何
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问题时表
示，成都不光承载四川的希望，其
经验更是要复制、推广到全国。

推动谋划储备项目136个

据介绍，目前已制定实施了
四川省参与建设“一带一路”实施

方案，并细化制定了2015—2016
年重点工作方案、“一带一路251
三年行动计划”，即在20个重点国
家当中，优选50个“双向”投资重
大项目，精选100家重点企业，实
施重点引导、形成示范。

而在省级“一带一路”重大项
目储备库中，正在推动和谋划项
目136个，总投资超过1.2万亿元，
其中首批纳入国家“一带一路”重
大项目储备库61个项目，总投资
约1300亿元。此外，还与国家发改
委签署了推进国际产能和装备制
造委省合作协议。

四川最大潜力在于开放

据介绍，四川对接“六大国际
经济走廊”的一批大通道项目正
加速推进，已经形成了包括9条铁

路，18条高速公路、1条水运航道
的28条进出川大通道。目前成都
天府国际机场全面开工建设，双
流国际机场旅客吞吐量突破4600
万人次，国际航线持续增加，“空
中丝绸之路”初具雏形。而成都始
发的中欧班列蓉欧快铁实现了

“天天有班列”目标，已联通波兰
罗兹、库特勒、荷兰蒂尔堡、德国
纽伦堡等欧洲重要节点城市。
2016年开行班列达到460列，居全
国首位。2017年要力争开行1000
列。

四川省发改委主任范波介
绍，“四川最大的潜力在于开放。
今后5到10年，四川特别是成都平
原地区、川南片区，开放的特征会
越来越明显。今后5年，一个国际
化的成都、一个充满活力的天府

新区呈现在大家面前。”范波说，
创新、协调、绿色、开放，这些特征
都会在天府新区有实践。

省市共建
“一带一路”经济联络基地

在成都市第十三次党代会
上，成都提出将以新开放观助力成
都更好服务“一带一路”国家倡议，
将成都打造为国家内陆开放型经
济高地和国际友好往来门户城市。
四川将从哪些方面支持成都融入

“一带一路”，从而带动四川在国际
贸易格局中的优势提升？

在回答成都商报记者这一问
题时，朱鹤新表示，成都在四川居
于首位，去年GDP占四川三分之
一强，达到1.2万亿，在全国副省
级城市中排第三位。成都市第十

三次党代会明确了今后发展方
向，体现了成都的转型，也体现了
四川发展引领的方向。四川自贸
试验区，规划有120平方公里，三
大片区中的两个片区、约100平方
公里都在成都。因此，成都不光承
载着四川的希望，更是要把打造
自贸区的经验复制、推广到全国。
成都在“一带一路“建设上将会发
挥更大的作用。“欢迎大家去成都
看看。”

四川和成都正提出省市共建
“一带一路”经济联络基地。范波
透露，目前已经开始和相关沿线
国家沟通，欢迎各国官方机构和
经济发展促进机构入驻基地，这
也是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重大
举措。 成都传媒集团特派记者

成都商报首席记者 赵倩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今日开幕
四川昨在京召开参与“一带一路”建设新闻发布会

今后5年 一个国际化的成都将呈现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看点前瞻

中方将与沿线国家
共同制定

近20项行动计划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智囊：
降低成本

蓉欧快铁还有很大潜力可挖

四川省参与建设四川省参与建设““一带一路一带一路””实实
施方案目前已制定实施施方案目前已制定实施，，在在2020个重个重
点国家中点国家中，，优选优选5050个个““双向双向””投资重投资重
大项目大项目，，精选精选100100家重点企业家重点企业，，实施实施
重点引导重点引导、、形成示范形成示范

在省级在省级““一带一路一带一路””重大项目储重大项目储
备库中备库中，，正在推动和谋划项目正在推动和谋划项目136136
个个，，总投资超过总投资超过11..22万亿元万亿元，，其中首批其中首批
纳入国家纳入国家““一带一路一带一路””重大项目储备重大项目储备
库库6161个项目个项目

提出省市共建提出省市共建““一带一路一带一路””经济经济
联络基地联络基地，，目前已开始和相关沿线目前已开始和相关沿线
国家沟通国家沟通，，欢迎各国官方机构和经欢迎各国官方机构和经
济发展促进机构入驻济发展促进机构入驻，，这也是推进这也是推进

““一带一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大举措建设的重大举措

常听母亲念叨
决定帮她寻找亲人儿子儿子

从最初不敢相信
到确认后整夜无眠亲人亲人

11 此时举办高峰论坛
有何深意？

“这是一个关键节点的推进性举动。在这个
时间节点召开高峰论坛有承上启下的作用，既总
结以往经验，更是为了规划未来，为更深层次合
作奠定基础。”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常务副院长
阮宗泽说。

据悉，“一带一路”倡议提出3年多来，取得了
丰硕的早期收获，目前已得到世界上100多个国家
和国际组织的响应和支持，中方已与40多个国家
和国际组织就共建“一带一路”签署了合作协议。

“尽管‘一带一路’倡议由中国首倡，但现在
已从中国倡议变成了全球共识，并进入全球行动
的阶段。”四川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戴永红说。

22 与会嘉宾阵容
有何讲究？

阵容强大的与会嘉宾是本次高峰论坛的一
大看点。据悉，出席论坛活动的除29位国家元首
和政府首脑、多位国际组织负责人，还有130多个
国家的约1500名各界贵宾。

中国社科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院长李
向阳认为，让更多国家和各界人士参与论坛，有
利于凝聚共识、形成合力，对共同推动“一带一
路”建设有重要意义。如此高规格的与会嘉宾也
为中国与有关国家探讨双边合作提供了机会。

33 未来国际合作将有何
新举措？

中国将如何通过“一带一路”建设进一步开
展国际合作？这是国际社会对本次论坛关注的一
个重点。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研究员文宗瑜认为，
各方应充分利用论坛这个平台，规划实施路径，
做好项目落地，推动合作共识落地生根。

论坛议程安排透露出对于如何开展深度合
作的一些考量。除了领导人参与的圆桌峰会，论
坛将以“1＋6”的形式举行一场高级别全体会议
和六场平行主题会议。

高级别会议将重点探讨基础设施、产业投
资、经贸合作、能源资源、金融合作、人文交流、生
态环境和海上合作等8个方面。六场平行主题会
议则分别聚焦“五通”和智库交流。

44 中国自身将有何
新收获？

本次高峰论坛期间，中方有望再与近20个国
家和20多个国际组织商签合作文件，中方有关部
门预计将与沿线国家对口部门共同制定近20项
行动计划，涉及基础设施、能源资源、产能合作、
贸易投资等多个领域。

“‘一带一路’涵盖我国中西部省份和沿海发
达地区，通过扩大向西开放，有助于加快中西部
发展步伐，实现东中西部梯次联动发展，也有利
于中国把对外经济合作与深化国内改革、扩大开
放紧密融合。”李向阳说。

55 百姓将有何
获得感？

邛崃的亲人们齐聚一堂，等待李群英回家 摄影记者 陶轲

今日凌晨1时许，双流机场，李群英（左）与姐妹拥抱 摄影记者 王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