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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静静

新华社北京8月19日电 8月 19日，国家

主席习近平向第五届中国－阿拉伯国家博览

会致贺信。

习近平指出，中阿人民传统友好，历久弥

坚。近年来，中阿双方不断加强战略协调和行

动对接，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成果丰硕，中国

持续保持阿拉伯国家第一大贸易伙伴国地

位。面对新冠肺炎疫情，中国和阿拉伯国家携

手抗疫，树立了守望相助、共克时艰的典范。

习近平强调，中国愿同阿拉伯国家一道，

共谋合作发展，共促和平发展，实现互利共

赢，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推动中阿战略伙

伴关系迈上更高水平，携手打造面向新时代

的中阿命运共同体！

第五届中国－阿拉伯国家博览会当日在

宁夏银川开幕，博览会由商务部、中国国际贸

易促进委员会和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共

同举办。

习近平向第五届中国－阿拉伯国家博览会致贺信

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西藏自治区人大常
委会、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西藏自治区政
协、西藏军区：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开启全面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

百年奋斗目标进军之际，我们迎来了西藏和

平解放 70周年。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

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向西藏各族干部

群众和各界人士，向驻藏人民解放军指战员、

武警部队官兵、公安干警和消防救援队伍指

战员，向所有参加和支援西藏建设、关心帮助

西藏发展进步的同志们、朋友们，致以热烈的

祝贺和亲切的慰问！

70 年前西藏和平解放，是西藏历史上具

有划时代意义的转折点，不仅彻底驱逐了帝

国主义势力，沉重打击了各种分裂势力，有力

推进了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坚决捍卫了国家

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了国家统一和民族团

结，而且开辟了百万农奴翻身解放的道路，开

启了西藏繁荣进步的光明前程。从此，西藏

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社会主义祖国

大家庭里，走上了团结进步发展的康庄大道。

70年来，西藏推翻了旧制度、建立了新政

权，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党的民族政策和

宗教政策全面贯彻，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

放深入推进，社会制度实现历史性跨越，经济

社会实现全面发展，人民生活极大改善，城乡

面貌今非昔比，实现了从黑暗走向光明、从落

后走向进步、从贫穷走向富裕、从专制走向民

主、从封闭走向开放的历史性转变。西藏发

展进步取得巨大成就，书写了中国共产党百

年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的生动篇章！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全国人民大力支持

下，西藏各族人民团结奋斗、顽强拼搏，解决了

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

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脱贫攻坚全面

胜利，彻底消除绝对贫困，同全国人民一道步

入了全面小康社会，各项事业取得全方位进步、

历史性成就。当前西藏社会大局和谐稳定，发

展质量不断提升，人民生活水平全面提高，生

态安全屏障日益坚实，民族和睦宗教和顺，边疆

巩固边境安全，党的建设全面加强，社会主义新

西藏呈现勃勃生机。 （下转第二版）

中共中央 全国人大常委会 国务院 全国政协 中央军委
关于庆祝西藏和平解放70周年的贺电

贺兰山下，黄河之滨，悠扬的驼铃声曾

在丝绸古道响彻 2000 多年。而今，古丝路

的魅力正以另一种方式重燃曙光。

8 月 19 日，第五届中国—阿拉伯国家

博览会在宁夏银川召开。由中国科技部、

阿拉伯国家联盟秘书处、宁夏回族自治区

政府共同举办的第四届中国—阿拉伯国家

技术转移与创新合作大会，同日开幕。

仍在蔓延的新冠肺炎疫情阻挡不住

中阿科技合作的步伐，“线上会”“云签约”

