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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5月18日电 国家主席习
近平 5月 18日上午同菲律宾当选总统马
科斯通电话。

习近平再次祝贺马科斯当选菲律宾
总统。

习近平强调，你亲身参与、见证了中
菲关系发展历程，是中菲友好的建设者、
支持者、推动者。菲律宾有句名言，“不知
来时路，不可致远途”。我们要传承好中
菲友谊，不忘初心，把握大势，写好新时期
中菲友好的大文章，把中菲友好合作“一

张蓝图绘到底”，推动两国关系走向更加
美好的未来。

习近平指出，过去6年，中菲双方坚持
睦邻友好，携手共同发展，确立了全面战略
合作关系。双方通过对话协商有效管控分
歧，积极推进各领域务实合作，双边关系取
得丰硕成果。事实证明，中菲友好符合两
国人民共同期待，中菲合作符合两国人民
共同利益。中方始终把菲律宾放在周边外
交优先位置，对菲友好政策保持连续性、稳
定性。中方愿同菲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

流，围绕基础设施、农业、能源、教育等国计
民生，聚焦抗疫和疫后复苏，做大做强既有
合作，培育挖掘新增长点，促进两国和地区
发展振兴。中方将一如既往向菲律宾经济
社会发展提供积极支持和帮助。

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之变、时代之
变、历史之变前所未有，和平与安全面临新
的挑战。中菲同为亚洲发展中国家，两国
发展根植于睦邻友好的周边环境，根植于
合作共赢的亚洲大家庭。希望菲方继续奉
行独立自主外交政策。中方愿同菲方就重

大国际和地区问题加强战略沟通和协调，
维护好本地区和平发展的良好态势。

马科斯深情忆及其同中国的友好交
往，表示，菲律宾人民视中国为最重要的
伙伴之一。菲律宾新政府将把菲中关系
作为外交政策重点方向，愿同中方加强各
层级交往，深化和密切经贸、基础设施、能
源、文化、教育等各领域合作。我对菲中
关系未来更好、更强劲发展充满期待，愿
同中方一道，不断为菲中关系发展注入新
的强劲动力。

习近平同菲律宾当选总统马科斯通电话

新华社北京5月18日电 5月18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同荷兰国王威
廉-亚历山大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
立大使级外交关系50周年。

习近平指出，中荷建交以来，在
双方共同努力下，两国关系不断发
展，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2014 年
我同威廉-亚历山大国王一道，将中
荷关系提升为开放务实的全面合作
伙伴关系，荷兰在中欧合作中的“门
户”作用更加凸显。新冠肺炎疫情发
生后，中荷相互支持，彰显了两国人
民的深厚友谊。我高度重视中荷关
系发展，愿同威廉-亚历山大国王一
道努力，推动中荷关系持续健康稳定

发展，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
威廉-亚历山大表示，50年来，

两国关系蓬勃发展，经贸、人文等
领域交流活跃。相信在双方共同
努力下，荷中卓越而富有成果的关
系将进一步巩固和发展。

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同荷兰
首相吕特互致贺电。李克强表示，中
方愿同荷方以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
为契机，进一步加强各领域交流，扩
大互利合作，推动中荷关系不断迈上
新台阶。吕特表示，荷中建交以来，
两国关系实现长足发展。希望双方
深化合作，共同促进经济复苏，应对
气候变化。

就中荷建交50周年

习近平同荷兰国王
互致贺电

新华社北京5月18日电 中共
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翻译的《习近
平关于尊重和保障人权论述摘编》英
汉对照版，近日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
版发行。

《习近平关于尊重和保障人权论
述摘编》由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
院编辑，分 9个专题，系统收录了习

近平同志围绕尊重和保障人权发表
的一系列重要论述。该书英汉对照
版的出版发行，对于国内外读者深
刻理解习近平有关重要论述的丰富
内涵，深入了解中国尊重和保障人
权的伟大实践，增强当代中国人权
观的吸引力、感染力、影响力，具有重
要意义。

《习近平关于尊重和
保障人权论述摘编》
英汉对照版出版发行

（上接第一版）种质资源部有三个
团队：一个团队负责资源的使用管
理，一个团队负责对种质资源作出
鉴定评价，还有一个团队负责种质
资源扩繁加量，满足育种站共享利
用与资源库保存的需要。

在垦丰种业总经理刘辉的办
公室，谈起种质资源管理系统，他
的表情是引以为傲的。“垦丰种业
种质资源信息管理平台是我们自
主研发的，能够实现种质资源表型
管理、种质管理、综合查询、库存管
理、繁育管理等功能，并与公司的商
业化育种平台建立数据接口，是商
业化育种平台的重要组成部分。”
最主要的是，能够增加农作物种质
资源储备，保护、保存抗病、抗虫、
抗逆等方面的优良基因，加快种质
资源保护，提升种业的创新能力，
为解决我国种质资源“卡脖子”问
题出一份力。

