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由國家發改委、住房和城鄉建設部、天津市人
民政府、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共同主辦的第三屆
中國（天津濱海）國際生態城市論壇暨博覽會21日
在濱海新區開幕。本屆大會延續 「生態城市創造和
諧未來」的永久主題，緊緊圍繞 「生態城市建設與
體制機制創新」的年度話題，力求探索出一套符合
中國國情、具有中國特色的生態城市建設與體制機
制，共同構建生態與經濟雙和諧的生態宜居城區。

作為中國首個以生態城市建設為主題的大型綜
合性展會活動，第三屆濱海生態論壇暨博覽會站在
更高的起點上，品牌影響力不斷擴大，其專業性、
實效性、國際性和體驗性與前兩屆相比都實現了綜
合式的飛躍，同時也雲集了國內外重要嘉賓、國際
知名專家學者、世界 500 強在華投資企業負責人的
關注。

22日，來自十多個國家和地區的近千名政府官
員、專家學者、國際組織和企業代表圍繞 「生態城
市建設與體制機制創新」的年度主題進行深入討論
，就可持續發展、全球氣候與能源、綠色智能建築
等重要課題進行廣泛探討。

據悉，本屆大會將持續到25日，期間還將舉行
國內外低碳生態城市發展現狀分析及展望，生態城

市與人居環境，綠色建築評價標準與實踐，綠色經
濟發展與創新等。同時國內開展試點工作的低碳省
市及國外生態示範城市的代表也將參加論壇和博覽
會，共商生態低碳城市發展大計。

據了解，同期舉行的博覽會累計展出面積近 8
萬平方米，參展的國內外生態城市、知名企業達
400 餘家次，多項商業對接活動共達成簽約、意向
協議金額達50多億元人民幣。在國內外產生了極大
反響，現已成為中國生態城市建設方面最重要的交
流與合作平台。

第三屆中國（天津濱海）
國際生態城市論壇暨博覽會在津開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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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永康：強化中土能源合作
訪問土庫曼出席中企座談

浙商現回歸潮 反哺家鄉

【本報訊】據新華社阿什哈巴德二十四日消
息：正在土庫曼斯坦訪問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中央政法委書記周永康當地時間23日在阿什哈
巴德考察了中石油土庫曼斯坦合作項目，勉勵企
業員工進一步深化中土能源合作，更多造福兩國
人民。

23日下午，周永康抵達中石油阿姆河公司後
，企業員工們立即以熱烈的掌聲歡迎這位石油戰
線的老領導。中石油總經理周吉平彙報了中土油
氣合作項目建設運營情況和發展規劃。隨後，周
永康與中石油阿姆河第一、第二天然氣處理廠和
南約洛坦天然氣處理廠的一線員工進行了視頻連
線。

周永康隨後發表了講話說，今天到中石油駐
土企業考察，有三點很深的感受：一是特別親切
。作為一名石油戰線的老兵，看到這麼多當年一
起奮戰的熟悉面孔，聽到這麼多石油行業建設運
營的熟悉數字，由衷地感到親切。二是特別興奮
。近20年來，中石油順利完成了各項目標任務，
特別是在 「走出去」中創造了輝煌業績，為國家
經濟社會發展作出了巨大貢獻。三是特別期待。
我期待中石油廣大員工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
，繼續發揚愛國、創業、求實、奉獻的大慶精神
、鐵人精神，為確保能源安全、保障市場供應作
出新的更大貢獻；期待中石油打造一支過得硬的
國際化人才隊伍產業大軍，努力創造新的輝煌。

石油老兵寄語中石油

據新華社阿什哈巴德二十四日消息：座談會上，周永
康說，土庫曼斯坦是中亞地區的重要國家，是我國重要的
能源合作夥伴。發展中土關係，關鍵要拓展務實合作。現
在，雙邊貿易額實現了跨越式增長，雙方能源戰略夥伴關
係日益鞏固，金融、技術等非資源領域的合作也呈現加快
發展的良好局面，可以說，中土經貿合作已經具備較為深
厚的基礎，雙方深化互利合作的潛力還很大，空間很廣
闊。

周永康指出，當前，世界主要發達經濟體增長乏力，
新興經濟體增長放緩，國際經濟環境趨緊。我國與包括土
庫曼斯坦在內的中亞國家經濟互補性強，雙方深化合作的
積極性也很高。中亞對我國擴大向西開放、拓展國際市場
、促進西部地區繁榮發展具有日益重要的作用，也為中國
企業進一步參與全球和區域經濟一體化提供了良好機遇。

