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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市场换技术”到“自主科技征战全球”，万华30年诠释了———

发展驱动力在于自主创新
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国家战略出台已近两年，作

为“突破口”和“先手棋”，为破除三地交通各类“肠梗
阻”，京津冀交通一体化进程明显提速、动作频频。

“城际网”带动协同“大提速”

根据《京津冀城际铁路网规划修编方案（2015
年—2030年）》，京津冀将形成“四纵四横一环”
的交通骨架，其中“四纵”为京石邯城际、京霸衡
城际、津承沧城际、环渤海城际，“四横”为京津
塘城际、京唐城际、津保城际、石沧黄城际，“一
环”为环北京城际。

京津冀城际铁路投资有限公司透露，京津冀今
后将由27条城际铁路线路联通，总规模达到3796公
里，其中2015年内开工京唐城际、京滨城际，2016
年底前开工廊涿城际、首都机场到北京新机场城际
铁路联络线。

南开大学滨海开发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周立群
说，京津冀广覆盖、高密度的“城际网”，串联起
区域中心城市、重要城镇和主要产业集聚区，将带
动北京功能疏解、区域产业转承“大提速”。

“断头路”“瓶颈路”逐个排除

“断头路”“瓶颈路”是京津冀交通典型的
“肠梗阻”，对跨省市运输，以及人员来往旅游、
务工等形成诸多障碍。

时隔一年多，记者近日再次走访京津冀交界处
发现，京冀、津冀及京津之间的多条“断头路”
“瓶颈路”已经打通。比如，天津武清区下伍旗镇
通往河北香河县五百户镇交界处的限高架已被拆
除，而多年“梗阻”的天津宁河县与河北玉田县交
界的滨玉线、天津静海区王口镇与河北文安县德归
镇交界的静文公路也已竣工通车。

河北省交通运输厅厅长高金浩说，一年多以
来，京津冀三地密切配合，通力协调征地拆迁、路
网分流、联动保畅、电力电讯设施拆迁等具体工
作，解决了不少“老大难”问题，“断头路”“瓶
颈路”正逐个排除。

跨区域交通一卡通率先破题
2015年4月份，交通运输部提出2015年内要率先

启动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东三省、长江经济
带中下游等城市的交通一卡通互联互通工作。

2015年，京津冀公交跨区域运营取得进展，首
批已开通3条线路。此外，北京市139条京津冀“互
通卡”试点公交线路从2015年12月25日起投入试运
营。三地首批开通公交线路是北京平谷至三河，北
京平谷至蓟县南线、北线。京津冀公交跨区域运营
突破了跨省客运班线“点对点”运营模式，沿途乘
客可就近多点上下车，方便出行。

河北交通一卡通日前陆续面向保定、沧州、承
德、邯郸和石家庄市民启动试运行发卡，石家庄、
保定、沧州、承德、邯郸等7个城市市区共计358条
公交线路将率先与京津两地实现互联互通。

根据规划，在京津冀一卡通互联互通试点线路
试运行阶段基础上，京津冀一卡通互联互通城市数
量、交通运输方式的应用范围将进一步扩大，预计
2017年内，京津冀区域将实现公交、地铁等主要交
通方式的一张卡互通。 （据新华社电）

□ 王 阳

“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最近成为热
词，但似乎很难与一个生产黄瓜的小村庄联
系起来。但记者近日来到我国冬暖式蔬菜大
棚发祥地山东三元朱村，意外发现这里已经
悄悄发起一场蔬菜供给侧改革的新实验。

“俺们村十几年如一日地为北京大型连
锁超市供应黄瓜，俺们不就是首都的供给侧
么。”三元朱村的农技师王学军自信地告诉
记者。

目前三元朱村主要种植黄瓜，兼植苦
瓜，种植面积共计850亩，黄瓜预计年产量达
1700万斤。

原来，自去年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一词
火起来，三元朱村的村支书王乐义就请来了
专家学者来“翻译”这些新词儿。“落实到
我们村，这个改革就是要种出让吃菜的人们
放心的安全黄瓜，而这正是我们在做的。”
王乐义说。

从入冬以来的新一波黄瓜大棚种植季开
始，三元朱村实行农药残留不达标一票否决
制。“我们村使用的是出口日本的绿色蔬菜
农残指标，每年最多只有5%不合格。”村主
任王保泉说，这一标准远高于国内检测标
准。如若发现不合格的蔬菜样本，该户种植
的蔬菜将全部销毁，并且在两年内禁止生产
蔬菜。

