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國十億建南極天文台
確定三大研究領域 歡迎香港科學家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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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八屆國際天文學聯合會大會今
日在京開幕，這是天文界的 「奧林匹克」
首次在華舉行。中國科學院院士、中國天
文學會理事長崔向群在接受大公報記者採
訪時表示，中國天文科技正經歷從 「跟着
走」 向 「領着走」 的轉變。據她透露，中
國將在有 「不可接近之極」 之稱的南極內
陸冰蓋最高點投資10億建設首座境外天文
台，建成後香港天文工作者也可以參與有
關科學研究。

【本報記者李理北京二十一日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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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預計，到2015年，福州市的海洋生產
總值佔地區生產總值的比重將達到 33%，形成
2─3個海洋經濟總量超500億元的海洋經濟強
縣（市）。將建成具有國際影響力、中國一流
的海洋經濟強市。

一帶一核兩翼四灣
據介紹， 「海上福州」的載體為 「一帶一

核兩翼四灣」： 「一帶」即構建榕台海洋經濟
合作帶； 「一核」即以馬尾新城為核心，發展
高新技術產業和現代海洋服務業； 「兩翼」，
即以羅源灣、江陰兩大港區為重點，發展新型
臨港先進製造業，打造產業集群； 「四灣」，
即環羅源灣、閩江口、環福清灣、環興化灣的
差異化發展。

根據規劃，福州市將擇優發展船舶製造
業、能源產業、石油化工產業、冶金產業等現
代臨港工業；扶持發展海洋生物醫藥業、郵輪
遊艇業、海洋可再生能源業等現代海洋服務
業；提升發展現代海水養殖業、現代海洋捕撈
業、水產品精深加工和貿易等現代海洋漁業。

福州市明確表示，將從加強產業政策引

導、加大財政扶持、加大金融支持、推進科技
創新、增強要素資源保障和積極爭取閩台藍色
經濟高新產業園優惠政策等方面加大對 「海上
福州」建設的支持力度。

自然條件得天獨厚
福州發展海洋經濟條件可謂得天獨厚。福

州市擁有海域總面積 10573 平方公里，佔全市
國土面積的46.91%；海岸線總長1310公里，佔
閩省四分之一；海島數佔閩省的三分之一；羅
源灣、江陰港都是難得的天然深水良港，可建
1 萬至 30 萬噸級不等的深水泊位 120 多個。海
洋自然資源、產業資源、科技資源和文化資源
豐富，對台區位優勢突出。

據福州市海洋與漁業局介紹，福州市海洋
產業已初具雛形。 「十一五」期間，福州市海
洋經濟綜合實力明顯增強，年均增速19.06%。
2011年，全市海洋經濟總產值達1490億元。以
海洋經濟為依託的福清、長樂、羅源、連江等
沿海縣（市）區的生產總值合計約佔全市的一
半。

目前， 「海上福州」的建設正在如火如荼

地開展中。在羅源灣北岸，總投資30億元的華
東船廠建成後是福建最大修造船廠；總投資約
200 億元寶鋼德盛項目，建成後年產值將超過
300 億元。在福清江陰經濟開發區，目前，已
簽約包括江陰電廠在內的項目 101 項，總投資
890億元，已投產56家。

在長樂，鄭和下西洋大型海上主題公園正
在加快規劃建設之中，一批臨海文化創意產業
項目在海西創意谷落地生根。在連江可門港，
工業園區一期5000畝填方造地工程已經竣工；
通港大道一期即將建成通車；神華煤港電一體
化、中石油渤海裝備可門鋼管製造等項目正在
加快建設……

福州市政府與海航集團十七日在福州簽訂
戰略合作框架協議，決定聯手組建福州航空公
司。此外，雙方還將在臨空產業園、產業基
金、融資租賃、金融機構、旅遊文化、城市建
設和產業發展、設立總部基地等方面建立全面
的戰略合作關係。

福州市長楊益民和海航集團副董事長兼首
席執行官王健分別代表合作一方簽署協議。

根據該協議，雙方將共同推動 「福州航
空」完成設立審批及開航後的航線審批；合作
發起設立產業基金，投資福州市的機場、造船
和航運等相關產業；在船政文化、旅遊度假區
以及高級酒店、高端商務地產等文化旅遊領域
開展廣泛合作；在發起或設立金融機構以及基
礎設施融資租賃等方面開展合作；在馬尾新
城、中央商務區等城市建設領域，以及江陰工