對中企提出四希望
周永康就進一步提升中土務實合作水準對中資企業提

出了四點希望：
一要繼續夯實能源合作，按照兩國領導人達成的共識

，積極落實好現有氣田開發、管道建設和天然氣輸送等項
目，不斷豐富中土能源戰略合作內容；

二要大力拓展非資源領域合作，各企業應以中土雙方
簽署的若干經濟領域合作規劃為指引，充分發揮在設計施
工、設備製造、融資支持等方面的優勢，積極參與土各領
域項目的合作；

三要精心打造企業形象，維護國家聲譽，切實把好品
質關，不斷提升中國企業、中國產品和中國品牌的信譽度
，同時，要加強員工教育管理，遵守當地法律，尊重當地
風俗；

四要不斷提升企業國際競爭力，增強跨國經營能力。
目前中國企業正在經歷從規模大到實力強、從產品出口到
技術和管理輸出、從開拓國際市場到全面參與國際競爭的
關鍵時期。各企業應高度重視提升跨國經營能力，尤其要
注重在實踐中培養一批懂經營、善管理、熟悉當地情況的
國際人才隊伍，結合實際做好本地化工作。

履行社會責任參與公益事業
周永康最後勉勵中資企業更好地履行社會責任，積極

參與當地社會公益事業，列出項目、列出計劃、列出資金
，認真組織實施，更好地融入當地社會，努力當好中土睦
鄰友好關係的推動者、建設者、發展者，促進中土各領域
合作健康發展。

來自約30家中資企業的60名代表參加了座談會。中石
油、中石化、國家開發銀行、中國進出口銀行、華為公司
和江蘇國泰國際集團等6家在土中資企業負責人彙報了經營
發展情況、存在的主要問題和意見建議。

【本報訊】據新華社杭州二十四日消息：過去 30
多年間，千千萬萬浙江人離鄉創業；現今，千千萬萬個
浙商又回歸家鄉。回歸，成為750多萬名省外浙商的流
行語。

浙江省不久前公布的數據顯示：今年前六個月，全
省浙商回歸引進項目到位資金達708.67億元，同比增長
78%。短短半年，數百億元的 GNP 成為浙江經濟 「籃
子」中GDP。

經濟形勢需要「回歸」
浙江需要浙商 「回歸」和自身的經濟形勢密切相關

。今年上半年，浙江經濟增速僅 7.4%，再次低於全國
平均水準，在全國倒數第二。杭州、寧波、溫州的增速
分別為7.5%、7.1%和5%。

此外，產業發展與打拚創業的規律，也讓浙商自身
迫切需要回歸。新疆通嘉集團副董事長、浙江人陸彤亞
說，大量走出去的浙商完成了資本積累，正面臨着新的
產業轉移；曾憑着韌勁和拚勁闖天下的浙商大多已經五
六十歲，遇到了 「交接班」這個巨大的考驗。

研究人員認為，複雜的國內外經濟形勢，讓省外浙
商無論在貸款還是項目的推進上，都不再如昔日那般如
意。

把新興產業帶回家
浙江省委副書記李強認為，浙商回歸反哺家鄉，是

浙江經濟轉型升級和浙商轉型發展的客觀要求。
浙江省目前正實施 「騰籠換鳥、退低進高」政策。

「這似乎是為浙商回歸準備的，我們也要做好轉型升級
準備，把新興產業帶回家。」在外省創業的紹興人謝忠
華決定把技術密集型的爆破公司設在家鄉。

《浙商》雜誌對9位省外浙江商會會長所做的調查
顯示：多數人把現代農業、服務業等新興產業列入回歸

投資計劃。
據海鹽縣統計，全縣上半年 19 個浙商回歸項目中

，新興產業數量、投資額分別佔47%和36%。
浙江省委書記趙洪祝希望，省外浙商把資本積聚起

來，抓住家鄉發展大好機遇，投入浙江 「四大建設」
（即推進創新型大企業、構築科技發展大平台、實施科
技創新大項目和營造科技創新大環境）及海洋經濟發展
示範區建設等工作中，推動 「浙江人經濟」和 「浙江經
濟」融合發展。

「中國傳統文化中歷來重視衣錦還鄉。回鄉創業帶
來的不僅有物質上的滿足，更多的是精神上的榮譽感和
慰藉感，這是身在異鄉無法感受到的。」上海市浙江商
會執行副會長張國標說。

