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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
主席胡錦濤18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委員劉
延東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天津市委書記張高麗等陪
同下，到天津一些高新技術企業，就實施創新驅動發展
戰略進行調研，同幹部群眾共商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
、保持經濟平穩較快發展大計，勉勵大家同心協力，以
優異成績迎接黨的 「十八大」 勝利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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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福建省政府新聞辦公室的邀請，來自17個國家和
地區的22家海外華文媒體的29名記者，18日開始了在
閩6天5個地級城市的採訪行程，首站就是當前平均一天
投資一個億超速度發展的平潭（對台）綜合試驗區。如
今，站在這個大陸距離台灣本島最近的島嶼上，每一個人
都可以明顯地感受到它在中央和閩省高層心目中的特殊地
位和超乎想像力的前進速度。 本報記者 蔣煌基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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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 蔣煌基
在《平潭綜合實驗區總體發展規劃》中，發展海洋經濟，構築兩

岸海上直航通道，是平潭開發建設的兩個重要內容。
據介紹，自去年11月30日開通 「平潭—台中」海上直航主通道

後，台北航運界目前已啟動了台北港旅檢大樓等配套設施建設，擬出
台新規鼓勵兩岸海上直航交通企業合作。平潭亦正在積極對接，添置
船隻，爭取今年冬季開通台北航線。

根據規劃，平潭全島開放，將採行 「一線」放寬、 「二線」管住
、人貨分離、分類管理的管理模式。據介紹，平潭的港口經貿區位於
海壇島西南部和東部，主要包括金井灣組團、吉釣港組團和澳前組團
等，重點發展保稅加工、保稅物流、貨運代理、轉口貿易及港口物流
業，建設商貿、海產品加工及台灣農產品交
易中心。

作為港口經貿區的重要組成部分，平潭
金井作業區吉釣港1#－5#泊位正加緊施工
。平潭的吉釣港將以對台深水貨運碼頭作為
依託，重點發展對台港口航運、保稅加工、
保稅物流、貨運代理、轉口貿易等。

作為平潭發展藍色經濟的重要支撐，平
潭海洋大學已於今年初啟動籌建工作。平潭
海洋大學將以培養海洋新興產業發展急需緊
缺人才為重點，建設海洋科學類、水產類和
海洋工程類等學科群，適應現代海洋產業、
臨港產業、服務業發展的需要。

為什麼要在平潭島做如此之大的投入？這幾乎是本次海外華文媒體記
者共同關心的問題。福建省人民政府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黃端這樣對記者
說：香港和澳門回歸祖國後，祖國和平統一的重要任務就剩下台灣了。深
圳和珠海兩個特區在香港和澳門回歸祖國的進程中發揮了很好的平台作
用，今天為了繼續深化深港、珠澳交流，中央又分別設置了 「前海特區」
和 「橫琴新區」。同樣，中華民族要實現和平統一大業，深化內地與台灣
的交流合作，前沿在福建，要衝就在平潭。

比特區更特
從福州走福廈高速公路在福清漁溪轉入漁溪至平潭高速公路，只一個

多小時就來到平潭跨海大橋頭。接近平潭的道路兩旁，各式建築及工程機
械的廣告牌接連不斷，一切似乎都在告訴我們平潭已經進入了一個大開發
的時代。

2009年5月，國務院出台《關於支持福建省加快建設海峽西岸經濟區
的若干意見》，明確提出： 「在現有海關特殊監管區域政策的基礎上，進
一步探索在福建沿海有條件的島嶼設立兩岸合作的海關特殊監管區域，實