業區、閩台（福州）藍色經濟產業園區等產業
發展方面開展深入合作；海航集團將在榕註冊
獨立法人的全資子公司作為區域總部企業等。

簽約儀式前，雙方進行了交流座談。福州
市委書記楊岳介紹說，當前，福州正深入實施
大開放戰略，大力發展開放型經濟，全力推動
與央企、民企、外企項目對接，推進城市 「東
擴南進、沿江向海」發展，努力建設濱江濱海
現代化國際大都市。特別是抓住國務院和福建
省委、省政府鼓勵支持民航業發展的重大契
機，立足自身優勢，把加快發展臨空產業、壯

大臨空經濟、建設航空新城作為轉變發展方
式、調整產業結構、提升綜合實力的重要戰略
舉措，力把規劃建設中的臨空經濟區打造成
為省會經濟的新增長點。

業內人士認為，目前福州長樂機場飛往國
內各大城市的航班中，大部分是廈航的航班，
海航的加入，並在福州設立航空公司，必將給
福州長樂機場增加更多的航線，有利於做大長
樂機場的規模，為福州打造航空樞紐港奠定基
礎。

「「海上福州海上福州」」 崛起海峽西岸崛起海峽西岸
就在閩省謀劃發展海峽藍色經濟試驗區的時

候，省會福州市近日出台了《關於在更高起點上加
快建設 「海上福州」 的意見》，明確提出，到2015
年，福州市將建設成為兩岸海洋經濟深度合作的先
行區、海峽藍色經濟試驗區的核心區、海洋自主研
發和高端產業的集聚區、海洋生態環境保護的示範
區。福州市長楊益民表示，海洋資源優勢是福州最
具競爭力的核心優勢。福州市要做好 「海」 的文
章。 「海上福州」 的發展新態勢，正在海峽西岸中
心城市福州悄然崛起。 本報記者 史兵報道

福州與海航合組福州航空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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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上福州海上福州」」 的總體發展思路為的總體發展思路為 「「一帶一一帶一
核兩翼四灣核兩翼四灣」」 ，恰似一張開弓的弓箭，目標，恰似一張開弓的弓箭，目標
直指藍色的大海直指藍色的大海 本報資料圖本報資料圖

▼福建華電羅源灣可門火電廠▼福建華電羅源灣可門火電廠
一期工程已投產發電，環保指一期工程已投產發電，環保指
標達國際先進水平標達國際先進水平 何德花攝何德花攝

▲福州江陰港正在成為中國東南沿海的海運樞紐。圖為▲福州江陰港正在成為中國東南沿海的海運樞紐。圖為 「「達飛雨果達飛雨果」」 號號
巨輪滿載集裝箱駛離江陰港巨輪滿載集裝箱駛離江陰港 張師輝攝張師輝攝

【本報記者李理北京二十一日電】國
家副主席習近平今日在出席第二十八屆國
際天文學聯合會大會開幕式時指出，中國
作為世界文明古國之一，對天文學的發展
做出了重要貢獻。本屆大會在中國召開，
必將激勵包括中國在內的世界各國充滿好
奇和求知慾望的年輕人，把他們關注的目
光投向燦爛星空。

習近平說，這是自 1935 年加入國際
天文學聯合會以來，中國首次承辦聯合會
大會。他說，天文學是人類認識宇宙的科
學，是推動自然科學發展和高新技術發展
，促進人類社會進步的最重要、最活躍的
前沿學科之一，對其他門類的自然科學和
技術進步有着巨大的推動作用。 「天文觀
測的每一次重大發現，都不斷深化着人類
對宇宙奧秘的認識，天文科學的每一項重
大成就，都極大豐富了人類知識寶庫。」

習近平表示，天文學與其他學科交叉
融合實現的每一次重大突破，都對基礎科
學乃至人類文明進步帶來現實和長遠的深
刻影響。他說，中國作為世界文明古國之
一，對天文學的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
「早在公元前 13 世紀甚至更早，中華民

族的先人就建立了天文台，中國至今仍保
存着世界歷史最長，最完整的天象記錄
。」

習近平說，90 多年前中國現代天文
學開始起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
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科學院建成了
完整的現代化天文台站運行體系，並在空
間天文和南極天文等重要前沿研究領域取
得重要進展。

習近平指出，改革開放 30 多年來，
中國不但打開國門搞建設，也打開國門開
展科技交流合作。他相信，本屆大會在中
國召開，必將對增進中國天文學家和各國
天文學家的友誼，促進中國與國際天文學
界的交流合作，推動中國天文學及相關學
科發展產生積極影響。此外，本屆大會還
必將激勵包括中國在內的世界各國充滿好
奇和求知慾望的年輕人，把他們關注的目
光投向燦爛星空，激發他們投身天文觀察
和天文學研究的濃厚興趣，投身當今世
界科學技術的創新實踐。