【本報訊】當地時間9月22日深夜，中共
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書記周永康抵達阿
什哈巴德，開始對土庫曼斯坦進行正式友好訪問
。周永康於當地時間23日出席了在土中資企業
座談會並講話，他強調要繼續夯實中土能源合作
，落實好現有氣田開發、管道建設和天然氣輸送
等項目，同時要大力拓展非資源領域合作。

▲土庫曼對華供天然氣累計已逾300億立方米
。圖為工作人員在安裝天然氣管道 網絡圖片

▲當地時間9月23日，正在土庫曼斯坦進行正式友好訪問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
法委書記周永康出席在土中資企業座談會並講話 新華社

【本報訊】本報綜合媒體消息
：國防大學副教授房兵表示，中國
首艘航母昨天交付的新聞只是傳聞
，但預料航母可望在 「十一」前服
役。

內地一些網站昨天報道，23日
下午 4 時許，這艘航母在大連舉行
交船儀式，不少人推測中國首艘航
母已交付海軍。

房兵認為，網友可能是拍到排

練照片。
中國船舶重工集團公司辦公廳

主任、新聞發言人劉鄭國也表示，
航母具體交付時間還需等待， 「那
些傳聞都不實」。

此外，空軍少將喬良今天說，
中國首艘航空母艦已擁有艦載機，
而且性能良好。

話你知
2007 年 7 月

17 日，中國石油
天然氣集團公司
分別與土庫曼斯

坦油氣資源管理利用署和土庫曼斯坦國家
天然氣康采恩，在北京簽署了中土天然氣
購銷協議和土庫曼阿姆河右岸天然氣產品

分成合同。目前產自土庫曼斯坦境內的天
然氣向中國累計供氣已突破300億立方米，
相當於2011年全國天然氣消費總量的1/5。

來自土庫曼斯坦的天然氣，惠及了西
氣東輸二線沿線和東南沿海 15 個省市自治
區，受益人口 4 億多人。向國內供應的 300
億立方米天然氣，可減少二氧化碳排放 1.3
億噸、二氧化硫排放144萬噸、煙塵排放66
萬噸和氮氧化物排放36萬噸。

中土能源合作

【本報訊】據中評社北京二十四日消息：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書記周永康
22 日訪問阿富汗，引起外媒廣泛關注。據法
新社報道，此次事先未公開的罕見訪問持續了
4個小時，表明在2014年北約和美國軍隊撤離
阿富汗之前，中國加緊了對阿富汗影響力的爭
奪。

法新社 23 日以 「中國高官對阿富汗進行
里程碑式的訪問」為題報道稱，周永康對阿富
汗的訪問旨在推動兩個鄰國之間的關係。

路透社 23 日稱，中國高官訪阿前，喀布
爾發生抗議美國羞辱穆斯林影片的暴力示威。
因此，周永康和阿富汗總統卡爾扎伊的會談在
嚴格安保環境下進行的。據中國官方媒體披露
，中方與阿富汗簽署了增強安全和經濟合作協
議，其中包括一項幫助阿富汗 「訓練、資助和
裝備警察」的協議。路透社稱， 「該協議被視
做北京在 2014 年前加強影響力的舉動」。阿
富汗警察部隊現有 14.9 萬人，正在接受北約
聯軍的培訓。

「隨着美國與北約部隊 2014 年撤出阿富
汗的期限來臨，北京近來加強了與阿富汗的外
交互動，爭奪對這個重要戰略據點的影響力」
，法新社的評論代表了不少西方媒體的觀點。
報道稱，今年6月，卡爾扎伊訪華參加上合組
織峰會，中阿宣布將兩國關係提升至戰略合作
夥伴關係。中國與阿富汗陸地接壤，中國新疆
的分裂勢力被認為同巴基斯坦和阿富汗境內的
恐怖組織有關聯，卡爾扎伊承諾將與中國合作
打擊地區恐怖主義和極端主義勢力。在這次會
議上，阿富汗被接受為上合組織觀察員國。

路透社還分析稱， 「資源緊缺的中國熱心
於投資阿富汗自然資源礦藏」。報道稱，中國
在阿富汗已經贏得了重大油田和銅礦的開採權
，美國五角大樓預測，中國在阿富汗投資的礦
藏價值達到1萬億美元，阿富汗安全局勢惡化
嚴重影響了中國投資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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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方或將幫助阿富汗 「訓練、資助和裝備警察」
網絡圖片

中國航母尚未正式交付

▲浙江省希望浙商能積極投入推進創新型大企業、
構築科技發展大平台等 「四大建設」 ，圖為浙江吉
利汽車有限公司杭州灣工廠 網絡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