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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 5月，国家超级计算郑州中心获得科技部批复
筹建，成为全国第7家批复建设的国家超级计算中心。国家
超级计算郑州中心将着力建设为全国具有重要影响力的战
略基础设施和重大科研装置，为我省产业转型发展提供强
有力的算力支撑。

郑州市作为中国移动、中国联通5G试点城市，将在2019
年 9月底前实现市区5G信号全覆盖，IOT（物联网）抓取数据
的数量和效率飞速提升；国家超级计算郑州中心将海量数据
生产资源快速转化为人工智能应用成果，河南省独有的数据
优势得以凸显，大数据时代的河南机遇将全面到来！

在我省打造中部大数据产业发展高地的同时，郑州高
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也制定了远大的发展目标：力争 2025年
建设成为千亿级世界一流高科技园区。在此背景下，高新
区确定了聚焦以“大数据、云计算、超级计算”为核心的智慧
产业，建设智慧社会的主攻方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核心
区建设稳步推进。

凭借完备的大数据产业链优势，高新区正成为河南乃至
中部大数据产业发展的核心区域，数据抓取、数据存储、数据

分析能力居全省前列。区域内传感器产业的良好发展，为获
取大量数据提供便利；移动数据基地、联通数据基地强大的数
据储存空间，实现大量数据汇聚、存储；国家超级计算郑州中
心，为大数据产业发展提供强有力的算力支撑；众多科研机构
和知名高校则提供源源不断的科技人才支持。

目前，高新区正大力推进大数据产业创新平台落地，郑
州天健湖大数据产业园则是重点抓手级项目。该园区规划
建筑面积约 60万平方米，将以数据处理、数据应用、数据安
全3个核心环节为基础，实现软件、云计算、人工智能等6大
相关产业和 N个大数据应用领域的产业集聚，并通过打通
产业链、完善服务链、丰富配套链，构建三链合一的大数据
产业生态圈，致力于打造成为中部大数据产业应用的龙头。

未来高新区将形成以郑州天健湖大数据产业园为核心
的2平方公里产城融合示范区，成为大数据治理与开放能力
全省强、大数据服务能力全省好、大数据枢纽能力全省强、
大数据分析与决策优势全省强的大数据产业集聚区，助推
国家大数据（河南）综合试验区发展，引领和带动整个中部
大数据产业发展！ 龙雨晴

利好叠加河南大数据产业迎来发展良机
郑州高新区积极谋划产业转型 打造大数据产业集聚化发展格局

青 山 着 意 化 为 桥
——习近平主席访问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并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比什凯克

峰会和亚信杜尚别峰会成果丰硕

2019 年 6 月 12 日至 16 日，国家主席
习近平应邀对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
进行国事访问，并出席在比什凯克举行的上
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十九次会
议和在杜尚别举行的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
措施会议第五次峰会。

5天 4夜里，习近平主席不辞辛苦，先后
出席30多场双多边活动，巩固了友谊互信，
增进了理解共识，收获了丰硕成果。

青山着意化为桥。巍峨的天山山脉和
帕米尔高原见证着中国外交坚定从容，稳步
前行。

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中国和中
亚国家面临共同的发展和安全挑战，需要构
建更为紧密的合作关系，更好地维护各自和
共同的利益。

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都是中国的全
面战略伙伴，西出阳关皆故人。此次习近平主
席分别时隔 6年和 5年再次到访，受到两国
最高规格礼遇，彰显了元首间的亲密友谊
和两国同中国关系的高水平。吉尔吉斯斯
坦总统热恩别科夫、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
蒙均前往机场迎接。热恩别科夫总统邀请
习近平主席在总统官邸做客茶叙，一对一畅
谈。拉赫蒙总统在 6月 15日的欢迎宴会上
作出特殊安排，为习近平主席送上衷心祝
福。热恩别科夫总统和拉赫蒙总统还分别
向习近平主席授予各自国家最高奖章，感谢
习近平主席为发展吉中、塔中关系所作的卓
越贡献。