胡喜平研发了 7年的大豆新品
种“龙垦 3092”，今年全面推广上市
了。胡喜平认为，我国的大豆单
产，和先进国家比还有一定差距。
应该把资源优势变为基因优势，加
强创新能力，赶上世界水平。把这
些优良的资源保留下去，将来利用
新技术进一步挖掘。到那时，也许
普通的资源也会变得优秀。

提高产量、培育功能性大豆……
越来越多的新品种开始出现在胡喜
平的试验田里。

一粒种子，承载着端牢中国饭
碗的希望。种业振兴凝聚着广大种
业工作者的辛勤汗水，经年累月的
反复实验早已成为他们的日常。

刘辉说，力争到 2027年，种质资
源库库存资源达到 13万份以上，培
育主营作物品种 20 个以上。垦丰
种业成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种业龙
头企业，跻身全球种业前 5强。

手握9万份种质资源意味着什么？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董云平

18日是国际博物馆日。今年国家博物馆日的主题
是“博物馆的力量”。记者从省文旅厅了解到，近年
来，我省文物工作取得快速发展，一批反映现代经济
社会发展变迁的见证物入藏博物馆，文物保护体系
日益完备，文化遗产影响力逐步扩大，博物馆地位功
能显著提升。

根据2020年（2021年尚未公布）全国博物馆名录数
据显示，我省备案类博物馆数量位列全国第十一名，国
家级博物馆数量位列中游，东北三省数量及等级均处
于领先位置。全省共 217 家博物馆，其中，历史类 94
家、专题纪念类 51家、科学与艺术类 22家、综合类 50
家，门类齐全。

“十三五”期间，我省以全国第一次可移动文物普
查为契机，在全省范围内开展全省第一次全国可移动
文物普查工作，首次全面摸清我省国有可移动文物“家
底”，一批反映现代经济社会发展变迁的见证物入藏到
博物馆中，丰富了藏品体系。

2015年至 2017年初，完成了全国第一次国有可移
动文物普查工作，国有可移动文物 308812件/套，实际
数量 610353件。其中，珍贵文物共 83216件，包括一级
文物 13398件、二级文物 10058件、三级文物 59760件；
一般文物233149件；未定级文物293988件。

2018年至2019年完成了全省非国有博物馆藏品备
案工作，共计备案 144258件（套）。2018年统计了全省
国有可移动革命文物 4万余件/套。2020年底，完成我
省革命文物名录汇总、审核和公布工作，统计整理了
34565件（套）可移动革命文物数据和信息，进一步理清
了我省革命可移动文物的家底和范围，向社会公布一
批革命文物名录，其中可移动革命文物2000件（套）。

近年来，全省博物馆数量增长快速，门类趋于齐
全。目前，全省共有博物馆 217家，其中国家三级及以
上博物馆达到 46家（一级馆 6家、二级馆 16家、三级馆
24家）、全省革命纪念馆 40家。“十三五”期间，共新增
60余座博物馆，建设数量比例逐年上升；全省平均15万
人左右拥有1座博物馆，观众数量平均每年以20%的比
例上升；2019年观众数量已达2000万余人次，博物馆已
成为广大民众现代文化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全省博物馆以“传历史记忆、展黑土风采”主题展
览为抓手，渐进式提高展览数量、质量，“十三五”期间，
共开展政府类展览 1000余个，联展、巡展 150余个。东
北抗联博物馆的《抗战十四年》等展览获全国博物馆十
大陈列展览精品优胜奖。创新推出“黑龙江四大精神”
系列主题展等 5个大型展览和 100个“云展览”活动。
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为契机，采取线上、
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围绕“党在我心中”红色展览主题，
推出优秀红色展览 60余个，举办宣传活动 40余场，配
合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主题活动2000余场次。

博物馆实行免费开放政策以来，观众结构日益多
元，参观热情高涨。年参观人次从300余万增长到2000
余万。举办各种社会教育和公共服务活动达 1500余
项，涌现出一批具有示范意义和推广价值的品牌项目。

本报18日讯（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董云平）18日，
由省文旅厅、大庆市人民政府主办，大庆市文化广电和旅
游局承办，大庆市博物馆协办的2022年“5·18国际博物馆
日”黑龙江主会场活动在大庆举行。

今年国际博物馆日活动聚焦“博物馆的力量”主
题，立足我省文博事业发展新阶段，集中展示我省博物
馆事业发展最新成果，围绕迎庆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助力全省第五届旅游产业发展大会，全省各地文旅系
统以线下、线上方式开展丰富多彩的展览和宣传活动。

作为今年国际博物馆日黑龙江主会场，大庆市将
举办“探寻金源文化——大庆九间遗址考古成果展”、
儿童绘画展等28项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活动。

据介绍，18日前后，省文旅厅组织全省各地博物馆
精心准备陈列展览、教育活动、公共服务等 150余项活
动，全方位释放“龙江博物馆力量”。

黑龙江主会场活动
在大庆举行

国际博物馆日国际博物馆日

新华社北京5月18日电（安蓓
杨思琦）记者 18 日了解到，国家发
展改革委联合财政部已下达 2022
年以工代赈中央投资 66亿元，撬动
地方各类资金约 12亿元，支持各地
共实施以工代赈项目 1800余个，将
带动 13 余万名农村脱贫群众和低
收入人口等重点群体稳就业、促增
收，预计参与工程项目建设的当地
群众人均获取劳务报酬额将超过 1
万元。