走进村两委院中，负责村里蔬菜代销的
王全洲开着农用小卡奔向村委蔬菜质量速测
室，车上拉着的新鲜黄瓜即将接受收购时第
一道检查。“北京、东北的蔬菜客户直接来
村里收购点进行收购，不过前提是经过速测
抽检。”王全洲说。

三元朱村的农残速测设备是今年村委花
费200万元刚刚更新的，主要检测的是有机磷
和酯类农药残留。刚刚从潍坊市农业局接受
农残检测师培训的农民正在这里任职速测
员。入冬以来，三元朱村的农残抑制率都小
于50%的国家标准。

而在黄瓜收购以前，生产过程中的轮流
排查检测更是当地首创。“从11月黄瓜结果
开始，我们会每天抽取10户到20户的蔬菜样
本进行农残排查检测，这样，用不到两个月
的时间完成对全村140户、220个大棚的生产
期检测。”王学军介绍。

最终，经过重重检测的黄瓜将获得属于
自己的二维码生产信息，这种质量追溯二维
码在蔬菜大棚和包装箱内均可发现，跟随蔬
菜进入消费者手中。完善的产品追溯体系更
好地保证了蔬菜质量，也可以让三元朱村的
蔬菜卖得好价钱。

蔬菜保安全的背后是农业生产的深刻组
织结构变革。在这里，村两委领办农民专业
合作社，并以小组带领农户的方式，统筹127
户农民的850亩土地，显示出规模化生产优
势，探索出一种紧密的组织框架。这种借鉴
日本和韩国农协的改革帮助一个松散的小村
变成一个生产高标准、严要求的供给单位。

“集约化、专业化、组织化的农业生产

主体正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倡的。”王乐
义说。

“从蔬菜良种、农药、化肥、农家肥、
农用机械购买，到农残检测、蔬菜销售，我
们严格执行合作社的标准。”蔬菜种植大户
王永亮是合作社的一个组长，他要对组内10
户人家的大棚质量全权负责。

定位安全高端蔬菜的三元朱村之所以下
得了决心舍量保质，是优菜优价的市场支
撑。“俺这里的农民种菜，不问多少斤，只
问多少钱。”王学军告诉记者，2000斤黄瓜
不一定能有200斤黄瓜挣钱。“我们都不想砸
了‘乐义’蔬菜的牌子，这是我们村里大家
伙挣钱的保证。”王永亮表示。

青岛农业大学副教授杜志勇常年与三元
朱村进行科研技术合作，他分析：“这里正
在进行这场实验是给农民定下生产全过程的
标准，划出一条底线，但这种严格高端的供
给标准化模式在全国尚属个例。”

（据新华社电）

□ 本 报 记 者 高 翔
本报通讯员 万 铮 纪国栋

“用市场换技术”曾是我国相关产业与
国外先进企业合作的常用方式，巨大的市场
需要与相对落后的技术之间的矛盾，在很长
一段时间里制约着我国经济的发展。

从引进国外早已落后的生产装置仍因核
心技术垄断而十年不能达产，到消化吸收靠
自主创新征战国际市场，从“六五”到“十
三五”，万华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万华”）30多年的发展历程是许多成功
企业的缩影，同时也是创新对发展巨大驱动
力的生动体现。

核心技术是引不来的

亚太规模最大的聚氨酯(由异氰酸酯与多
元醇及其配合助剂合成的新型材料)供应商，
全球最有竞争力的MDI（异氰酸酯的英文缩
写）制造商；MDI产能204万吨/年，生产规
模、市场占有率国内第一，质量、技术国际
领先；ADI系列产品在国内率先实现产业化，
跻身全球前两位；拥有十余家海内外控股子
公司，集全球化研发、采购、生产和营销为
一体……

这一系列的头衔在万华刚创立时是难以
想象的，万华的主导产品MDI更是经历了买进
国外设备却因技术封锁十年不能达产的窘
境。

1978年底，国家决定在“六五”重点项目
中，安排从日本引进一套年产300万平方米的
聚氨酯合成革装置，以解决十亿人民的穿鞋
问题。作为项目配套装置同时从日本引进了
一套相当于国际六十年代水平、年产1万吨间
歇工艺的MDI装置。

