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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与“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共享发展

在日前结束的亚太经合组织（APEC）第二十
三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国家主席习近平阐释了
中国发展的新理念，并对亚太地区未来经济发展提
出建议和主张。国外专家认为，中国作为亚太区域
合作的参与者、推动者和引领者，将本着互利合作
理念，与亚太各国、尤其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共同分享发展红利。

“一带一路”助力区域一体化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建议，尽早建成亚太自由
贸易区。专家们认为，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
议正在同亚太多个国家发展战略契合对接，将对区
域内外的互联互通起到支持和促进作用。

巴基斯坦—中国商业和投资促进委员会主席阿
马努拉·汗说，从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开始，本
地区就出现了一波经济发展的新浪潮和新希望。中
国将中巴经济走廊作为“一带一路”的先行项目，
促进了巴基斯坦的经济发展。中国在能源、基础设
施等领域向巴基斯坦投资，也使其他国家的投资者
增加了对巴基斯坦的信心。

哈萨克斯坦首任总统基金会首任总统中心主任
阿姆雷巴耶夫说，丝绸之路经济带计划的实施给哈
萨克斯坦带来了积极变化。随着沿途国家不断吸引
投资，基础设施得到完善，创新技术和现代化技术
正在区域内得到广泛应用。哈萨克斯坦不仅成为货
物运输的中转国，而且正成为各国文化和经济融合
的积极参与者。

泰国开泰研究中心中文部主任黄斌说，“一带
一路”是实现亚太经济互联互通的必由之路。目
前，东盟国家之间的跨境陆上交通运输设施基本上
是一片空白，经济一体化的效益无法得到充分发
挥。而“一带一路”倡议将通过支持东盟国家加快
基础设施建设，提升东盟的整体竞争力。

中国理念惠及亚太繁荣发展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重点诠释了十八届五中全
会提出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
理念。各方普遍认为，中国坚持改革开放决心坚
定、措施有力。中国经济经过调整，增长质量会更
高，发展前景会更好，这对亚太和世界是新的更大
机遇。

阿马努拉·汗说，“互联网＋”、服务业和包
括新能源、生物技术、节能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
等在内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在中国的新规划中得到高
度关注，本国和国外的企业将在这些领域得到更多
投资机会。在共同发展的政策下，中国也在帮助和
支持邻国摆脱经济危机。

韩国东北亚历史财团研究员车在福表示，在
“十三五”规划中，中国政府立足于现实，更加注
重经济质的增长，更加重视分配和均衡，致力于减
小贫富差距。而中国政府在强化“互联网＋”政
策、加强对社会福利领域的投入等方面的努力备受
国际社会关注。促进经济可持续增长是未来亚太地
区乃至整个国际社会的最重要议题之一，中国正在
为世界经济发展贡献中国智慧。 （据新华社电）

□ 本 报 记 者 李剑桥
本报通讯员 李 静

《中共山东省委关于制定山东省国民经
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
出，“实施‘透明海洋’工程，重点在海洋
监测、深水技术、资源开发等海洋高技术领
域取得突破。建设海洋智库，组织开展海洋
资源开发利用、海洋权益保护等重大战略问
题研究。”

“透明海洋”概念是中国科学院院士、
青岛海洋科学与技术国家实验室主任吴立新
较早提出的。“透明海洋”是指针对特定海
区，实时或准实时地获取和评估不同空间尺
度海洋环境信息，研究其多尺度变化及其气
候资源效应机理，并以此为基础，预测未来
特定一段时间内海洋环境、气候及资源的时
空变化，使其成为“透明海洋”。

在不久前举办的青岛海洋国际高峰论坛
上，吴立新说，想要支撑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的发展，就必须做到“两洋一海”的透明
化。所谓“两洋一海”，就是指西太平洋—
南海—印度洋这条线。西太平洋—南海—印
度洋作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空间载
体，这片海域一直是地震、火山喷发、海啸
等海洋地质灾害的多发地带，这无疑对海上
丝绸之路的安全和畅通构成潜在的威胁。因
此，弄清“两洋一海”的海洋环境，对于海
上丝绸之路的建设、渔业资源的分布都起着

重要的作用。
吴立新表示，未来3至5年，青岛海洋科学

与技术国家实验室将在西太平洋、印度洋和
南海这“两洋一海”实施海洋环境与气候，
深远海渔业资源与海洋药物资源开发以及海
底油气、矿产资源开发与环境研究三大战
略。

对上述“两洋一海”开展全方位海洋观
测和研究，掌握环境与气候变化规律，是海
上油气田安全生产的保障。同时，这些海域
水气动力输送和季风对中国气候有重要影
响，进而对陆地生产生活产生直接影响。另
外，“两洋一海”对全球温度变化也有显著
影响。

在实现“透明海洋”的过程中，要建

立观测系统、预测系统，并发展海洋观测预
测领域的关键技术。应该怎样发展观测系统
的关键技术？最核心的原则就是把“两洋一
海”的详细情况掌握在自己手里。为了弄清
“两洋一海”的具体情况，海洋专家建议，
中国现在应当发展水下机器人技术，出现一
批在海里“跑”的浮标，我们称之为海洋小
卫星。发展水下机器人技术，这不仅是一个
技术发展的问题，也是一个破除国外垄断的
问题，中国是海洋大国，但要成为海洋强
国，就必须很快追上国际前沿水平，打破过
去被别人垄断的局面。

