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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巡01在滬列編入役

【本報記者黃裕勇廣州十六日電】經過
2012年的溫和上漲後，2013年人民幣重新進
入快速升值通道，嚴重影響了出口企業的經
營。為避免損失，廣交會上有參展企業已將
一月一調的價格縮短為現在的七天一改。廣
交會上有參展商直言： 「這是慢慢在割企業
的肉」。

據悉，今年人民幣對美元匯率中間價和
即期價已多次創下匯改以來新高，人民幣中
間價從今年1月4日6.2897已升至目前的
6.2506，到現在已破6.1水平，累計升值幅度
已達0.46%，而在去年全年累計升幅也不過
0.25%。

專做開關產品的溫州商人付運告訴記者
，他當前正遭受匯率損失，有一筆10多萬美
元的應收貨款，貨值60多萬人民幣，但因為
近期人民幣升值，將有一個百分點約6000多
元人民幣損失。

佛山市蒙娜麗莎實業公司出口部經理韓
昭盛說，人民幣升值對於企業而言無異於 「
溫水煮青蛙」，屬於慢慢割肉。一點點侵蝕
並不豐厚的出口利潤。

面對人民幣升值，廣交會企業最直觀的
反應就是修改報價，北京市建築材料進出口
有限公司負責人劉勇透露，公司報價已從過
去的一月一調，變成現在七日一調。 「從北
京出發時制訂的廣交會報價，到廣州後已臨
更改」。

現在的中國出口企業也更多的選擇從品
牌推廣、產品創新、企業經營模式創新等領
域對沖匯率風險。中國家電大型企業海信的
國際營銷市場部經理張燁就稱，人民幣升值
對於海信而言已經屬於長期要面對的常規問
題，為此，海信只能提升品牌，爭取在海外

市場更大的話語權。此外，海信還從提高生產和管理效率，以
降低生產成本，應對匯率變動對利潤的吞噬，為此，海信在集
團層面成立專門的管理部門，以提升效率與自動化水平。

【本報記者楊楠上海十六日電】16日清晨8時
許，本報記者在上海海事局許可之下，趕在列編
儀式之前登上了船身龐大的 「海巡01」輪，親身
感受這艘5000噸級公務船的威武，並向駕駛艙、
前甲板、輪機艙、直升機組、搜救甲板等負責人
詳細了解 「海巡01」船載裝備的先進之處，實地
揭開中國海事新旗艦的神秘面紗。

「海巡01」輪船載機機長告訴本報記者，該
船的大型飛行甲板設計出色，非常便利直升機起

降，如果將第一架機摺疊旋翼並置於飛行甲板側
邊，空餘位置甚至可供第二架機起降。該輪當日
搭載的直升機為意大利阿古斯特公司最新款A109S
型海事直升機，該機有效載荷大，航程遠，最佳
巡航速度達135海里／時，目前已成為中國政府公
務機的代表。

除直升機外， 「海巡01」輪還配備了大型消
防水炮，射程可達150米，流量可達每小時1800立
方米，分別布設在頂層甲板煙兩舷，外形十分

威武；而其後甲板安裝的1部功率強大的拖曳絞車
，配備800米鋼纜，可應急拖航10萬噸級的船舶；
其前後甲板則安裝了4部進口的液壓摺疊吊車，身
形修長，最大起重能力卻可達到7.6噸，能遂行多
任務作業。

此外， 「海巡01」輪自動化程度也很高，船
員僅約30人左右，船舶駕駛和操控一般由2人完成
即可。在該輪寬敞的指揮中心內，記者注意到，
中心的數字化平台可視頻監控船上及四周情況。

