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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电 在中国传统节日重阳节来临之际，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
老龄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代表党中央祝全国老年人健
康长寿、生活幸福。

习近平指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高度重视并切实
做好老龄工作，贯彻落实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
略，把积极老龄观、健康老龄化理念融入经济社会发展
全过程，加大制度创新、政策供给、财政投入力度，健全
完善老龄工作体系，强化基层力量配备，加快健全社会
保障体系、养老服务体系、健康支撑体系。

习近平强调，要大力弘扬孝亲敬老传统美德，落实好
老年优待政策，维护好老年人合法权益，发挥好老年人
积极作用，让老年人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安享幸福晚年。

新华社电 国家主席习近平 10
月 13 日同德国总理默克尔举行视
频会晤。双方在友好的氛围中回顾
近年中德、中欧关系发展并就相关
问题深入交换意见。

习近平积极评价默克尔任内为
推动中德、中欧关系发展所作的贡
献。习近平指出，“人之相识，贵在相
知；人之相知，贵在知心”。这句话，
既是对我们多年深入交往的很好诠
释，也是过去16年来中德关系保持
平稳健康发展的重要经验。中国人
重情重义，我们不会忘记老朋友，中
国的大门随时向你敞开。希望你继
续关心和支持中德、中欧关系发展。

习近平强调，我们多次就双边
关系、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治国理

政经验等深入交流，共同推动了双
边关系向前发展，推动了中德合作
应对全球挑战。中德本着互利合作
精神，发挥两国经济互补性，实现了
共赢。中国和德国自身发展得好，
对世界经济的贡献也更大。这证
明，国与国之间完全可以避免零和
博弈，实现互利共赢，这是中德关系
应该牢牢把握的主基调。明年是中
德建交 50 周年。双方关系发展何
去何从，保持正确方向至关重要。
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
待中德关系，愿同德方保持高层交
往，增进相互了解和人民友谊，深挖
传统领域合作潜力，积极开拓能源
转型、绿色和数字经济等务实合作
新领域，推动中德合作走深走实。

习近平指出，追求和平与发展
是中欧双方的共同心愿。中欧都主
张维护多边主义，都支持贸易和投
资自由化便利化，都认为中欧共同
利益远大于矛盾分歧。当前全球抗
击新冠肺炎疫情和推进世界经济复
苏正处于关键时期，面对日益增多
的全球性问题和不断上升的不稳定
性不确定性，中欧作为全球两大重
要力量，有责任加强合作，团结应
对。双方应该从更广阔维度看待中
欧关系，客观全面地相互认知，理性
平和、建设性地处理差异分歧。希望
欧方坚持独立自主，真正维护欧盟
自身利益和国际社会团结，同中方
和其他各国一道，共同致力于解决
和平与发展的世纪难题。（下转 A4）

习近平同德国总理举行视频会晤

羊城晚报讯 驻京记者王莉
报道:第二届联合国全球可持续
交通大会将于今晚在北京开
幕。据新华社消息，外交部发言
人华春莹 13 日宣布：国家主席
习近平将以视频方式出席第二
届联合国全球可持续交通大会
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本届大会的主题是“可持续
的交通，可持续的发展”，将采用
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举行全
体会议、部长论坛、企业家论坛
和科学工程技术论坛等活动。
大会将聚焦公路、铁路、航空、水
运等多种交通方式面临的机遇
与挑战，为全球可持续交通发展
提供具体解决方案。

相关数据显示，交通运输部
门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量约占
全球总排放量的 25%，再次凸
显了全球实现安全、绿色、高效、
可及的交通，即可持续交通的
紧迫性。

“我们距离到 2030 年实现
可持续发展目标和实现《巴黎气
候变化协定》目标所剩的时间已
经不多。”联合国副秘书长兼大
会秘书长刘振民在12日举行的

大会开幕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第
二届联合国全球可持续交通大
会将具有里程碑意义，来自世界
各地的利益攸关方将围绕各种
挑战、机遇、有效实践和解决方
案进行讨论。同时，将借助大会
平台进行更多的倡议和行动。