而在预测系统方面，要实现一个立体的
海洋。所谓“立体的海洋”，就是从表层看
到深层，从近海看到远海，从天空看到海底

这样一个立体的系统，也是我们实现“透明
海洋”的目标。但“两洋一海”的预测系统
不是一个独立的研究方向，而是需要海洋科
技的协同合作。在建立预测系统过程中，我
们需要一系列技术、分子、纳米等技术，同
时还需要大气、数学、信息、生命、管理、
法律等学科共同支撑。

“透明海洋”工程离不开人才支持。专
家建议，以建设“透明海洋”这一长期战略
任务为契机，整合和共享教育资源，实施海
洋人才培养合作计划，重点培养一批具备海
洋科学与技术复合知识结构和能力的创新型
人才，服务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
让海洋人才培养合作成为发展海洋合作伙伴
关系的新亮点。

实现西北太平洋—南海—印度洋海底至
海面状态、过程和变化的“透明化”，为保
障海上通道安全、维护海防安全与海洋权益
提供关键科技支撑，为实现国家能源安全、
海底资源以及大洋性公海生物资源可持续开
发利用提供重要理论基础和技术保障，为应
对气候变化以及防御海洋、气象及地质灾害
提供重要决策依据，助力打造“21世纪海上丝
绸之路”。

吴立新说，实验室将通过在“两洋一
海”布放潜标等方式，致力于海洋观测、海
洋环境过程机理研究与海洋环境预测的结
合，开展“透明海洋”研究，保障“21世纪海
上丝绸之路”建设。

实施“透明海洋”，支撑海上丝路
◆中国科学院院士、青岛海洋科学与技术国家实验室主任

吴立新较早提出：想要支撑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就必

须做到“两洋一海”的透明化。

◆“两洋一海”是指西太平洋、南海、印度洋。

◆实现“透明海洋”的过程中，要建立观测系统、预测系

统，并发展海洋观测预测领域的关键技术。

为应对国际贸易环境的改变，作为北方唯一自
贸试验区的天津自贸区挂牌并试验新制度已逾7个
月。这7个月来，天津自贸区在金融改革创新方面
不断取得新的突破。

天津自贸试验区管委会协调局局长韩雪飞说，
天津自贸试验区在制度创新体系建设、金融机构体
系建设、金融业务创新和金融生态环境建设等4个
方面取得突破。

据韩雪飞介绍，在制度创新体系建设方面，天
津自贸试验区基本形成了以扩大人民币跨境使用、
深化外汇管理改革、扩大金融机构和业务开放、提
升租赁业发展水平为重点，以做好金融风险防控工
作为基础，以推动京津冀区域金融市场一体化为发
展方向的金融制度创新内容，并设立了我国四大自
贸区中特有的租赁登记流转平台。

在金融机构体系建设方面，天津自贸试验区挂
牌当天有30家金融机构进驻，银监会出台“积极支
持银行将新设的专业子公司或专营机构落户天津自
贸试验区”政策。目前，区内各级金融机构已达到
116家，其中银行业机构94家，包括10家法人和84家
分支机构；保险业机构20家，包括2家法人和18家分
支机构；证券业分支机构2家。

在金融业务创新方面，截至8月末，区内主体
累计新开立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7210个，资本项下
外汇账户149个，跨境收支173 . 6亿美元，结售汇84 . 3
亿美元，每月跨境收支和结售汇额约占全市18%以
上。跨境人民币结算业务360亿元，约占全市20%以
上。此外，作为全国唯一试点的东疆保税港区已经
开展经营性租赁业务收取外币租金业务。

在金融生态环境建设方面，天津自贸区积极促
进动产融资租赁业务发展，探索金融纠纷司法替代
性解决机制。

位于天津自贸区内的天津金城银行以发展普惠
金融、服务中小微企业为宗旨，开业前3个月资产
规模已超70亿元。

“金城银行”曾是中国近代著名的私营银行，
对当时中国的实业发展起到重要作用。“老金城银
行当时的一个使命是实业救国，而我们现在的使命
是服务中小微企业和普惠金融，都是因为时代的需
要而设立，某种程度上讲是一脉相承的。”行长吴
小平说。 （据新华社电）

天津自贸区金融
改革创新取得四大突破

11月30日，无棣县碣石山镇大庄子村一家手工家纺车间里，工人们正在查看新出产的毛毯，这是该企业为日本超市加工的订单单产
品。

无棣县立足区位交通及劳动力优势，鼓励家纺企业发展壮大、闯荡国际市场。当地乡村手工家纺企业生产的高档毛毯、、夏凉被、绗
缝床垫、汽车座垫等产品，出口日本和欧美市场，一个几十人的企业年创产值可达数百万美元，乡村家纺企业带动当地地农村妇女家门口
就业，每月能拿到3000元左右的收入。