遠海航行，體力是保證。記者在 「海巡01」
輪的廚房內看到，廚房設備一應俱全，不遜於專
業飯店，而其用餐環境亦溫馨舒適，可大大緩解
海上疲勞。

【本報記者楊楠上海十六日電】懸掛滿
旗的中國海事旗艦 「海巡01」輪16日晨靠泊
上海北外灘碼頭，現場隨後舉行了隆重的升
國旗、交船簽字、升中國海事旗儀式，宣告
該船正式列編上海海事局。上午10時30分許
「海巡01」緩緩駛離碼頭，開始了它維護祖

國海上生命線暢通的莊嚴使命。
當日宣布正式入役口令後，在 「海巡01

」輪起錨的同時，船載直升機亦轟鳴起飛，
低空繞飛並頻頻表演貼水飛行、空中懸停等
專業飛行動作。當 「海巡01」輪航至外灘水
域時，直升機還首次進行了船舶航行中的
船，完美地穩穩降在甲板上，引發外灘眾多
遊客大聲喝彩。

5000噸級的中國海事巡航救助一體船 「
海巡01」輪，是目前中國海事部門船舶規模
最大、裝備最先進，兼備海事巡航監管和救
助功能的綜合執法船，總長128.6米、船寬
16米，排水量5418噸，續航力大於10000海
里，可同時搭載200名獲救人員，該輪具備
較強的信息收集處理和傳輸、綜合指揮、海
事監管、人命救助、遇險船舶拖帶、對外消
防滅火作業、海面溢油回收能力及夜間搜尋
能力，可對遇險船舶實施封艙、堵漏、排水
等專業救助。 「海巡01」輪投入使用後，可
有效增強我國在保障海上運輸安全、組織實
施海上人命救助、保護海洋環境等方面的能
力。

將成海事巡航執法主力
記者了解到， 「海巡01」輪的具體職責

包括日常巡航、海上應急事件處置兩部分。
在日常巡航方面，該船將重點巡查、監

督船舶遵守有關航路、船舶定線制、交通管
制等安全管理規定的情況；通航水域是否存
在沉船、沉物及礙航漂浮物情況；船舶、設
施是否有違法排放污染物情況；助（導）航
標誌、設施是否完好，是否存在影響航標正
常效能的情況；船舶是否遵守水上無線電通
信有關規定；以及海岸電台、AIS、VTS等
系統工作效能等；並根據協查通告，核查過
往船舶。

在應急處置海上突發事件方面，該船的
職責包括對外發布有關航行安全和極端危險
天氣預警信息；承擔搜救行動現場指揮任務
，並積極參與並組織相關搜救力量開展水上
人命搜救工作；承擔海上防污染應急處置的
現場協調和指揮任務，開展必要的油污清除
工作；此外亦承擔颱汛等季節的海上應急值
守任務，以及重要活動期間的水上交通組織
和保障工作。

「海巡01」輪的建造是中國實施海事巡
航監管、人命財產救助一體化試點的重要標
誌，計劃今年出訪澳洲，途中順訪東南亞多
個國家。

【本報實習記者陳若菲廣州十六日電】商務部歐洲司副處
長郭旭16日在 「廣交會（俄羅斯）國際市場論壇」上透露，俄
將推出一攬子優惠政策，大力開發遠東地區，加強與亞太國家
合作，中國企業 「機遇難得」。

郭旭指出，俄羅斯現將大力開發遠東地區，加強與亞太國
家合作，擬投入3700億美元加強遠東地區基礎設施等建設，並
設立遠東發展部，將出台稅收、用地等一攬子優惠政策，中國
企業 「機遇難得」。

商務部外貿司副司長江帆透露，中國將從擴大雙邊貿易規
模、拓展邊境貿易、提升貿易環境3方面落實兩國合作規劃，
並推動兩國企業協會類組織合作，促進中小企業發展對俄貿
易。

廣交會不少參展商亦看好俄羅斯市場。金牛管業銷售經理
周璇告訴記者，公司數年前就開始對俄出口，因俄前20年發展
停滯，當下對建材、工程機械等產品需求極大，市場前景廣闊。