行更加優惠的政策。」
平潭，正是這一特區的最佳選擇。
據介紹，自2009年7月平潭綜合實驗區成立以來，先後有21位中央領

導人和部分民族黨派中央領導，以及160多位部級領導上島考察，30多個
國家部委陸續赴平潭調研，研究賦予平潭具體政策。

2011年初，「加快平潭綜合實驗區開放開發」相繼寫入國家「十二五」規
劃綱要和《海峽西岸經濟區發展規劃》，平潭開放開發上升為國家戰略。

2011年11月，國務院批覆《平潭綜合實驗區總體發展規劃》，同意平
潭實施全島開放，在通關模式、財稅支持、投資准入、金融保險、對台合
作、台胞就業生活、土地配套等方面，賦予平潭比經濟特區更加特殊、更
加優惠的政策。

作為全國首個面向台灣的兩岸交流綜合實驗區，中央賦予了這個四倍
於港島面積的平潭 「比特區更特」的戰略地位和使命。

而福建省提出積極探索 「共同規劃、共同開發、共同經營、共同管
理、共同受益」的兩岸合作新模式，並在這裡建設一個機制先進、政策開
放、文化包容、經濟多元的現代化、國際化綜合實驗區。

平潭縣工作人員向大公報記者透露，目前平潭正在積極爭取中央賦予
特別立法權，在實驗區探索創新機制體制。平潭，將被打造成對台交流合
作前沿平台的 「樣板房」。

超常規推進
如今的平潭，就像是一個龐大的工地，到處是塔吊、打樁機和腳手

架。據平潭縣政府部門工作人員介紹，今日平潭，各項開發建設正以超常
規、不計成本地推進，彰顯 「一天一個億、一天一個樣」的 「平潭速
度」。今年計劃完成投資600億（人民幣，下同），力爭 「十二五」完成
投資2500億以上的投資建設力度，平潭的未來比夢更美。

當地幹部至今一直津津樂道的 「頂層設計」，也在強調着平潭正在進
行着 「高起點、高標準、高水平」規劃開發。

除海峽大橋、漁平高速公路提前通車外，福州至平潭的快速鐵路及跨
海公鐵大橋、長平高速公路、環島公路一期等項目均已開工；中心商務
區、港口經貿區、高新技術產業區、科技研發區、文化教育區、旅遊休閒
區等功能區塊漸次顯現，現代化的低碳生活展露雛形。

根據規劃，平潭將重點發展高新技術產業、現代服務業、海洋產業、
旅遊業和教育文創等產業，構件低碳、智慧、生態、高附
加值的高端產業體系。目前，動工建設的各項產業基
地已吸引了一批優質產業在平潭積聚。總投資73億
元人民幣的協力科技產業園、16.4 億美元的
平潭科技產業園、150 億元人民幣的
「海峽如意城」城市綜合體等項目已
動工建設，中華電信「智
慧平潭」等項目已經落
地。

今冬開通至台北海上航線今冬開通至台北海上航線

平潭正在以平潭正在以 「「一天一個億、一天一個億、
一天一個樣一天一個樣」」 的的 「「平潭速平潭速
度度」」 推進基礎設施建設。圖推進基礎設施建設。圖
為已經建成通車的平潭跨海為已經建成通車的平潭跨海
大橋大橋 （本報資料）（本報資料）

▲去年五月，國務院副總理李克強（前排左二）在福建省委書記孫春▲去年五月，國務院副總理李克強（前排左二）在福建省委書記孫春
蘭（前排左三）、省長蘇樹林（二排左一）的陪同下視察了平潭島蘭（前排左三）、省長蘇樹林（二排左一）的陪同下視察了平潭島

（本報資料）（本報資料）

◀◀華文媒體採訪團華文媒體採訪團
一行參觀平潭城市一行參觀平潭城市
綜合管網展示館。綜合管網展示館。
據介紹，平潭將以據介紹，平潭將以
每公里造價每公里造價 15001500
萬元的高水準鋪設萬元的高水準鋪設
一百多公里一百多公里 「「地下地下
大動脈大動脈」」