“会前会”等办会方式让大会人气不落，硕

果盈枝。

当天下午，18 个重点项目集中签约；

紧接着，其余项目将在 6 场次专场对接会

中进行签约。42个项目协议总金额超过 9

亿元，向世界交出漂亮答卷。

中阿友谊源远流长，创新合作丰富务

实。搭平台，创模式，一条新的丝路正在中

华民族与阿拉伯民族之间悄然铺就。

中国的科技创新从
来都不是封闭式的创新

中国的科技创新从来都不是封闭式的

创新，今后也不会关起门来自己搞。

“大会是一个探讨和交流经验的平台，

是围绕科技创新设立新项目、开启新计划、

提出新倡议的窗口，更是一个深化阿中关

系、使阿盟与中国科技部在多领域建立合

作的机遇。”阿拉伯国家联盟社会事务助理

秘书长海法·阿布·加扎利表示。

中阿合作，科技先行。

已成功举办三届的技术转移与创新合

作大会和高新技术及装备展，务实推动中

阿合作与交流，现已成中国—阿拉伯国家

博览会框架下的重要板块活动之一。

想共谋发展的何止中国？在“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的共同努力下，科技创新合作

正焕发出无限神采。

前三届大会，中阿技术转移中心揭牌

成立，相继共建阿盟、埃及、阿曼等 8 个双

边技术转移中心；中阿技术转移综合信息

服务平台上线运行，形成有近 5000 家成员

的技术转移协作网络；组织 18场技术推介

对接会和上百次对接活动，促成中阿双方

签订 88个科技合作协议；累计举办 20多期

跨国技术人才培训班，培养 300 多名具有

“种子”效应的国际技术转移人才。

“本届中阿技术转移与创新合作大会

创新性地采用了‘线上+线下’的办会模

式，成果明显好于预期。”宁夏回族自治区

科技厅副厅长陈放说。

（下转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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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北京 8月 19日电 （记者陆
成宽）记者 19日从中科院微生物研究所获