但俄羅斯作為新興市場 「有機遇也有挑戰」。曾在俄從事
1年貿易工作的卡帝士門業經理方益君說，由於當地市場幾乎
全被中國產品佔據，俄本土對中國企業並不友好，貨品 「清關
」問題頻出。郭旭建議，企業吃透俄現行法規，依法維權，切
勿付費 「灰色清關」。若合規通關遭遇刁難，可妥善保留證據
，向中國領事館求助。

【本報訊】據中新網十六日消息：據國家海洋局網站消息
，從今年起， 「蛟龍」號載人潛水器將進入試驗性應用階段。
據悉， 「蛟龍」號2013年試驗性應用航次分為3個航段，計劃
今年6月初起航。目前， 「蛟龍」號載人潛水器本體、船舶與
水面支持系統準備工作正在按計劃進行。

據了解，第一航段43天，計劃於今年6月初從青島起航，
主要在南海特定海域開展定位系統的試驗，同時兼顧南海深部
科學計劃開展科學研究。

第二航段42天，預計7月中旬於廈門起航，主要在中國大
洋協會多金屬結核合同區進行海底視像剖面調查和取樣，為底
棲生物多樣性和結核覆蓋率估算提供視像資料和樣品，同時開
展常規環境調查，收集環境基線數據，履行與國際海底管理局
簽訂的《多金屬結核勘探合同》義務。

將參與海底礦藏勘探
第三航段28天，計劃在西北太平洋富鈷結殼資源勘探區開

展近底測量和取樣，為參與海山區環境管理計劃提供技術
支撐。

「蛟龍」號試驗性應用階段的任務安排將堅持安全第一、
由易到難、由簡到繁的原則，通過發揮 「蛟龍」號的獨特技術
優勢，為中國海洋科學研究及大洋資源調查提供重要的技術支
撐。

同時，進一步檢驗、完善 「蛟龍」號的作業能力和作業規
程，培養業務化運行所需的專業人才隊伍，探索建立中國大型
深海裝備公平、公正、高效的應用機制。

目前， 「蛟龍」號載人潛水器本體、船舶與水面支持系統
準備工作正在按計劃進行。

據悉，幾年來， 「蛟龍」號載人潛水器相繼完成了1000米
級、3000米級、5000米級海試。去年7月， 「蛟龍」號在馬里
亞納海溝試驗海區創造了下潛7062米的中國載人深潛紀錄，同
時，也創造了世界同類作業型潛水器的最大下潛深度紀錄，海
底作業技術和能力得到驗證，實現了中國深海技術發展的新突
破和重大跨越。開展試驗性應用，發揮 「蛟龍」號技術優勢，
是加快 「蛟龍」號業務化運行的必由之路，有利於提升對深海
大洋的認知水平。

▲4月13日，紹興市老中青書法愛好者和中小學生近千人共同潑墨揮毫，用書法形式抒展自已對 「中國夢」
和對美好生活的嚮往 中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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蛟龍6月起進試驗階段

設計出色 方便直升機起降

俄將推優惠計劃
華企機遇難得

【本報訊】 「中國夢首先是中國人
的夢，不會妨害任何國家圓夢」 ，中國
人民大學特聘教授王義桅16日在北京
作出闡釋： 「中國夢」 首先應該是 「中
國人的夢」 ，其次是 「中國的夢」 ，最
後還應該有 「中華文明夢」 。

據中新社北京十六日消息：由中國察哈爾學
會主辦的 「察哈爾圓桌：超越海洋文明」論壇當
天在北京舉行。察哈爾學會高級研究員、中國人
民大學特聘教授王義桅闡述了自己對 「中國夢」
的理解。

「中國夢」描述中國發展新態勢
王義桅認為， 「中國夢」概念的提出本身就

是一個進步。前些年中國提出要 「和平崛起」，
結果在西方話語體系中被貼了挑戰現存國際秩序
的標籤，中國再談 「和平發展」，但這個概念沒
有包括國內民眾的關切。 「中國已成為國際體系
重要成員，用一個新的、國內和國際都能認可的
概念來描述中國的發展態勢是必要的， 『中國夢
』這個概念的提出可謂正當其時。」