（蔣煌基攝）（蔣煌基攝）

◀◀華文媒體採訪團華文媒體採訪團
參觀由香港世茂集參觀由香港世茂集
團、恆基兆業、新團、恆基兆業、新
鴻基地產、遠雄集鴻基地產、遠雄集
團和台灣東元集團團和台灣東元集團
等五大華人地產領等五大華人地產領
袖合力打造的兩岸袖合力打造的兩岸
首個經濟一體化示首個經濟一體化示
範城範城──海峽如意海峽如意
城沙盤城沙盤（蔣煌基攝）（蔣煌基攝）

【本報訊】世界銀行前副行長、北京大學教
授林毅夫 19 日在南京舉辦的海峽兩岸企業家紫
金山峰會上，對各種 「唱空中國論」一笑置之，
他重申其觀點：中國有能力維持20年8%的經濟
增長率。

據中新社報道，林毅夫對目前世界宏觀經濟
形勢表示悲觀。他認為， 「發達國家的經濟很可
能陷入漫漫長夜，未見天明。2008年爆發金融危
機，發達國家到現在失業率還是很高，經濟增長
疲軟，歐債危機成為關注的焦點。如果不進行結
構性改革，降低工資福利，減少政府赤字，增加
競爭力，任何措施都只是止痛藥，危機只能解除
一時，再度席捲來時，可能比上一輪更加嚴重。」

但對於外界基於中國內地經濟連續六個季度
經濟增長率跌破 8%而興起的各種 「唱空中國論

」，林毅夫卻持否定態度。他認為，中國改革開
放以後經濟發展的軌跡、道路和東亞經濟體走的
道路一樣，既然日本、新加坡、韓國能夠維持
20 年 7.6%到 9.2%不等的經濟增長率，中國就有
能力維持20年8%的增長率。

基建項目有利經濟穩定
他看好中國經濟的理由是，中國還是中等發

達經濟體，產業升級的空間非常大，大城市的基
礎設施還有待改善，城市化、環境、社會保障功
能，這些項目是投資回報非常高的項目。中國財
政狀況從全世界來看是非常好的。

林毅夫表示，最近中國批准了新一輪基礎設
施建設項目，他預測中國經濟在今年第四季度應
該可以止穩回升。

林毅夫預測中國四季度經濟回升

據新華社天津十九日消息：天津力神電池股份有限公司主要從事
鋰離子電池的研發、生產。2000年6月，胡錦濤曾到這家剛投產不久
的企業考察。當時的力神公司只是一個規模很小的高科技企業，公司
員工不到 200 人，產能 500 萬隻、400 多萬安時，產品只有兩種。經
過10多年的努力，力神公司已經發展成為內地重要的鋰離子電池生
產企業，產能達到4.5億隻、7億多安時，產品有140多種，80%產品
出口。胡錦濤興致勃勃地考察了這家企業的全自動生產線和琳琅滿目
的產品展廳。

詢電動大巴性能
該企業負責人向總書記匯報，力神公司這些年的發展主要得益於

自主創新，目前公司已擁有一批自主知識產權。胡錦濤說： 「看到你
們企業壯大了、發展了，一派欣欣向榮的景象，我感到十分欣慰。你
們的實踐表明，要把 『小電池』做成 『大產業』，必須不斷提高科技
創新能力。」車間外停放着幾輛使用力神公司動力電池的電動公交車
。胡錦濤饒有興趣地登上車，仔細察看車內設施，從電池成本、使用
壽命、充電時間、充電一次行駛里程，問到車輛行駛最高時速，同企
業負責人探討起電動汽車的推廣問題。總書記語重心長地說，新能源
是具有廣闊發展前景的戰略性新興產業。希望他們面向市場需求，推
進自主創新，着力攻克核心關鍵技術，使鋰離子電池的性能不斷提高
、成本不斷降低，在推動中國新能源產業發展中再創佳績。

觀曙光超級電腦
曙光信息產業股份有限公司是從事高性能計算機和通用服務器研

發、生產的企業。在曙光品牌體驗中心，胡錦濤參觀了陳列的產品，
詳細了解企業科研、生產情況。曙光公司依託雄厚的科技實力，研製
出超百萬億次、超千萬億次等一批高性能計算機。