据了解，2022 年以工代赈资金
安排进一步聚焦“三区三州”等原
深度贫困地区、国家乡村振兴重点
帮扶县、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任
务较重的市县等重点地区，瞄准农
村脱贫人口、易返贫致贫监测对象
和其他低收入人口等重点群体，鼓
励各地广泛组织吸纳农村脱贫群

众特别是因疫因灾无法外出务工
的群众参与以工代赈工程项目建
设，在家门口实现就业增收，缓解
疫情对农村劳动力外出就业的冲
击影响。

国家发展改革委有关负责人
表示，2022 年以工代赈投资计划由
各省份分解到项目后，预计发放劳
务报酬占中央投资的比例将超过
20%，部分项目劳务报酬占比将达
到 30%以上。各地依托以工代赈
项目，全面实施就业技能培训、公
益性岗位开发和资产收益分红等
赈济新模式，瞄准务工群众中低
技能、弱劳力等特殊群体，开展国
家通用语言文字培训、生产技能
培训等，让以工代赈中央投资更
直接、更广泛、更长久地惠及脱贫
群众。

两部门下达2022年
以工代赈中央投资66亿元

（上接第一版）第四，完善全球治
理。要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践行共
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动员全球
资源，应对全球挑战，促进全球发
展。要坚持对话而不对抗、拆墙而不
筑墙、融合而不脱钩、包容而不排他，
以公平正义为理念引领全球治理体
系变革。

习近平强调，中国扩大高水平开
放的决心不会变，中国开放的大门只

会越开越大。中国将持续打造市场
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高水平实
施《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全
球工商界提供更多市场机遇、投资
机遇、增长机遇。让我们携起手来，
坚持和平、发展、合作、共赢，共同解
决当前世界经济以及国际贸易和投
资面临的问题，一起走向更加美好
的未来。

习近平发表视频致辞

全省共有博物馆217家，拥有61万余件文物，其中珍贵文物8万余件，年参观
人数超过2000万人次——

这就是龙江“博物馆的力量”

□黑龙江日报
全媒体记者 樊金刚

“18日是国际博物馆日，今年博物
馆日的主题是‘博物馆的力量’。《走
近哈博》将带您体验哈尔滨市博物馆
的独特魅力……”随着“哈尔滨博物
馆”微信公众号视频节目主持人的介
绍，哈尔滨市博物馆又一次将资源整
合后的优质公共文化服务献给公众。
成立至今，哈尔滨市博物馆正逐渐成
为线上线下宣传哈尔滨历史文化的新
名片。

哈尔滨市博物馆馆长卞宏哲告诉
记者，哈尔滨市博物馆由哈尔滨党史纪
念馆、哈尔滨音乐博物馆、哈尔滨博物
馆等组成。其中，位于道里区柳树街
13号的哈尔滨博物馆，是哈尔滨市博
物馆的主力。

哈尔滨打造文化新地标

1.道里区柳树街13号，哈尔滨博物馆，现有13个可开
放的展馆。分别为：哈尔滨中苏友好协会旧址纪念馆、哈尔
滨城市历史展馆、哈尔滨文物馆、喜多方古董·艺术品收藏
展馆、俄罗斯油画雕塑收藏馆、黑龙江版画馆、当代影像艺
术馆、欧洲铜版画收藏馆、聚航钟表收藏馆、古代陶瓷艺术
馆、金漆艺术馆、黑龙江文学馆、百邑收藏馆。

2.道里区西十五道街33号，哈尔滨党史纪念馆。
3.松北区滨水大道，哈尔滨音乐博物馆。
4.道里区江桥胡同与中东铁路公园合围区域，中东铁路

印象馆。
5.道里区经纬街162号，犹太新会堂。
6.道里区兆麟街88号，李兆麟将军纪念馆。
7.南岗区光芒街40号，中共满洲省委旧址机关纪念馆。
8.道里区景江西路1296号，哈尔滨市博物馆群力分馆。
9.道里区经纬四道街30号，犹太商人索斯金故居。
10.道里区上江街188号，哈尔滨钱币博物馆。

哈尔滨市博物馆名单

55··1818

①①

①①18日，东北烈士纪念馆举办“东北抗联精神、大庆精神（铁人精神）、北大荒精神”专题展（线上线下
展），用数字科技、专题展览、短视频展播等方式，诠释“博物馆的力量”这一主题。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董云平摄
②②黑龙江文学馆诗歌馆。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樊金刚摄
③③18日，省林科院伊春分院森林博物馆推出《“虫”出江湖——昆虫主题展》，观众们徜徉在昆虫的世

界，领略大自然的独特魅力。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见习记者 唐海兵摄
④④黑龙江文学馆一角。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樊金刚摄

②②

③③

④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