悉，来自该所等单位的研究人员合作研发

出一种能够靶向多种冠状病毒入侵受体

ACE2 的阻断型单克隆抗体 h11B11，其能

有效预防和治疗新型冠状病毒及其突变株

感染宿主细胞及模式动物，并在非人灵长

类动物中展现出良好的安全性。同时，作

为新冠病毒入侵宿主受体的拮抗剂，该抗

体表现出优越的广谱性和中和活性，可应

对目前流行的各种变异株。相关成果在线

发表于《自然·通讯》杂志。

新型冠状病毒变异株不断出现，且传

播速度越来越快。这给新冠病毒的预防控

制带来了巨大挑战，亟须研发出可以应对

病毒各种变异株的有效疗法。中和抗体疗

法已被证明有效，但变异株出现，则单一位

点的单抗必然失效，广谱中和抗体的研发

必须提上日程。

幸运的是，近日我国科学家已经成功

分离出一株人源化的基因工程单克隆抗体

h11B11，该抗体针对 ACE2，即人血管紧张

素转化酶 2受体。

所谓单克隆抗体，是一种免疫球蛋白

分子，属于生物药物。新冠肺炎疫情暴发

后，靶向病毒表面蛋白的单克隆中和抗体

成为潜在的有效治疗新冠肺炎的手段，它

通过与新冠病毒结合，抑制病毒的活性，保

护细胞免受侵害。相比小分子药物，单抗

药物机理清晰，对靶点的选择性高、特异性

强。好的单抗药物可以高效率击中靶点，

减少副作用。

该研究成果对新冠病毒的抗体治疗，

尤其针对目前多种变异株具有重大临床应

用价值。经过多种冠状病毒的假病毒和真

病毒中和评价，该抗体被证实对新冠病毒

及其突变株病毒均具很好的抑制活性。

同时，该抗体与微生物研究所早期开

发的新冠治疗性抗体 CB6 联合使用，能协

同提高中和活性。CB6治疗性抗体是一款

靶向新冠病毒 S 蛋白 RBD 的抗体，由微生

物研究所高福院士团队和严景华研究员团

队联合研发，目前已在美国、欧盟、印度等

地获得紧急使用授权。

华中科技大学生命学院杜艳芸博士、

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博士后史瑞、北

京大学张莹博士为论文的共同第一作者；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谭文杰研究员、中

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王佑春研究员、华

中科技大学生命学院王晨辉教授和中国科

学院微生物研究所严景华为本文共同通讯

作者。

抗新冠病毒广谱单抗可应对现有变异株

同志们，朋友们：
在举国欢庆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之际，

我们迎来了西藏和平解放 70 周年。上个月，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

近平亲临西藏考察，充分肯定西藏和平解放

70 年来的发展成就，为各族干部群众带来亲

切关怀和美好祝福。今天，中央代表团带着

党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的重托、带着全国人

民的深情厚谊，与西藏各族人民一道隆重庆

祝西藏和平解放 70 周年。首先，我代表中共

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

央军委，向西藏自治区表示热烈祝贺！向西

藏各族干部群众致以亲切问候！向长期以来

关心和支持西藏发展进步的各界人士表示衷

心感谢！

1951 年西藏和平解放，是中国人民解放

事业和祖国统一事业的重大胜利，是西藏具

有划时代意义的历史转折。从此，西藏走上

了由黑暗到光明、由落后到进步、由贫穷到富

裕、由专制到民主、由封闭到开放的康庄大

道，一个欣欣向荣的社会主义新西藏巍然屹

立在世界之巅！

70 年来，西藏社会制度实现历史性跨

越。旧西藏实行反动野蛮的封建农奴制，人

分三等九级，下等农奴毫无人权和尊严。我

们彻底驱逐帝国主义势力，掀起波澜壮阔的

民主改革，结束政教合一、神权控制政权的

历史，建立人民民主政权。翻身做主的百万

农奴欢呼：“贵族的太阳落下去了，我们的太

阳升上来了。”随着社会主义制度和民族区

域自治制度的实行，西藏各族人民平等参与

管理国家事务和自主管理本地区事务的权

利得到充分保障。目前，西藏各级人大代表

超过 3.5 万名、政协委员超过 8000 名，90%是

少数民族。

70 年来，西藏经济发展取得历史性成

就。旧西藏农牧业靠天吃饭，工业一片空白，

从西宁到拉萨往返一次需要半年以上。1951

年西藏地区生产总值仅为 1.3亿元，2020年已

突破 1900亿元。 （下转第三版）

在庆祝西藏和平解放7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2021年 8月 19日，拉萨）

汪 洋

新华社拉萨8月 19日电 （记者林晖 孙
少龙 白少波）七十载沧桑巨变，九万里风鹏

正举。19 日上午，西藏各族各界干部群众 2

万多人欢聚在布达拉宫广场，热烈庆祝西藏

和平解放 70 周年。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

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贺匾上题词“建设

美丽幸福西藏 共圆伟大复兴梦想”。中共

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中央代表团

团长汪洋出席庆祝大会并讲话。

古城拉萨彩旗招展、花团锦簇，处处洋溢

着欢乐喜庆的节日氛围。雄伟的布达拉宫

下，搭建起藏式风格的大会主席台。主席台

上方，庄严的国徽和“庆祝西藏和平解放 70周

年大会”横幅分外醒目，背景墙上悬挂着大庆

会徽和“1951”“2021”字样，10 面红旗分列两

侧。主席台对面的布达拉宫广场上，身着节

日盛装的各族群众从四面八方早早汇聚到这

里，挥舞着手中的国旗、花束，汇聚成一片欢

乐的海洋。

上午 10时，西藏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

区人民政府主席齐扎拉宣布大会开始。全场

起立，奏唱国歌，鲜艳的五星红旗在布达拉宫

广场冉冉升起。

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统战部部长、

中央代表团副团长尤权宣读了中共中央、全

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

关于庆祝西藏和平解放 70周年的贺电。

汪洋向西藏自治区、西藏军区、武警西藏

总队、西藏自治区政法系统、中国佛协西藏分

会分别赠送了习近平总书记题词的“建设美丽

幸福西藏 共圆伟大复兴梦想”贺匾和贺幛。

在热烈的掌声中，汪洋发表了热情洋溢的

讲话。他说，在举国欢庆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

之际，我们迎来了西藏和平解放70周年。上个

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

习近平亲临西藏考察，充分肯定西藏和平解放

70年来的发展成就，为各族干部群众带来亲切

关怀和美好祝福。今天，中央代表团带着党中

央和习近平总书记的重托、带着全国人民的深

情厚谊，与西藏各族人民一道隆重庆祝西藏和

平解放70周年。汪洋代表中共中央、全国人大

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向西藏

自治区表示热烈祝贺；向西藏各族干部群众致

以亲切问候；向长期以来关心和支持西藏发展

进步的各界人士表示衷心感谢。

汪洋说，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是中国人

民解放事业和祖国统一事业的重大胜利，是

西藏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历史转折。从此，西

藏走上了由黑暗到光明、由落后到进步、由贫

穷到富裕、由专制到民主、由封闭到开放的康

庄大道，一个欣欣向荣的社会主义新西藏巍

然屹立在世界之巅。 （下转第二版）

庆祝西藏和平解放70周年大会隆重举行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致电祝贺

习近平在贺匾上题词“建设美丽幸福西藏 共圆伟大复兴梦想”
汪洋出席大会并讲话

8月19日，庆祝西藏和平解放70周年大会在拉萨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中央代表团团长汪洋向西藏自治区、西藏军区、武警西藏总队、西藏自治区政法系统、中国佛
协西藏分会分别赠送了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题词的“建设美丽幸福西藏 共圆伟大复兴梦想”贺匾和贺幛。 新华社记者 黄敬文摄

8 月 19 日，第五届
中国—阿拉伯国家博览
会在宁夏银川市开幕，
中外嘉宾线上线下共谋
经贸合作与发展。

图为第五届中国—
阿拉伯国家博览会跨境
电子商务新零售展区。

新华社记者

冯开华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