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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發明、F 系列動力火車電
機、芯片控制器、專用納米級電
池、ER防盜車等40餘項發明專利使
以 「科技創新」為本的台鈴電動車
成為業內超一流高新技術企業，其
「四個第一」奠定台鈴電動車業內

創新領導品牌地位。
中國第一輛高性能電動自行

車。將摩托化的電動車帶向更安
全、更耐用、更高檔之路，並快速
建立了在產品細分市場的綜合競爭
力。

中國第一輛全自動電動車。全
自動系統上市，完成了台鈴電動車
產品的更安全、更便利、更高檔進
化，也由此開創了中國電動車 「全
自動時代」，並為推出 「3C」車型
與新國標無縫對接做好準備，創造
出了更具先進性、更富價值含量的
產品技術支撐。

中國第一輛ER全自動防盜電動
車。全面融合台鈴 「四大發明」中
的 ARS 和 AES 二項專利技術，形成
ER全自動防盜電單車系列，隆重推
出台鈴 「防盜牆」技術，含有 「全
自動防盜修復型」功能，形成明顯
的品牌區隔和賣點。

中國第一輛高能效電動車。台
鈴F系列裝甲動力電機，是台鈴專利

高能效電機。它採用最高等級SH級
材質磁鋼，有效增加磁通量，具有
電阻小、散熱性強、扭矩大、動力
更強勁、速度快、爬坡力度大、續
行里程長、使用壽命長等特點。同
等條件下，台鈴高能效電動車能節
能30%。

升級轉型、科技創新是台鈴品
牌9年來的發展戰略，通過台鈴的四
個 「第一」，精準地將台鈴電動車
定位為 「中國電動車行業創新領導
品牌」，打造出 「台鈴全自動 生
活更輕鬆」的電動車新時代。

以升級換代做促銷
台鈴電動車針對旺季促銷活動

提出了 「台鈴不做以舊換新，只做
升級換代」的標語，規定台鈴新老
客戶，不論是舊摩托車，或是舊電
動車，不分品牌都可以在台鈴專賣
店換購含有 「四大發明」、 「ER防
盜車」等升級換代款電動車，讓消
費者在體驗科技的同時享受實惠。

據悉，台鈴湛江行富車行在活
動期間只用5天就達到了日均逾千台
的銷售業績，台鈴品牌創造的單日
單場零特價車達 1080 輛的行業三重
紀錄。

本報記者 梁維果 劉思皇

中國溫泉文化博物館日前在遼寧遼陽市弓長嶺
區落成。以溫泉文化與溫泉科普知識為題材，記述
了溫泉的起源、發展和利用的歷史，介紹了古今中
外、世界各地溫泉的歷史和特色，系統地整理綜合
了溫泉文化，並利用了聲、光、電等現代科學技術
進行展示，令展覽富有動感。與傳統博物館不同的
是，溫泉文化博物館還設置了論壇、培訓、會務等
商務功能。

弓長嶺區是遼寧省首個 「省級溫泉旅遊度假
區」，是遼寧溫泉旅遊建設發展得比較好的地區之
一。被國土資源部首批命名為 「中國溫泉之城」，
定為 「中國世界溫泉旅遊聯盟永久會址」。

弓長嶺湯河溫泉是內地唯一的含氡熱泉，含有
量居世界第二。已經吸引多個企業到此投資，建設
溫泉度假地產或旅遊項目。有投資額 15 億元的民
俗風情度假村、15 億元的歡樂嘉年華、10 億元的
大型養老基地、20 億元的時尚商貿綜合體、20 億
元的阿爾卑斯滑雪谷、20 億元的雙泉樂園旅遊綜
合體等。

本報實習記者 張園苑

在國家文化部和國家文物局舉辦的 「第四屆中
國歷史文化名街授牌盛典」中，深圳沙頭角中英街
獲評為 「中國歷史文化名街」，日前在鹽田區沙頭
角中英街博物館舉行隆重揭牌儀式。深圳市委常
委、宣傳部長王京生、深圳市委副秘書長胡謀及鹽
田區委書記郭永航等市、區領導出席活動。鹽田區
區長杜玲主持了揭牌儀式。

位於深圳鹽田沙頭角的中英街，只有短短250
米，卻承載一個多世紀以來中國歷史的悲歡轉換；
它雖然只有幾塊界碑，卻分隔着世界上兩大政治陣
營，和德國的柏林牆、朝鮮的三八線、越南的賢良
橋被認為是二十世紀世界上四條最著名的分界線。

