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记者 左黎韵 通讯员 李
莲）11月13日，丰都县名山街道古家店村党总
支书记古明华，吃过早饭就来到村里的蔬菜基
地。古明华对村民们说：“这段时间天气好，大
家白天都在地里务农，我今天就把报纸带到田
间地头，趁你们休息的空当讲讲党的十九大精
神，不耽误干活儿。”

简单的寒暄过后，和村民们围坐在两根废
弃的管道上，古明华拿出报纸讲了起来。

当古明华讲到“保持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
长久不变，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三十
年”时，菜农熊昌发双眼一亮，开始盘算起来。

“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三十年，
意思是我可以继续种菜，一直到干不动为止
喽？”熊昌发是古家店村最大的蔬菜种植户，他
流转了15亩地发展大棚蔬菜，一年能挣三四十
万元。

古家店村离县城只有20来分钟车程，丰都
县城居民食用的蔬菜大多出自这里。早在10多
年前，熊昌发就开始从事蔬菜种植，土质好的就
种茄子、丝瓜等瓜果类蔬菜，而一些保水保肥效
果不好的地就种豇豆，总之不能让土地荒着。

经过多次品种改良，熊昌发摸索出了自己

的一套经验，成了当地有名的“蔬菜百事通”。
他种植的丝瓜、茄子等蔬菜，产量高，挂果期
长，一个大棚年收入就有4万元左右。得知土
地承包期延长三十年的消息，他计划再流转些
土地，把规模做大一些。

在古家店村，像熊昌发这样的蔬菜种植户
共有100多户。四社村民郑国明种植了10亩
大棚蔬菜。他说：“土地承包权延长三十年，对
我们而言，硬还是个好消息。农业产业需要长
线投资，前几年是投入期，越往后产出越高。
过去，我担心土地承包权到期后被收回，十九
大召开后，我总算吃了‘定心丸’。”

村民汪永琼一边听古明华宣讲党的十九
大精神，一边拿着报纸仔细地看。几年前，为
了照顾孩子上学，原本在外地打工的她回到家
乡，成为一名蔬菜基地工人。“蔬菜基地发展得
好，我就不会失业，孩子上大学的学费就有了
着落。”汪永琼说。

宣讲结束，村民们迟迟不肯离开，村民隆朝
海拦住古明华，打听乡村游扶持政策……“十九
大提出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我打算开办农家
乐，让周末来村里采摘蔬菜的城里人享受享受
田园生活。”隆朝海兴奋地说起未来的打算。

村干部田间地头宣讲十九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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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河内 11 月 13 日电 （记者 侯丽
军 蒋国鹏）13日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
主席习近平在河内越共中央驻地再次会见越共
中央总书记阮富仲。双方本着同志加兄弟的精
神，继续就两党两国关系深入交换意见。

习近平指出，我这次越南之行非常顺利，再
次感受到了越南人民的真诚情谊。中越两党两
国关系牢不可破、坚如磐石。当前，两党两国领
导人达成的一系列重要共识正在不断转化为实
际合作成果。昨天，我同阮富仲总书记进行了友
好深入的交流，同意在以往共识基础上，不断深
化两国合作，持续推动中越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
系发展。

习近平强调，随着新时期国际地区形势的
深刻变化，中越关系特殊重要意义更加突
显。为了引领好双边关系发展，双方要坚定
信念，把握住中越关系大方向，密切人文交
流，夯实中越关系民意基础，坚定维护中越友
好合作，确保两党两国关系始终朝着正确方向
前进。

习近平还向阮富仲介绍了中国治党治国有
关经验。

阮富仲表示，越中友好源远流长，各领域务
实合作不断深化。中共十九大成功召开以后，习
近平总书记将越南作为首次出访目的地，意义非
凡。越南人民衷心期盼、热烈欢迎习近平总书
记、国家主席到访。昨天，我们的会谈亲切友好、
全面深入，充分体现了同志加兄弟的深厚情谊。
越方愿同中方加强治党治国理政经验交流，继承
和发扬越中传统友好，努力推动两党两国关系不
断迈上新台阶。

会见后，习近平和阮富仲前往胡志明故居继
续交流。

古朴幽静、绿意盎然的胡志明故居内，习近
平和阮富仲沿着林荫故道，边走边谈，深情重温
了毛泽东主席、胡志明主席等两国老一辈领导人
的友好交往，愉快回顾了中越人民特殊的团结友
谊。