得知這些情況，總書記稱讚曙光公司走出了一條高新科技成果產
業化的成功路子。

在企業生產車間，胡錦濤來到生產線旁，觀看高性能計算機的生
產過程，同員工親切交談。看到幾位科技人員正在對最新研製的曙光
高性能計算機進行調試和測試，總書記走過去，向他們詢問這一型號
產品的性能、應用和市場銷售前景。

胡錦濤強調，實現創新驅動發展，最關鍵的是要促進科技與經濟
緊密結合。他希望曙光公司堅持走中國特色自主創新道路，把握經濟
社會發展需要，瞄準世界信息技術發展前沿，加大研發力度，加快成
果轉化，努力推出更具技術優勢和市場優勢的高性能計算機，為推動
中國信息化建設貢獻更大力量。

勉同心協力迎接十八大

▲國家主席胡錦濤18日在天津曙光信息產業公司考察，了解高性能計算機的研發、生產情
況 新華社

三沙市編制 「十二五」 規劃
據悉，三沙市正在着手編制 「十二五」規劃，提升

三沙的基礎設施水準，包括交通、生態保護等內容。三
沙市成立以來，已有4個重點項目相繼動工，其中生態
環境保護項目佔了3個。

今年 8 月 25 日，三沙市永興島污水處理及管網工
程、西沙群島垃圾收集轉運工程同時動工建設，兩個項
目共投資 5000 多萬元，建成後可實現日轉運垃圾能力
20噸，日處理污水能力1800噸，基本符合西沙軍民的
需求。另一個生態環境保護項目是有關島嶼海岸整治修
復與保護工程，於9月14日開工建設。 （新華社）

▲第六屆中國國際安全生產及職業健康展覽會18日
在北京舉行。會場裡展示煤礦井下安全避險控制系
統、工業安全動態監控及預警預報系統等技術裝備
。圖為參觀者在展會上觀看個人防護用品 新華社

【本報訊】國務院總理溫家寶 19 日前往
比利時布魯塞爾出席第十五次中歐領導人會晤
，並對比利時進行正式訪問。

據中新社北京十九日消息：溫家寶此行主
要陪同人員有：外交部部長楊潔篪，國家發展
和改革委員會主任張平，科技部部長萬鋼，財
政部部長謝旭人，商務部部長陳德銘，中國人
民銀行行長周小川，國務院研究室主任謝伏瞻
，國務院副秘書長、溫家寶總理辦公室主任項
兆倫，外交部副部長宋濤，國務院研究室副主
任田學斌。

溫家寶將與歐洲理事會主席范龍佩、歐盟
委員會主席巴羅佐共同舉行第十五次中歐領導
人會晤，出席歐方的歡迎宴會，並出席第八屆
中歐工商峰會。中歐擬簽署關於科技、反壟斷
、低碳及可持續發展合作等領域的多項文件。

外交部副部長宋濤此前表示，中方希望通
過此次會晤實現三個目標。一是堅持戰略互信
，對外釋放積極信號，為中歐關係發展指引方
向。二是促進互利合作，從長遠和戰略角度對
中歐合作的各個領域進行統籌規劃，為中歐關
係發展注入動力，推動世界經濟早日復蘇。三
是妥善處理分歧，提振雙方合作信心，促進中
歐關係健康發展。

分析人士認為，在目前中歐雙邊貿易形勢
堪憂、歐盟對華光伏產品發起反傾銷調查的背
景下，此次會晤將是中歐以理性眼光妥處分歧
的平台，有望提振信心，促進互利合作。中歐

應共同努力，反對貿易保護主義，創造新的貿易與投資
機會。

除參加中歐領導人會晤外，溫家寶還將訪問比利時
，並與首相迪呂波舉行會談，就中比關係、中歐關係以
及雙方共同關心的重大國際地區問題交換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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