鹽田區委書記郭永航在致辭中表示，城市歷史
文化名街是一座城市中最具代表性、具有獨特深厚
的歷史文化內涵和豐富的歷史遺存。深圳中英街以
其特殊的 「一街兩制」特色和完好的遺蹟保護，成
功入選 「中國歷史文化名街」。這是中英街的幸
事，也是鹽田區的幸事，也表明鹽田區在弘揚歷史
文化價值、保護街區文物古蹟和歷史建築方面的工
作得到了肯定。

本報記者 程明越

雖然當前國際形勢十分複雜，但並不影響葛洲壩集團
「走出去」的步伐。中國能建總經理、葛洲壩集團股份公

司董事長丁焰章日前接受專訪時表示，將以更加成熟穩健
的姿態，做好風險防控工作，繼續堅定不移地走出去。

目前，該集團業務遍及亞洲、非洲、歐洲、美洲等
60 多個國家，是近幾年中國國際業務發展速度最快的企
業之一；承建的合同總價120多億元的巴基斯坦尼魯姆．
杰盧姆水電站，是迄今為止中國企業在海外承建的最大水
電工程項目。

利潤適度增長
葛洲壩集團不斷加快國有企業改革的步伐，調整產業

結構，建立現代企業制度，轉換經營機制，強化企業管
理，實現了 「由單純承包商向既是承包商又是投資開發商
轉變、由單純勞務型承包施工向管理型轉變、由經營粗放
型向經營集約型轉變」的三大轉變。

2011年，葛洲壩集團年末資產總額突破600億元，新
簽合同跨越700億元，完成產值超過460億元。公司在中
國企業500強排名比上一年度提升14名，位列第226名；
位列湖北企業100強第8名。

丁焰章指出，湖北正處於未來 「黃金十年」戰略機遇
期，全面實施一元多層次戰略體系。這對於位於湖北的央
企─葛洲壩集團來說，意味着重要的機遇；葛洲壩一定
要在這良好發展環境中提升發展速度，提高發展質量。比
如在主業房地產方面，就要把握節奏、量力而行，不求規
模求穩健，保持利潤適度增長。

丁焰章並回顧了葛洲壩集團的發展歷史。以建設萬里
長江第一壩─葛洲壩為起點，葛洲壩集團歷經四十二年
征程，從一個社會包袱沉重的老國企成長為一個國際知
名、核心競爭力和自主創新能力強，擁有豐富資源的跨國
企業集團。

從 1984 年中標廣西岩灘工程開始，葛洲壩人邁出了
全面走向市場的步伐。葛洲壩無愧 「世界水電第一品牌」
的稱謂，足迹遍布全國29個省、市、自治區和世界60多

個國家、地區。在標誌當今世界建築施工最高水平的工程─三峽工程建
設中，完成了 65%以上的工程量；在世界最高面板堆石壩─水布埡大
壩、世界最高雙曲拱壩─錦屏一級大壩、世界最高碾壓混凝土大壩─
龍灘大壩以及南水北調中線丹江口大壩加高、穿黃工程等一系列世界頂尖
級工程建設中，葛洲壩人成就輝煌；在鐵路、公路、核電、機場、港口、
風電等大建安領域，葛洲壩人同樣創造出令人矚目的業績。

不忘社會責任
談及央企社會責任，丁焰章表示，多年來，葛洲壩集團沒有忘記共和

國長子肩負的歷史責任，在搞好自身建設的同時，全力支持國家經濟社會
發展；對寧夏西吉的定點幫扶、汶川震後的援建、貧困大學生幫助、在運
營的高速公路上實施綠色通道車輛免費政策等均做得有聲有色。

該集團已連續四年入選由中華全國總工會、全國工商聯和南方周末報
社等聯合發布的 「國有上市企業社會責任榜」百強。

本報記者 亦悟 通訊員 熊瑛

東風日產整車項目日前在大連保稅區舉行
奠基儀式。該項目一期投資50億元人民幣。計
劃到 2014 年建成投產，形成年產 15 萬輛整車
的規模；二期建設後，最終形成年產30萬輛規
模。大連保稅區東風日產整車項目是東風日產
繼花都、襄陽和鄭州工廠後內地第四個生產基
地，也是大連保稅區繼黃海汽車和奇瑞汽車後

落戶的第三個整車項目。
東風日產乘用車公司副總經理

任勇接受記者採訪時介紹，作為東
風日產 「北上戰略」的重要開端，
大連整車項目總設計產能目標為 30
萬輛，佔地面積127萬平方米，包含
沖壓、焊裝、塗裝、樹脂和總裝五
大工藝，分兩期實施。將有超過 70
家合資及內資企業為該項目提供配
套服務。他表示，作為東風日產在
北方的首個生產基地，大連整車項
目建成後，連同花都、襄陽和鄭州
這現有的三大生產基地，東風日產
到 2015 年總產能有望突破 150 萬
輛。他表示，未來新工廠將具備生
產東風日產全系車型的條件。