习近平主席高度评价双边关系，指出中
吉、中塔是名副其实的好邻居、好伙伴、好朋
友，双方关系进入历史最好时期，面临广阔
发展前景。习近平主席分别同热恩别科夫
总统、拉赫蒙总统达成共识，一致同意增进
高水平政治互信，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
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全面加强执法

安全合作，携手打击“三股势力”；在国际上
共同倡导多边主义和开放型世界经济，坚定
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习近平
主席重申中方尊重中亚国家走符合本国国
情的发展道路，坚定支持中亚国家为维护国
家主权、安全所采取的内外政策，强调无论
国际和地区形势如何变幻，中国都是中亚国
家可信赖的朋友、可依靠的伙伴。往访国领
导人表示，他们钦佩并祝贺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 70年来取得的辉煌成就，高度重视深
化对华合作，将中方视为长久的朋友和真诚
的伙伴，将继续把对华关系置于本国外交的
优先方向。他们表示，中国的发展经验、特
别是习近平主席的治国理政思想具有重大
意义，值得学习借鉴。

习近平主席同两位总统分别签署了进
一步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为
双边关系发展规划了新的蓝图。

中亚是“一带一路”首倡之地，吉尔吉斯
斯坦、塔吉克斯坦都是最早支持和参与共建

“一带一路”的国家，中吉、中塔的合作成果
斐然。习近平主席同热恩别科夫总统、拉赫
蒙总统商定，要共同落实好第二届“一带一
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成果，以高质量共建

“一带一路”为主线，加强“一带一路”倡议同
吉《2018 至 2040 年 国 家 发 展 战 略》、塔
2030年前国家发展战略的深度对接，拓展
基础设施建设、能源、农业、工业、互联互通
等领域合作，促进贸易投资便利化，密切人
文和地方交流。中方分别同吉方和塔方达
成多项经贸成果，共签署了 20 多份合作
文件。

近年来，中国与上合组织和亚信框架
内绝大多数成员国、观察员国签署了共建

“一带一路”合作文件，发展战略稳步对接，
合作成果不断显现。这次习近平主席出席
上合组织、亚信峰会期间，同各国领导人一

道，就如何落实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
作高峰论坛重要成果、弘扬“一带一路”倡
议的价值理念、加快推进地区互联互通、提
升发展合作水平等深入交换意见，达成广
泛共识，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注入了
新的动力。

上海合作组织成立 18年来，不断巩固
团结互信，深化各领域互利合作，积极参与
地区和国际事务，为促进地区和平发展、维
护国际公平正义发挥了重要的建设性作
用。中国于去年 6月成功举办上合组织青
岛峰会，引领上合组织在扩员后步入更高发
展阶段。此访出席上合组织比什凯克峰会，
习近平主席针对当前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
倡议继续弘扬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
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强
调要巩固团结互信基础，筑牢地区安全屏
障，推动区域合作发展，丰富国际合作内涵，
把上合组织打造成当今世界中团结互信、安
危共担、互利共赢、包容互鉴的地区合作机
制典范。

习近平主席着眼形势变化和上合组织
发展，提出一系列加强组织成员合作的重要
建议。与会各国领导人积极回应习近平主
席提出的重要主张，一致同意以“上海精神”
为根本遵循，扎实推进安全、经济、人文等领
域合作，维护国际关系准则，支持建设开放
型世界经济，共同推动上合组织在新起点上
实现更大发展。峰会发表了《上海合作组织
成员国元首理事会比什凯克宣言》，明确反
映了上述重要共识。会议还签署了成员国
地方合作发展纲要、数字化和信息通信技术
合作构想等 22份重要文件，实现了对重点
领域合作的全覆盖。