同日，习近平瞻仰胡志明主席陵并敬献花
圈。

丁薛祥、刘鹤、杨洁篪等中方陪同人员，越共
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中央检
查委员会主任陈国旺，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副
总理、外交部部长范平明，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宣教部部长武文赏，越共
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阮文年等参加
上述活动。

新华社河内 11 月 13 日电 （记者 孙浩
缪晓娟）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13日
在河内主席府同越南国家主席陈大光举行会谈。

习近平祝贺越南社会主义革新开放事业呈
现出蓬勃生机，祝贺在岘港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取得圆满成功。习近平指出，
作为社会主义邻邦和重要合作伙伴，相同的政治
制度和共同的发展目标，将中越两党、两国和两
国人民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中国党和政府
高度重视中越关系，将坚持奉行对越友好的基本
方针，致力于加强两国全面战略合作，切实造福
两国人民。

（下转2版）

习近平再次会见越共中央总书记阮富仲
同越南国家主席陈大光举行会谈

新华社万象11月13日电 （记者 陈贽 霍
小光 骆珺）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
13日在万象国家主席府同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
委员会总书记、国家主席本扬举行会谈。双方高
度评价对方发展成就，同意加强交流互鉴，推动
中国改革开放和老挝革新事业不断向前发展，继
续秉持好邻居、好朋友、好同志、好伙伴精神，巩
固中老传统友好，推动长期稳定的中老全面战略

合作伙伴关系迈上新台阶。
习近平和本扬相互介绍了中共十九大和老

挝党和国家事业有关情况。
习近平赞赏老挝坚持走本国特色社会主义

道路，积极评价老挝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巨大成
就，强调相信在以本扬总书记为首的老挝党中央
坚强领导下，老挝人民一定能够在全面革新事业
中取得新的更大成就。

本扬热烈祝贺中共十九大圆满成功，高度评
价大会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确立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相信在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中国人民将
朝着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顺利迈进。本
扬指出，中共十九大的成果也将对新时代社会主
义理论发展，为地区和世界和平、友好、合作、发
展作出重要贡献。

习近平强调，中老是社会主义友好邻邦，传
统睦邻友好历久弥坚。建交56年来，双方政治互
信不断增强，务实合作持续扩大，人文交流日益
密切，两国关系全面深入发展，给两国人民带来
实实在在的利益。中老理想信念相通，两国关系
战略定位高远，发展空间广阔。中方始终珍视中
老传统友谊，高度重视同老挝关系，愿同老方携
手努力，不断丰富和发展高度互信、互助、互惠的

中老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使两国永远做好邻
居、好朋友、好同志、好伙伴。

本扬表示，感谢习近平同志连任中共中央总
书记后首次出访就来到老挝，相信此访将深化两
国传统友谊，推进两国各领域合作，为构建老中
命运共同体规划蓝图、指明方向，推动老中全面
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迈上新台阶。老挝钦佩中国
发展成就，感谢中方长期以来的帮助，将坚持按
照“四好”精神不断推进老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关系，支持中国为促进国际和地区稳定和繁荣发
挥更大作用。

习近平和本扬就两党两国关系及共同关心
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达成重要共
识。双方一致认为，中老同为共产党领导的社会
主义国家。双方在彼此信赖的基础上，共同打造
中老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符合两党两国
和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共同愿望，有利于人类
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

双方同意保持高层互访的优良传统，引领和
指导新时期中老关系发展。加强两党友好交流
合作，深化治党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加强外交、国
防和执法安全领域合作。双方重申坚定支持对
方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

双方同意加快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同老挝
“变陆锁国为陆联国”战略对接，共建中老经济走
廊，推进中老铁路等标志性项目，提升经贸合作
规模和水平，促进两国经济优势互补，深化产能、
金融、农业、能源、资源、水利、通信、基础设施建
设、医疗、卫生等领域合作，推动双方务实合作更
多惠及两国基层民众。

双方同意深化文化、教育、科技、旅游等领域
合作，办好老挝中国文化中心，加强青少年友好
交往，扩大地方间合作。密切在联合国、亚欧会
议、东亚合作、澜沧江－湄公河合作等多边框架
内协调和配合。

会谈后，习近平和本扬共同见证了中老经济
走廊建设、基础设施建设、数字丝绸之路、科技、
农业、电力、人力资源、金融、水利等领域合作文
件的签署。

会谈前，本扬在主席府广场举行隆重欢迎仪
式。

欢迎仪式前，主席府外道路上，千余名当地
民众挥舞中老两国国旗，数百名身着盛装的老挝
各族人民载歌载舞，喜迎中国贵宾。主席府门前
悬挂着中老两国领导人巨幅画像。

习近平乘车抵达时，受到本扬热情迎接。老
挝青年向习近平献上鲜花。习近平同本扬登上
检阅台。军乐队奏中老两国国歌。习近平在本
扬陪同下检阅仪仗队。仪仗队员用老挝语高呼