東風汽車公司總經理朱福壽表示，大連整
車項目落成後，東風日產將形成 「南北縱橫、
中原鼎立」的全新戰略布局，成為推動東風日
產銷量增長的第三極力量。奠基前，東風汽車
有限公司與大連市政府達成純電動汽車示範運
營協議。根據協議，2014年前東風日產將交付

1000輛啟辰純電動車用於大連市示範運營。
大連保稅區汽車產業區管委會主任盧松介

紹，目前，大連保稅區擁有汽車零部件配套企
業近百家。去年僅汽車產業區一個園區就有包
括世界500強江森自控等在內的20家汽車零部
件企業開工建設。

本報記者 宋偉

正值香港回歸 15 周年之際，鳳凰
衛視主持人許戈輝專程採訪了曾任中英
聯合聯絡小組中方代表處代表的前國務
院港澳辦常務副主任陳佐洱。為紀念香
港回歸十五周年而正在撰寫一部其親歷
中英談判書稿的陳佐洱，首次披露了書
中的一些鮮為人知的細節。
交手 「經濟仗」 贏回特區厚家底

回歸前與英方在談判桌前數次 「交
手」的陳佐洱認為，最艱難也最關鍵的
是 「經濟戰」。

上世紀 90 年代初，港英政府推出
「玫瑰園計劃」，即機場與港口發展策

略。這個計劃預計花費 1247 億到 2000
億港幣，也就是說要幾乎花費香港政府
當時所有的財政儲備，並大規模的舉債
來建設 10 個機場、港口的項目。這樣
的結果會使香港回歸之後，特區政府的
財政儲備只剩下 50 億港幣。在陳佐洱
看來，所謂 「玫瑰園」對於未來的香港
特區而言，可能是一支扎手的玫瑰，當
時的中方談判專家組經過謹慎研究後也

證實了這一點。這樣做，英方在 「走
人」之後，留給香港只能是一個窮殼
子、爛攤子。對此，中方談判組給予了
態度堅決的回應。

陳佐洱說，當時圍繞 「玫瑰園計
劃」中最為關鍵的香港新機場建設，中
方提出了三條談判原則：第一，中方認
為香港的確需要一個新機場；第二，新
機場的建設必須符合成本效益；第三，
新機場要為未來的香港特別行政區帶來
福祉。

起初，英方拒絕中方介入香港新機
場建設。中方隨即表示，如果英方選擇
拋開中方 「單幹」，那麼，整個工程的
支付以及相關債務，1997年之後，中華
人民共和國的香港特別行政區概不負
責。這一明確表態讓英國人重新回到談
判桌前。

1991年9月，中英兩國政府首腦簽
署了關於香港新機場建設及有關問題的
諒解備忘錄。港英政府修訂了新機場的
建設計劃，英方承諾，將最初預留給特

區政府的50億財政儲備，提高到250億
港幣。正是因為中方打贏了這場 「經濟
戰」，才為特區政府攢下了足夠厚實的
「家底」，在1998年的經濟危機中得以

全身而退。
時光荏苒，歲月如梭。如今香港迎

來回歸祖國 15 周年的日子。中英談判
桌前那場沒有硝煙的戰爭似乎已經遠
去，香港特區的未來更牽動着陳佐洱的
心。

談及香港人在特首換屆選舉年尤為
關心的 「普選」問題，陳佐洱表示，
《基本法》裡早已有明確規定，無論是
行政長官的選舉還是立法會議員的選
舉，將來都要達至普選產生的目標。香
港回歸後這 15 年來已經在循序漸進地
朝着這個目標前進，需要時間和必經的
過程。 「英國完成他的那個立法機構的
普選是用了 200 多年的時間。」陳佐洱
說。

當被問及在香港回歸 15 周年之
際，最想對香港說的一句話是什麼時，

陳佐洱說就是 「香港你好」，這個
「好」既是思念，也是信念，是指香港

現在的發展形勢好，明天則會更好。陳
佐洱說香港回歸 15 年了， 「一國兩
制」在不斷地深入人心，香港保持了它
的繁榮穩定。這 15 年裡，香港也可說
是風浪不斷。但這並沒有什麼奇怪的，
一切都符合歷史發展的規律。他說，應
該珍惜香港當前這個來之不易的好局
面，珍惜香港 700 萬同胞在祖國關懷支
持下創造出的繁榮穩定，要堅持把 「一
國兩制」的偉大理論和實踐不斷地貫徹
落實，不斷地發展豐富。

日前召開的安徽省銅陵市政府全體（擴大）會議上
傳出消息稱，上年銅陵市經濟社會發展開局良好，呈現
出六個利好特徵，包括國民經濟穩定增長、項目投資進
展順利、產業結構持續優化、城鄉建設加快推進、產業
承接成效明顯，以及人民生活持續改善。