“没有可持续的交通，就没
有可持续的发展。”刘振民指出，
随着城市人口增加，电子商务带
动全球贸易增长，交通运输系统
在全球发展方面发挥着比以往
更关键的作用。面对能源危机、
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以可持
续方式推进交通领域发展和相
关能源领域转型，成为后疫情时
代各国促进经济复苏、增强经济
韧性的巨大潜力所在。

第二届联合国全球可持续
交通大会由联合国主办、中国政
府承办。刘振民表示，中国在可
持续交通发展方面成绩显著、值
得借鉴，这是联合国选择将中国
作为大会承办方的原因之一。
中国诸多交通建设项目和相关
产业发展促进了脱贫攻坚、经济
增 长 和 民 生 改 善 ，有 力 推 动
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落实。

联合国全球可持续交通大会
今晚开幕

习近平将以视频方式出席
并发表主旨讲话

今天下午，第 130 届中国
进出口商品交易会暨珠江国
际贸易论坛在广州市海珠区
琶 洲 广 交 会 展 馆 正 式 拉 开
帷幕。

从 1957 年春天起步，走过

65 载光阴，广交会已成为我国
历史最长、规模最大、商品种类
最全、成交效果最好的综合性
国际贸易盛会。广交会见证了
改革开放的持续推进，助推中
国制造走向世界，始终是海内

外客商心目中的“中国外贸晴
雨表与风向标”。羊城晚报今
天重磅推出的创意跨版策划报
道（详见 A6、A7），由本报原创
漫画 IP“明仔”带大家一起领略
广交会这个“中国第一展”的神

奇魅力，深度体验广交会 65 年
从未间断的创新发展历程。更
多精彩广交会内容，敬请持续
关注本报“广交世界 互利天
下”专题。

（羊城晚报记者 王漫琪）

羊城晚报讯 记者林曦、通
讯员关悦报道：为期五天的第
130 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
将于10月15日以‘线上+线下’
形式在广州举办。目前境内外
参展企业已云集广州。

海关数据显示，参加本届广
交会的境内企业（不含港澳台）
今年前 8 月有出口贸易记录的
超过2万家，出口总值达1.25万
亿元人民币，与去年同期相比

增长12.4%。
据了解，此次境内参展企业

的出口均值是同期全国企业平
均水平的1.9倍。入围同期全国
出口500强企业的有27家，前8
月出口值在参展企业总出口值
中占比达到10.1%。

“从海关数据来看，本届广交
会境内参展企业有以下特点：一
是参展企业以中大型企业为主，
二是民营企业是此次参展的主力

军，三是企业一般贸易出口占比
较高，四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和地区成为参展企业的主要出口
市场。”广州海关所属广州会展中
心海关副关长徐越介绍。

本届广交会境内参展民营企
业今年1月-8月出口总值在所有
参展企业同期出口总值中占比高
达70.6%，比同期全国出口中民营
企业比重高出13.5个百分点。

本届广交会分为电子及家

电、照明、车辆及配件、日用消
费、纺织服装等51个展区16大类
题材展品，其中，园林用品、宠物
用品、家电、五金等展区备受消
费市场关注。数据显示，参展企
业今年1月-8月出口商品中，涉
及上述四大展区商品（展区间商
品有重复）的出口值分别占比
16.3%、15%、14.4% 和 13.6% 。
境内参展企业出口排名前三的
省市分别为浙江、广东和江苏。