“祝习近平总书记身体健康！”“健康！健康！健
康！”习近平同老方陪同人员握手，本扬同中方陪
同人员握手。

（下转2版）

习近平同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
总书记、国家主席本扬举行会谈

双方同意共同打造中老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

据新华社万象11月13日电 （记者 章建华 李建敏）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13日抵达万象，开始对老挝
人民民主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

当地时间下午3时5分许，习近平乘坐的专机抵达万象瓦
岱国际机场。习近平步出舱门，受到老挝党中央政治局委员、
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国家副主席潘坎，老挝党中央政治局委
员、万象市委书记兼市长辛拉冯，老挝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副
总理宋赛等热情迎接。老挝青年向习近平献上鲜花。礼兵分
列红地毯两侧。

习近平在机场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党、政府和人
民，向兄弟的老挝党、政府和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
愿。习近平强调，中国和老挝都是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
国家，是名符其实的好邻居、好朋友、好同志、好伙伴。建交
56年来，双方传统睦邻友好经受住了国际风云变幻的考
验，历久弥新。两国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深入发展，不仅
为两国和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也为促进地区和

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作出积极贡献。访问期间，我将同
本扬总书记、国家主席等老挝党和国家领导同志以及老挝
各界人士广泛接触，就中老两党两国关系以及共同关心的
问题深入交换意见。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这次访问必
将推动中老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迈上新台阶，为两国人
民带来更大福祉。

车队离开机场前往下榻宾馆，机场外悬挂着中老两国领
导人巨幅画像。沿途街道两旁，中老两国国旗迎风飘扬。街
头挂起一幅幅欢迎标语，热情的当地青少年簇拥在街道两侧，
纷纷向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挥舞中老两国国旗，表达着老
挝人民对中老友谊的深厚感情和对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
来访的由衷喜悦。

习近平是在结束对越南国事访问后抵达万象的。离开河
内时，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中央检查
委员会主任陈国旺等到机场送行。当地民众挥舞着中越两国
国旗，欢送习近平一行。

习近平抵达万象对老挝进行国事访问

11月13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万象国家主席府同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总
书记、国家主席本扬举行会谈。

这是会谈前，本扬在主席府广场为习近平举行隆重欢迎仪式。 新华社记者 马占成 摄

11月13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万象国家主席府同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总书
记、国家主席本扬举行会谈。

新华社记者 兰红光 摄

本报讯 （记者 夏元）重庆日报记者11月
13日从市经信委获悉，截至目前，包括海装风电
5兆瓦风力发电机组等15种重大技术创新产品，
获国家和市级保费补贴共4666万元，带动产品
实现产销10.8亿元。

从2015年开始，按国家工信部、财政部等
政策规定，为鼓励企业开发具有自主知识产
权、技术含量高、经济效益好的创新产品，重庆
实施了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保险补偿机制
——由保险公司针对具有创新性的重大技术
装备产品的特殊风险，提供投保险种，来承保
这类创新型产品投放市场后潜在的质量、责任
风险等。

“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是指那些在品
种、规格或技术参数等有重大突破，具有知识
产权但尚未取得市场业绩的创新型产品。”市
经信委科技处副处长李涛称，这些产品由于技

术复杂，在创新成果转化过程中存在相应风
险，而且它们的质量程度关系到用户企业的安
全经营。因此，通过保险公司设立险种，由产
品生产企业投保、政府财政予以相应补贴，让
用户企业承保的方式，可以提高用户企业对产
品的购买和使用信心，促进这些创新型产品更
好地投放市场。

市经信委表示，首台（套）保险政策实施两年

来，为符合投保要求的创新企业分散了因产品质
量缺陷而导致的用户修理、更换、退货、财产等损
失，减小了创新企业的资金压力，让产品生产和
使用双方都受益。比如重庆智得热工工业公司
生产的医疗废物破碎及高温蒸汽处理一体机，就
通过首台（套）保险政策，提高了用户企业购买信
心。如今，该产品已成功拓展海外市场，出口欧
美、东南亚等地。

重庆15种重大技术创新产品
获国家和市级保费补贴

带动产品实现产销10.8亿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