固投增幅省內第二
最新統計數據顯示，1至5月份，銅陵市主導工業

產品產量保持高位增長，發電、化工與電子行業產值增
幅均超過 32%，完成固定資產投資 205.8 億元，增長
33.3%，增幅居全省第二位；戰略性新興產業產值增
33.7%，達128.2億元，拉動全市規模以上工業總產值增
長5.4個百分點。

銅陵銅基新材料產業 「首位度」提升。銅陵有色年
產 22.5 萬噸高導銅材等重大項目開工建設，銅陵國家

級進口廢物 「圈區管理」獲批。該市銅產業發展得到安
徽省委、省政府重點支持和充分肯定。5月份，安徽省
常務副省長詹夏來赴銅陵進行專題調研，並提出了具體
要求和扶持政策。

另據統計，前五個月，銅陵實際利用市外內資增長
32.4%，達到 255.25 億元，共引進 423 個項目，其中十
億元以上項目 5 個，分別為北京天宇博瑞科技發展公
司特種裝備製造、深圳寶能集團都市產業園、虹閔
銅現代服務業合作園區、台灣產業園、台灣龍鼎高
新技術園。

此外，該市目前共爭取中央投資項目 32 個，國家
和省資金 4.85 億元。重點工程建設提速。銅陵有色雙
閃、銅化大合成氨、盈德氣體、年產300萬張高壓大功
率複合基板等進入調試或試生產階段，年產 10 萬噸環
保脫硝催化劑、有色銅拆解等項目業已開工建設。

政策扶持實體經濟
有分析人士指出，銅陵市社會經濟逆勢增長，主要

得益於當地市委、政府以及相關部門主動作為，強化政
策引導，多舉措營造良好經濟環境，促進企業發展，加
快項目建設。

一方面，銅陵市出台《關於進一步促進全市經濟又
好又快發展的若干意見》，着力加大對實體經濟和小微
企業的政策扶持；另一方面，該市大力實施 「三項行動
計劃」，千方百計保企業擴投資 「穩增長」。

按照銅陵市委、市政府的統一部署，當地相關政府
部門相繼推出政策措施，構築政策網絡體系，合力促進
經濟又好又快發展。諸如，市財政局設立小微企業發展
專項資金，市地稅局制定 8 類 40 條結構性減稅具體實
施意見，市物價局建立穩價目標任務考核機制等等。

接續實施 「三項行動」
當前，銅陵發展存在多重利好因素，亦面臨諸多壓

力，宏觀環境偏緊的壓力仍在持續，經濟轉型和城市轉
型的壓力有增無減，區域發展競爭的壓力越來越大。

「如果不能積極搶抓當前中央宏觀調控政策和承接
產業轉移帶來的發展機遇，超前研究，找準結合點，爭
取更多的項目、資金支持，促進全市經濟社會實現又好
又快發展，銅陵在新一輪區域經濟發展中將有被邊緣化
的可能。」侯淅珉如是說。

「三季度是各項工作推進的關鍵時期，也是項目建
設的黃金時期。」侯淅珉續稱，銅陵將根據當前穩增長
的政策導向，大力實施搶抓調控機遇、項目推進月和保
增長 「三項行動」，集中時間、集中力量，抓住機遇，
着力解決項目建設和企業發展中存在的重點難點問題，
確保經濟平穩較快發展。

銅陵GDP逆勢增10% 上半年逾300億
今年以來，針對國際國內經濟宏觀環境偏緊的不利形勢，安徽省銅陵市

強化政策穩增長，搶抓機遇謀轉型，主要經濟指標逆勢上揚。初步預計，全
市上半年完成生產總值300億元（人民幣，下同）以上，增長10%左右。
銅陵市市長侯淅珉此間表示，下半年將扎實開展搶抓調控機遇、項目推進月
和保增長 「三項行動」 ，着力保持經濟平穩較快發展。

本報記者 秦炳煜 柏永

▲銅陵市市長侯淅珉在銅陵市政府全體（擴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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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風日產整車項目落戶大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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輛 ▲遼寧省委書記王珉、省長陳政高等領導與東風日產高

層共同為大連整車項目奠基

台鈴四個 「第一」
奠定創新品牌地位

中
英
街
入
選
中
國
歷
史
文
化
名
街▲深圳市委常委、宣傳部長王京生（右二）、

深圳市委副秘書長胡謀（右一）、鹽田區委書
記郭永航（左二）、鹽田區區長杜玲（左一）
為中英街 「中國歷史文化名街」 揭牌

陳佐洱談中英談判內幕
溫泉文化博物館弓長嶺落成

▲前國務院港澳辦常務副主任陳佐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