亚信成立 27年来，已成为亚洲地区覆
盖范围最广、成员数量最多、代表性最强的
安全对话合作论坛。

习近平主席此次出席亚信杜尚别峰会，
围绕成员国追求亚洲美好明天的共同愿景
发表重要讲话。针对冷战思维回潮，提出要
建设互敬互信的亚洲；针对各种传统和非传
统挑战，提出要建设安全稳定的亚洲；针对
各国期待加强区域合作，提出要建设发展繁
荣的亚洲；针对“文明冲突”论沉渣泛起，提
出要建设开放包容的亚洲；针对可持续发展
面临的难题，提出要建设合作创新的亚洲。

“五个亚洲”凝聚了各方对亚洲未来发展走
向的广泛共识，拓展了亚信进程的内涵和外
延，引领了区域合作的理念和方向。与会各
国领导人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讲话精神，均
表示将以这次峰会为新起点，继续践行共
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安全观，深化各
领域信任措施合作，推动亚信为地区安全和
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出席上合组织峰会期间，中俄蒙三国元
首举行了第五次会晤，就推进三国发展战略
对接、各领域务实合作、中俄蒙经济走廊建
设等主要议题展开讨论，释放推动区域经济
融合发展的积极信号。

习近平主席还在出席上合和亚信峰会
期间分别会见了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
伊朗总统鲁哈尼、印度总理莫迪、巴基斯坦
总理伊姆兰·汗、阿富汗总统加尼、白俄罗斯
总统卢卡申科、卡塔尔埃米尔塔米姆、土耳
其总统埃尔多安等与会领导人，就双边关系
和共同关心的国际与地区问题交换意见，推
动中国同上述国家关系进一步发展。

习近平主席接连访问俄罗斯和中亚国
家，涵盖了大国外交和周边外交、双边访问
和多边会议，是我国持续推进全球伙伴关系
建设、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坚定维护世界
和平稳定的重大外交举措。访问实现了预
期目标，收获了丰硕成果。

据新华社杜尚别6月16日电

中国驻丹麦使馆
提醒警惕电信诈骗

新华社斯德哥尔摩6月15日电（记者 和苗）哥本哈根消
息：中国驻丹麦使馆15日发布公告，提醒在丹麦的中国公民警
惕假冒使馆名义的电信诈骗。

中国驻丹麦使馆领事部主任屈冉 15日说，近日多名丹麦
人士和中国公民反映，有不法分子假冒使馆名义谎称当事人有
重要信函、文件或包裹需要领取，乘机进行电信诈骗。

公告声明，驻丹麦使馆不会以电话方式通知当事人领取包
裹信函或有涉及国内的案件需要处理，不会为当事人转接国内
主管机关电话进一步联系，更不会索要账户信息及密码、要求
转账或汇款等。国内主管机关不会使用电话和社交软件等联
系当事人。

公告提醒中国公民，不要在电话里向陌生人透露自己的姓
名、住址、家庭情况、银行账户等个人信息。遇来电人要求“不
要与家人朋友联系，以保证他们安全”或提出其他不合常理的
建议，切勿相信，应立即拆穿对方诈骗伎俩。如接到陌生人电
话通知“交通事故”“孩子被绑架”“亲人意外身亡”等信息，务必
冷静，待通过其他渠道核实情况后再处理。

公告还指出，是否申请护照等属个人行为，使馆不会打电
话通知当事人护照证件过期需要延期或补办并通过转账等方
式缴纳有关费用，也不会通过电话向任何人索要个人银行卡或
账户信息。

使馆特别提醒在丹麦的中国公民提高警惕，如不幸上当受
骗，应及时向丹麦警方和国内公安机关报案。

印度对豆类核桃等28种
美国产品加征报复性关税
新华社新德里6月16日电（记者 胡晓明）印度政府决定从

6月 16日开始对28种美国输印产品加征关税。
印度财政部15日晚发布公告，宣布对包括杏仁、豆类和核

桃在内的 28种美国产品加征关税。这一名单先前包含 29种
产品，但此次公告删除了一种虾类产品。

印度于去年6月制定上述加征关税名单，以报复美国对印
度加征钢铝关税。印方多次推迟加征关税的日期，希望推进与
美方相关谈判。不过，今年 6月 5日，美国政府以“印度未能确
保向美国提供公平、合理的市场准入”为由，宣布取消给予印度
的普惠制待遇，导致两国贸易关系变得更加紧张。