崔向群介紹稱，中國南極天文台所在的冰穹點A
（Dome A）是南極內陸最高點，海拔4000多米。她
說，雖然冰穹點A年平均溫度達零下58.7℃，是世界
年均溫度最低的地區，且含氧量僅為內陸的60%，但
卻擁有地球大氣擾動小，大氣透過率高以及可連續觀
測等獨特優勢，稱得上是目前全球地面上最好的天文
台址之一。

與美澳天文大國合作
事實上，由於南極特有的觀測條件，南極大陸已

成為國際天文科研的前線，世界各天文大國紛紛出台
和實施南極天文望遠鏡計劃。據悉，中國目前已確定
南極天文三大研究領域：第一，探索動態宇宙的 「時
域天文學」；第二，揭示暗物質暗能量本質的 「大視
場天文學」；第三，研究天體起源和演化、搜尋地外
行星系統、地外生命的 「紅外波天文學」。

崔向群說，從南極天文台選址伊始，中國就與美
國、澳洲等世界天文大國展開合作。她強調說，南極
天文台建成後，歡迎香港科學家開展科學研究，共享
研究成果。中國科學院院士葉淑華表示，由於每年可
供施工的時間不長，南極天文台建設需面對工期短等
問題。

港天文研究具國際優勢
葉淑華早年曾在香港生活將近7年，她告訴大公

報記者，儘管本港從事天文學研究的學者群體不大，
但卻普遍具備國際視野，香港天文學研究比較活躍。
在葉淑華看來，目前內地天文界研究具有很好的機會
，一方面是 「郭守敬望遠鏡」研製成功令天文科技躍
升，另一方面則是內地天文工作者研究思路寬闊，
「希望香港天文界能夠利用國際聯繫優勢與內地同行

進行合作。」
葉淑華說，儘管中國天文研究近年迅速發展，惟

與美國和歐洲等天文強國相比，中國仍處於國際天文
界 「第二軍團」。她說， 「中國天文界整體水平高於

韓國，與日本水平不相上下。」
統計數字顯示，中國在2009年和2010年連續投

入 2000 億元用於科技創新。國務院總理溫家寶早前
稱，中國要把握機遇，縮小與發達國家在經濟和科技
方面的差距。國際天文學聯合會主席 Robert 告訴本
報記者，在天文學研究領域中，中國不僅具備資金優
勢，更具有科技優勢，中國向科技領域投入更大財力
並不會意味着對美國等國家產生威脅。他評價說，中

國在國際天文界的 「後來居上」是整個人類的福祉，
將為人類認識宇宙做出巨大貢獻。

國際天文學聯合會於 1919 年 7 月在比利時布魯
塞爾成立，每三年召開一次大會。中國天文學會於
1935 年加入國際天文學聯合會。第二十八屆國際天
文學聯合會大會21日在北京開幕，會期11天，包括
香港大學理學院院長郭新在內的逾 2000 名天文學家
參會。

中國天文學源遠流長
【本報記者李理北京二十一日電】中國古代天文

學的成就主要有三個方面，一是天象觀察，二是儀器
製作，三是編訂立法。在天象觀察方面，河南安陽出
土的殷墟甲骨文中就有豐富的天文現象的記載。其中
於公元前240年作出的有關彗星的記載，被認為是世
界上最早的哈雷彗星記錄。

中國古代在創製天文儀器方面也做出了傑出貢獻
。中國最古老的天文儀器土圭，用來度量日影長短。
東漢張衡創製了世界上第一架利用水利推動運轉的渾
天儀。元朝郭守敬先後創製和改進了 10 多種天文儀
器，包括簡儀、高表、仰儀等。

據史料記載，中國古代曾上百次的改進曆法。郭
守敬編訂的《授時曆》通過三年多裡約兩百次的測量
，採用365.2425日作為一個回歸年的長度。這個數值
與現今世界上通用的公曆值相同，比歐洲早了近30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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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家之見

中科院院士葉淑華：
目前內地天文界研究

具有很好的機會，香港天
文界可以利用國際聯繫優
勢與內地同行合作

中國國家副主席習近平
出席第 28 屆國際天文
學聯合會大會開幕式並
致辭 中新社

中科院院士崔向群：
南極冰穹點 A 具備

大氣透過率高以及可連
續觀測等優勢，是地球
最佳天文觀測點之一

▲中國將在南極 「冰蓋之巔」 ——冰穹A建設首座境外天文台。圖為同樣位於南極冰穹A，正在建設中
的昆侖站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