民营企业成参展主力军

羊城晚报讯 记者罗仕、通讯
员穗外宣报道：13 日，在第 130
届广交会举行前夕，广州新版城
市宣传片面向全球正式发布，为
广交会“迎宾”、为幸福“代言”。

在宣传片中，广州2230多年
的沉淀和勇立潮头的激情碰撞出
美妙的火花，演绎出幸福的交
响。围绕“幸福”这个核心主题，
宣传片以“传统与时尚、创新与生
活、坚守与未来”为内容主线，三
个篇章分别通过“古今交融 老城
焕新”“创新引领 与城共舞”“幸
福乐章 与城共鸣”的影像叙事，
展现了广州打造枢纽之城、实力
之城、创新之城、智慧之城、机遇
之城、品质之城的崭新形象和独
特魅力，展示了中国城市的幸福
生活和美好未来，更向世界传递
出中国的文化自信和发展自信。

宣传片中，有熟悉的“广州面
孔”，更有广州的“精气神”。世界
著名建筑设计师何镜堂院士、中
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用他们对这
座城市的感知和热爱，“讲述”广
州高质量发展的创新故事。钟南
山说：“很高兴参加广州城市形象
宣传片的拍摄制作，为广州代
言。广州是一座充满创新活力的
城市，这次宣传片很好地彰显了
城市精神。”

宣传片采用了细腻的镜头语
言和丰富的影视表现手法。从

“城市客厅”花城广场开篇，一组
意向表达了湾区之心、胸怀世界，
时针飞转，体现城市的发展速度，
一组新老对比道出了老城市新活
力的“双面广州”。

为广交会“迎宾”
为幸福“代言”

广州新版
城市宣传片
全球首发

习近平对老龄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

让老年人共享改革发展成果
安享幸福晚年

在重阳节来临之际向全国老年人致以节日祝福

羊城晚报推出创意跨版报道，邀您共度广交会时光

第130届广交会今日下午开幕

园林用品、宠物用品、家电、五金
展区吸引眼球

▲广交会场馆 羊城晚报记者 周巍 摄

可持续的交通可持续的交通
可持续的发展可持续的发展

焦聚
第二届联合国全球可持续交通大会

重阳节到了，“养老”话题又
走到前台。广州社情民意研究
中心日前随机访问千名市民，调
查数据透出的信息颇堪寻味。

老 龄 化 社 会 ，老 人 与 子 女
相 处 难 是 恒 久 话 题 。 街 坊 邻
里，抱怨婆媳或父子间的龃龉
委曲总能博几分同情。但调查
显示，89%受访者认为老年父母
与 子 女 的 家 庭 关 系“ 融 洽 ”和

“比较融洽”，60 岁以下子女，此
数据则超九成。这说明，不管
世风如何变，绝大多数家庭老
少关系“还不错”，尊老爱老传
统没丢。

虽然人们常说“相见好，同
住难”，成年子女与父母同住可
能会影响双方关系，但广州人似

乎较超脱。无论同住与否，双方
关系均未受大的影响。但若老
人生活不能自理，家庭关系就有
点 不 妙 ，数 据 相 差 16 个 百 分
点。有 72%的子女认为照顾老
人有困难，原因主要是“没时间”

“缺乏专业护理知识”和“经济压
力”等。

显 然 ，广 州 人 的 家 庭 关 系
比较稳固，牢固的家庭关系也
构筑了社会稳定。不过，这种
牢固的家庭关系正面临挑战，
老龄化程度愈深，照顾老人的
负担日重，特别是失能老人增
多，令子女深感困窘。对于许
多家庭，如果没有社会养老服
务的帮助，赡养、照顾老人真是
无法承受之重。

惟其如此，期望政府加快发
展社区居家养老服务，“赞成”率
高达 96%，可谓全社会的共同心
声，对此，必须要有紧迫感。

破解照顾老人难题
寄望社区居家养老

一年来，广东举全省之力推动深圳综合
改革试点任务落地落实

深深圳科创圳科创迸发新势能
详见A3

2022年“国考”明起报名
计划招录3.12万人；下月28日笔试

详见A9

羊城晚报 A6、A7

父母经济富裕子女赡养义务也不能免除
老人住养老中心子女也不能当甩手掌柜

“常回家看看”入法实施八年，不少子女仍没能“常回家看看”

详见A4

▶新时代驿站青年志愿者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