G20在即

日本男子袭警夺枪逃跑
日本一名男子16日早在大阪府吹田市刺伤一名警察并夺

走配枪，枪内有 5发子弹。大阪警方发布嫌疑人照片，以涉嫌
杀人未遂予以通缉。

抢配枪
16日早晨大约5时 40分，警方接到报警，说大阪府吹田市

千里山雾之丘的千里山警务站内，一名警官流血倒地。大阪府
警方证实，受伤警察是古瀬铃之佑，现年26岁，身受多处刀伤，
凶器插入他的左胸。

送往医院前，古瀬告诉其他警察：“一名男子用刀刺伤我，
抢走我的配枪。”大阪府警局刑事总务课证实，古瀬配枪枪套的
金属扣脱落，配枪可能遭行凶男子抢走。那把手枪内有5发子
弹。

共同社报道，日本警察正在更新配枪枪套，新型枪套更不
容易遭抢。只是，古瀬的枪套是旧型号。

大阪府知事吉村洋文在社交媒体“推特”说，已经要求大阪
府北部学校暂停课外活动。吹田市附近一座公园活动临时中
止；在野党立宪民主党党首枝野幸男取消原定 16日晚在大阪
市的街头演讲。一名49岁女性居民告诉共同社记者：“希望能
在嫌疑人用枪前抓获他。”大阪定于28日、29日召开二十国集团
领导人会议。吉村说，如果无法在会议举行前把犯罪嫌疑人捉拿
归案，将与警方商讨对策。

报假警？
大阪警方说，持枪在逃男性嫌疑人大约 30岁，身高 170至

180厘米，穿长衣长裤。
参与调查的人士告诉《朝日新闻》记者，古瀬遇袭前大约 1

小时，那处警务站附近监控摄像 4时 15分摄取一名 30岁左右
可疑男子的画面。他身穿深色短外套、白色T恤和深色长裤，
戴白色帽子和眼镜，在警务站附近徘徊。这名男子与嫌疑人外
形特征相似，同样遭警方追查。

大阪警方说，千里山警务站当时有 3名警察值班。事发
前，有人打电话报警说，一间无人居住的空房遭闯入。两名警
察先行前往事发地点查看，古瀬带上采证必要设备准备出发时
遇袭。

调查发现，报警电话由距离事发警务站大约800米的车站
站台内一个公共电话亭拨出，没有确认报警人所说房屋遭人侵
入。警方认定，犯罪嫌疑人可能报假警，趁只剩一名警察时发
动袭击。

日本警察厅数据显示，2013年至今，日本发生 9起值勤警
察配枪遭抢事件。 新华社特稿

油轮遇袭疑团未解
英忙跟风日拒盲从
伊朗外交部15日召见英国驻伊朗大使，抗议英

国政府跟随美国、指认伊朗制造13日阿曼湾油轮遇
袭事件，要求英方予以更正。

两艘遇袭油轮之一属于日本企业。日本共同社
16日以政府人士为消息源报道，美方指认迄今没有
令日方信服，日方要求美方提供确凿证据。

英跟风惹抗议
半官方的伊朗学生通讯社15日报道，伊朗外交

部一名官员召见英国大使罗布·马凯尔。“伊朗强烈
谴责英国无端指认，批评英国就阿曼湾袭击事件所
持立场。”

伊朗学生通讯社报道，伊朗外交部谴责英方“盲
目、匆忙跟随”美方立场，要求英国大使马凯尔解释
英方立场并予以更正。但是，英国外交部一名官员
告诉路透社，马凯尔没有受到伊方召见。

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报道，英国将派 100名
海军士兵赴英国驻巴林的一座海军基地，在波斯湾
海域保护英方船只。