□记者 卢 鹏 通讯员 高士东 报道

乡村家纺走俏国际市场

高青县栋茂合作社为贵州老干妈风味食
品公司种植的订单朝天椒已经落叶成熟，准
备收获。

今年，栋茂合作社与贵州老干妈风味食
品公司签订了20亩干辣椒收购协议，协议价
为11元/公斤。

□赵洪杰 李 峰 报道

瑞雪过后，淄博市淄川区农民焦裕良培育
的小雪蜜桃“验证”成功。连续3天的降雪，使当
地晚上最低气温达到零下13度，而挂在树上的
小雪蜜桃依然鲜艳欲滴，成为一道景观。

小雪蜜桃具有成熟期晚、糖分大、营养
价值高、抗旱、不占农时、不用储存等特
点，七八个一斤，小雪过后开始成熟，现摘
现卖，使寒冬腊月室外采摘成为现实。

□刘珅 闫盛霆 报道

□ 翟荣惠

11月16日，泰安市岱岳区房村镇的蔬菜大
棚里，施用了微生物固氮菌肥的西红柿叶子
和黄瓜秧异常翠绿，果实也香甜浓郁。施用
这种微生物菌肥，蔬菜大棚里不再使用任何
化肥，瓜菜产量增加明显，颇受市场欢迎。

这是山农大研制的微生物菌肥推广的第
四个年头，目前，菌肥产量达到近千吨，在
泰安市岱岳区、聊城市莘县、潍坊市寿光、
青州等地正快速扩大地盘。

偶然发现的菌株，

培育出功能微生物菌群
这种微生物菌肥的研制者——— 王开运是

国内外知名的农药专家。10年前，他带领研究
生在做土壤熏蒸剂试验时，意外发现土壤中
某种菌能刺激作物生长，通过分离培养到菌
种后，他的科研团队又连续在实验室做了五
六年研究，对菌株不断地进行培育和功能评

价，最后利用细胞融合技术构建了超高效固
氮菌、解磷解钾菌和抗病拮抗菌三大菌系，
优化组成了具有固氮、解磷、解钾和抗病功
能微生物菌群，在完成了系统的微生物发酵
和颗粒肥生产工艺试验的基础上，又进行了
广泛的田间应用试验。2010年，王开运所在的实
验室与企业合作，开始成批量生产这种生物智
能肥料，并正式注册了“丰田宝”商标。

生物菌肥的核心成分是原菌，以基质、
腐殖酸、磷矿粉、钾矿粉等作为载体。这些
载体能让微生物根据作物生长的需要释放出
氮、磷、钾等营养元素。2010年上半年，微生
物菌肥在房村镇东良甫村大棚里做示范性推
广。

这是第一次相对大规模的试验。到了收
获的季节，王开运发现西红柿除了口感好，
在产量提高上并不理想。研究发现，大棚里
低洼处的西红柿长势明显更好；而且，施肥
厚一些的植株，也显得更加茁壮，结的果实
更多。总结经验后，下半年试验时，王开运
就把施肥方式从沟施改成了穴施，每穴施0 . 4

到0 . 5公斤，直接把番茄苗栽到肥堆上，浇水
也增加到3至5天一次。这一季，试验棚里种植
的大果型西红柿，亩产量接近1万公斤，比普
通大棚高出两成多。

生物肥料改善土壤生态环境

生物肥料能制造和协助作物吸收利用多
种营养元素，改善土壤的生态环境，所以用
生物肥种植出来的蔬菜瓜果，品质改善很显
著。

2013年，王开运与滨州农科院合作，用生
物肥在沾化区的30亩冬枣树上做试验，要求参
与的农户不仅严格按标准施肥，浇的水也必
须是井水，试验中，冬枣长势格外引人注
目。当地的一个电商了解后经常去这片试验
地看。冬枣上市的时候，市场价16元左右一公
斤，这个电商按24元的价格全部收购了这些冬
枣，在网上卖56元到136元一公斤。

除了品相好口感好，施用生物肥还有一
个最大的好处，就是活化土壤和避免连作障

碍。多年来，化肥的滥用，使得土壤板结、
酸化现象很严重。而施用这种通过自身的微
生物菌群解磷、解钾、固氮的生物菌肥，土
壤的质地也能得到改善。

推广到东北和西藏

如今，王开运研制的这种生物肥料，在
番茄、黄瓜、西葫芦、辣椒、茄子、芸豆等
多种作物上试验都取得了不错的效果。2014
年，在泰安市岱岳区道朗镇，该肥料参加国
家公益性行业（农业）科研专项经费项目
“黄淮流域小麦玉米水稻田间用节水节肥节
药综合技术方案”，在玉米上代替化肥的效果
比较理想。2015年，在西藏中药材玛卡和黑龙江
优质水稻上的应用也显现出了良好的前景。

王开运表示：“就目前来说，微生物菌肥全
面代替化肥还不太现实，但这是现代农业的发
展方向，既提高了作物和瓜果品质，又缓解了
化肥对土壤的板结和荒漠化，符合我国节能
减排和发展生态农业的战略目标。”

山农大专家研制功能微生物菌群
所生产菌肥在试验区可替代化肥，改善土壤质量和生态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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