“1983年建成投产后，由于不掌握核心技
术，装置运行极其困难，十年没有达产，更
谈不上发展。”万华相关负责人介绍，“为
了缓解国内供求矛盾，原国家计委在‘七
五’、‘八五’期间曾先后批准过四家企业
引进技术建设MDI项目，但均因国外技术封锁
而无法成行。”

引进MDI装置却一直不能达产，万华也曾
寄希望与国外领先企业合作——— “以市场换
技术”，而当了解到中国市场的巨大潜能之
后，这些国外巨头决定自己在中国建厂。某
同行业跨国公司高管也曾坦率地说，如果他
们卖MDI技术，只能说明这个业务日薄西山。

“跨国公司不仅不转让核心技术，就连
旧装置也不允许落入新进入者手中。”这位
负责人介绍，美国某公司要出售其缺乏竞争
力的HDI（类似MDI的另一种高技术产品）装
置，万华拟购买进行消化吸收，但当时世界
最大的制造商为防止技术泄漏，出两倍高价
买断并拆掉。

艰难甚至是屈辱的技术引进历程，也说
明“真正具有市场潜力的核心技术是引不到
的，自主创新能力是花钱买不来的”。

消化 吸收 再创新

技术引进无望，老装置又缺乏竞争力。
寄希望于国外技术支持，命运只能掌握在别
人手中。

1987年，不再期望借别人的技术，万华开
始与有关高校进行“产学研”合作，对引进

MDI装置消化吸收。多年技术攻关，1994年，
老装置引进10年后终于达产1万吨；1993年，
成立MDI研究开发课题组，全面自主开发MDI
制造技术，力求打破国外封锁。

瞄准国际最领先、最先进的全连续MDI生
产工艺，通过小试、中试、工业化装置试验
及采用国际最领先的计算机模拟软件进行放
大，十二年不断研发，万华终于开发出了拥
有自主知识产权、达到目前国际领先水平的
MDI制造技术，使我国成为世界上第四个拥有
MDI自主知识产权的国家。

利用自己的技术，原来从日本引进的年
产1万吨装置，被改造扩大到年产2万吨、4万
吨、8万吨和12万吨；同样是利用自己的技
术，在宁波新建一套年产16万吨MDI装置，并
抢在国外竞争对手上海装置开车之前，率先
一次投料试车成功，从而赢得了中国市场竞
争的主导权。

“万华开发成功16万吨MDI技术，是中国
化学工业消化吸收引进装置再创新的最好典
型。”中国科学院院士陈冠荣评价说，“创
新永远不是一劳永逸的，顺应市场不断创新
走在前列才有持续的驱动力。”

2007年，万华MDI技术开发荣获国家科技
进步一等奖，填补了化工领域该奖项连续5年
的空缺；2009年，万华单套30万吨/年的MDI
制造技术开发成功；2011年，万华第五代MDI
技术开发成功，从而掌握了世界上单套规模
最大为40万吨/年的MDI成套技术，比同类技
术节能30%以上；2013年，万华新型光气化反
应技术再获重大突破，并利用新技术完成宁
波120万吨/年MDI生产装置技改（世界上最大
的MDI制造基地）和烟台工业园单套60万吨/
年的MDI装置建设。

目前，万华MDI总产能204万吨/年（世界
第一），单套装置规模、运行能耗、产品质
量等均居世界领先。

“与国际领先国家相比，我国在技术及
自主创新能力上曾长期处于落后的地位。
‘消化、吸收、再创新’是许多成功企业共
同的经验，也是实现自主创新的重要途
径。”省宏观经济研究院院长刘冰说。

拿到全球竞争入场券

近 日 ， 万 华 化 学 和 意 大 利 S A P I C I
（S.P.A）公司共同宣布，双方在脂肪族异氰
酸酯衍生物领域开展合作，SAPICI将负责万
华化学脂肪族异氰酸酯衍生物产品在欧洲
（EMEA）区域的仓储、物流和销售。同时，
万华化学将有效借助SAPICI的生产能力和技
术资源扩大欧洲业务，进一步强化了万华化
学的海外市场辐射能力。

创新使企业赢得发展的主动权，也拿到
了参与全球竞争的“入场券”。

凭借领先的技术，2011年万华收购了匈牙
利最大的化工公司——— 宝思德化学公司，目
前万华在全球拥有三大生产基地，国际化战
略布局已经搭建。

依靠自主创新，打破国外对我国化工新
材料生产技术的封锁垄断，跳出“引进—落
后—再引进—再落后”的恶性循环，闯出
“生存—发展—赶超—全面国际化”的新路
径，是万华成功的经验，也体现了我省深入
实施创新驱动的要求。