日拒妄下结论
与英方的做法相反，日本政府没有跟进指认

伊朗。
以多名政府人士为消息源，共同社报道，日本政

府官员没有采信美方指认，没有指认肇事方，而是试
图经由多种渠道确认“事实”。

美军中央司令部13日发布视频和照片，作为指
认伊朗的“证据”。

一名日本高级官员告诉共同社记者：“美方解
释没有消除我方疑虑。”一名熟悉日本首相安倍晋
三的消息人士说，那些“不能作为指证伊朗的确凿
证据”。

在日本外务省一名官员看来，仅仅依据具备发
动这类袭击的复杂技术就指认伊朗不合适，因为这
一推断同样适用于“美国和以色列”。

13日日本油轮遇袭时，安倍正在伊朗访问，为
伊朗和美国缓和关系斡旋。

那名熟悉安倍的消息人士说：“首相正在试图为伊
朗和美国缓和关系，这些袭击严重损害他的声誉……
（日方）不允许在查找真相过程中妄下结论。”

伊朗保持冷静
多名伊朗议员呼吁保持克制。
吴拉姆－礼萨·埃达里15日告诉伊朗劳动新闻

社记者：“对所有国家而言，紧张升级或发生摩擦是
当前最坏选项……伊朗的策略应该是克制。”

帕尔瓦内·马菲说：“这些袭击由‘特殊方面’发
动，目的是让伊朗成为众矢之的，在本地区煽风点
火。政府应该以谨慎、明智的方式处置局势。”

新华社特稿

据新华社新德里6月16日电 连日来，印度多地遭遇热浪
侵袭。据印度气象部门公布的数据显示，近来德里、拉贾斯坦
邦、北方邦等多地气温超过48摄氏度，一些地区甚至达到50.8
摄氏度，接近 51摄氏度的印度气温历史最高纪录。印度比哈
尔邦多个地区 15日遭遇热浪侵袭，导致至少 70人死亡，多名
患者入院治疗。

印度多地遭热浪侵袭
气温高达近51摄氏度

6月16日，在印度普拉亚格拉杰，人们冒着烈日和沙尘
出行。 新华社发

叙首都一弹药库爆炸
尚无人员伤亡

新华社大马士革6月15日电（记者 汪健 郑一
晗）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西部一弹药库15日发生爆
炸。尚无人员伤亡报告。

叙利亚国家电视台援引军方消息报道说，叙军
方位于大马士革西部的一个弹药库当天下午发生爆
炸，巨大的爆炸声在首都多个街区都能听到。爆炸
的具体原因仍在调查中。

此前，叙国家电视台曾援引叙军方消息说，附近
的干枯树叶失火造成弹药库爆炸。

据新华社“科学”号6
月16日电 中国新一代远
洋综合科考船“科学”号已
完成西太平洋卡罗琳洋脊
上的海山科考任务，正在
返航途中。本航次，科考
队员对海山进行了 19 次
精细调查，采集到了 250
多种深海生物样品，几乎
是过去“科学”号两个海山
航次才能采集到的物种
总数。

跟随“发现”号遥控无
人潜水器的镜头探索未知
海山，就像搭乘一辆海底
观光车。每天的下潜，都
让科学家充满了期待。

突然，两只头部粉红
色、身体发白的蜗牛状软
体动物出现在“发现”号实
时传回的高清视频中。随
船科学家非常兴奋，判断
这是非常少见的海蛞蝓
（俗称“海兔”），特别是在
深海更为罕见。

航次首席科学家、中
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研究
员徐奎栋介绍，俗称海兔
的海蛞蝓并不是兔，是螺
类的一种，因其头上有两
对触角突出如兔耳，因而
俗称海兔。海蛞蝓并非是
单一物种的称谓，而是一
大类形态特化的软体动物
统称。就像蜗牛一样，它
们的祖先身上也背着一个
大壳，但在漫长的进化过
程中逐渐脱掉了壳。

采集250多种样品
“科学”号西太海山科考成果丰硕

←“发现”号遥控无
人潜水器在海山拍摄到
的罕见深海海兔（5月
27日摄）。

新华社发

↑“发现”号遥控
无人潜水器探海归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