但他同時提出，國際上有些媒體對 「中國夢
」這個概念存在誤解。王義桅近日在中國媒體撰
文，歸納出國際上存在的對 「中國夢」理解的十
大誤區，其中包括 「中國夢要取代美國夢」、 「
中國夢表明中國拋棄共產主義理想」、 「中國夢
就是中國崛起夢」、 「中國夢是中國的自由民族
主義」等論調。

王義桅就此表示，不僅中國有 「中國夢」，
美國也有美國的夢、歐洲有歐洲夢，非洲有非洲
夢。不同國家和民族的夢之間有共通之處，但也
存在明顯差異，這本來就是世界多元的表現。 「
如果世界上所有國家都按照美國的標準圓夢，那
麼全球資源承載量就無法滿足。」

「中國夢」不與他國對抗
王義桅認為， 「中國夢」從來不是與他國對

抗的夢，而是創新、包容且富有活力的世界發展
之夢。中國夢首先是 「中國人的夢」，也就是實
現國內人民的幸福安康；其次是 「中國夢」，也
就是實現國家的富強民主；再有就是 「中華文明
夢」，也就是在中國經濟發展的同時，中華文明
要有世界擔當，為全人類提供精神財富。

【本報訊】據中新社北京十六日消息：中共中央
黨校黨史教研部副主任謝春濤16日在北京分析 「中國夢
與中國共產黨執政新趨勢」時指出，新一屆中共中央
領導集體提出以 「中國夢」凝聚人心，沒有意識形態
色彩，體現極強包容性，符合當今中國社會各階層和
全球華人空前多樣化的需求。

謝春濤觀察分析稱，新一屆中共中央領導集體執
政風格體現出六個新趨勢。

首先，用 「中國夢」凝聚人心。謝春濤認為，將
「中國夢」闡釋為 「讓中國人民共同享有人生出彩、

夢想成真的機會」，包含民族復興之夢，更包含每個
人、每個階層不同的夢想，淡化意識形態色彩，體現
極強的包容性，更容易被全球華人接受，凝聚所有中
國人。第二，強調深化改革。謝春濤指出，2013年兩會
已通過對政府機構、職能改革，並正醞釀 「廢除某
些審批制度」，以解決企業在投資、合作中遇到的困
擾，促進經濟更快速發展。

第三，健全法制，讓公民對法制有信心。謝春濤

指出，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十八大前後多次強調 「
憲法和法律的權威」，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強調 「
政府必須依法執政」，都體現出 「保障公民權利，讓
公民對法制有信心」的決心。

第四，力解決民生問題，促進和諧發展。謝春
濤指出，新一屆領導集體強調 「人民的期待就是努力
的目標」，解決民生問題，目標是縮小貧富差距，對
促進和諧社會發展有積極作用。

第五，狠抓作風，大力反腐。謝春濤說，他注意
到，中央改進作風 「八條規定」實施後，公款消費大
幅減少，網上實名舉報很快就能收到回覆，民眾反腐
信心更足。

第六，廣泛交流，共謀和平發展。謝春濤指出，
新一屆領導集體在 「實現和平環境下共謀發展」的目
標指引下，更重視廣泛發展與國際社會的聯繫，以更
開放的姿態，推進經濟、文化等多方交流。另一方面
，中國外交也體現出 「不能在核心利益上無限度忍讓
」的新特點。

中國夢體現極強包容性

▲人民幣匯率再上漲，海外採購商在廣交會上也愁眉緊
縮 本報記者黃裕勇攝

▶A109S型直升機的飛行表演迎來了不少
喝彩

本報記者楊楠攝

▲ 「海巡01」 在滬交船並正式列編出航 本報記者楊楠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