“扩大企业在创新决策中的话语权、强
化企业创新主体作用、建立完善创新服务体
系、推动企业‘走出去’合作创新，是我省
《关于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意见》
提到的重点措施。”省发改委相关负责人介
绍，“目的就是营造激励创新的市场竞争环
境，给企业充分的决策话语权。并支持企业
参与国际科技合作，‘走出去’拓展利用国
际资源，实施开放创新。”

三元朱村的蔬菜供给侧改革实验

破除“肠梗阻”

京津冀互联互通将更顺畅

天津港集团有限公司与河北港口集团有限公司
日前签署框架协议，双方合资公司将收购天津港及
黄骅港码头部分泊位，进一步推进两地港口资源的
集约利用，促进津冀港口的协同发展和提质增效，
助力北方国际航运中心建设。

渤海津冀港口投资发展有限公司2014年8月由天
津港集团和河北港口集团双方合资成立。该公司注
册资本为20亿元，由天津港集团和河北港口集团方
面各出资50%，主要负责天津及河北区域内港口项
目的投资运营与管理。

根据协议，待收购后，渤海津冀港口投资发展
有限公司将分别拥有天津港高沙岭港区新兴建材产
业基地通用码头工程（一期）和黄骅港综合港区多
用途码头3＃、4＃泊位的51%和90%股权。

其中，天津港高沙岭港区新兴建材产业基地通
用码头工程（一期）码头岸线长度784米，将建设3
个7万吨级通用泊位，设计年运量600万吨，按照项
目可研概算总投资20亿元；黄骅港综合港区多用途
码头3＃、4＃泊位为集装箱泊位，年设计能力90万
标准箱。2015年吞吐量预计完成50万标准箱。

“这次合作不同于以往单方面投资，两大港口
联合投资可以实现优势互补，风险共担。”渤海津
冀港口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增军表示。

渤海津冀港口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王雅山
介绍，此次的收购项目是在全方位考察天津、河北
数百公里海岸线基础上优选得出。天津港高沙岭码
头工程是散杂货码头，可借助河北港口集团在大宗
散杂货方面的管理技术优势提升业务，河北黄骅港
多用途码头则是集装箱码头，可借助天津港集装箱
项目航线、管理团队优势做大做强。

“津冀港口群之间协同不是简单的错位发展，
而应站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大背景下，提升港口服
务功能，满足区域经济发展和转型升级需要。”王
雅山认为。

根据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未来，天津港集团与
河北港口集团还将建立高层沟通联络机制，支持公
司以资本为纽带对两港集团港口项目进行运作；鼓
励和支持公司围绕港口物流相关产业链进行投资，
支持和鼓励公司探索物流金融、航运保险、绿色港
口等新兴产业的投资，不断深化双方全方位、多层
次、多角度的交流与合作。 （据新华社电）

津冀港口签署合作协议
加快环渤海港口资源整合

1月10日，游客在邹平县长山镇长丰大农场观看冰凌。
2015年下半年以来，邹平县长山镇长丰大农场利用果树种植、畜牧养殖等农业生产资源，开设“快乐农场乡村游”项目。在在传统的

蔬果采摘基础之上，增设了农场寻宝、稻草公园、香皂制作、骑马体验、食品制作等游玩和DIY体验活动，吸引游客在游玩中学习农场生
产知识，体验乡村农场的趣味和快乐。

□新华社发

冬季农场快乐乡村游

1月14日，邹平县黄山街道办事处一居民
区建设工地的工人到银行取出部分工资，他
们去年12月份的工资已经打到卡上，近日将
返回自己的家乡。

据悉，邹平县近年实施建设方和施工方
缴纳民工工资保证金、民工工资银行卡直接
发放、执法单位对民工工资定时巡查、工人
影像识别考勤等诸多措施，使得民工能从建
设单位或施工单位直接领到工资，避免了中
间环节，做到农民工工资按月足额发放，有
力保障农民工权益。

□王 川 董乃德 报道

□新华社发

1月18日，在阳谷县狮子楼街道北关村，
村民王菲在展示蒸熟的的花糕。

进入腊月以来，阳谷县不少农户开始制
作花糕，以迎接即将到来的春节。在鲁西一
带，当地居民有过年蒸花糕、做花馍的习
俗，寓意生活一年比一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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