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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在蜿蜒的海岸线，一口口深海
养殖网箱点缀在万顷碧波上，放眼望
去犹如浪花串起的黑珍珠，成群的军
曹鱼、金鲳鱼浮游水面争相啄食，场
面蔚为壮观。这里就是亚洲最大的
深海网箱养殖基地——海南省临高
县，当地人把这一口口网箱称作“聚
宝盆”。

“别小看这一口箱，能给我们带来
不少收入，我们合作社 200 口深海网
箱养殖 3500 吨鱼产品，大部分都出岛

销往美国、日本、欧盟。”临高海鲟深
海养殖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告诉记者，
深海网箱养殖鱼产品品质好，很受这
些国家青睐，去年合作社的鱼产品销
售产值 8400 万元，利润达到 700 万
元。深海网箱养殖容量大、病害少、
产量高、抗风能力强，是健康养殖新
模式，除海南临高外，环海南岛已建
立了多个网箱养殖基地，“海洋牧场”
已成为渔民增收的新法宝。

深海网箱养殖业是海南发展海洋

经济的缩影。海南是蓝色国土的丰腴
之地，管辖海域面积 200 多万平方公
里，海岸线总长 1823 公里，拥有优良
的港口，丰富的渔业资源、油气资源。
在党的十八大“海洋强国”战略的号召
下，海南出台了一系列发展海洋经济
的政策措施：加大海洋旅游开发力度；
加大南海油气资源开发；发展渔产品
加工业；加大海洋生态环境保护力度；
支持渔民造大船闯深海⋯⋯

（下转第三版）

向“ 蓝 色 ”希 望 启 航
——海南加速发展海洋经济纪实

本报记者 何 伟

本报北京 3 月 30 日讯 记者崔文苑报道：从今年 4
月 1 日起，我国将对集成电路设备等装备及其关键零部
件、原材料的进口税收政策予以调整。财政部、工业和信
息化部、海关总署、国家税务总局日前联合发布通知，明
确将调整今年重大技术装备进口税收政策有关目录。

根据通知，自 4 月 1 日起，对符合规定条件的国内企
业为生产国家支持发展的直流场设备、高速铁路信号系
统等装备而确有必要进口部分关键零部件、原材料，免征
关税和进口环节增值税。

重大技术装备进口税收目录调整

本报广州3月30日电 记者张建军报道：来自全国
的 18 家科技创新创业型企业获得第二届中国技术创业
协会孵化联盟科技创新大赛专项基金奖，同时，还将获得
科技型中小企业创新基金、中孵基金、孵化联盟天使投资
基金、地方政府孵化场地优惠政策及免费推介等系列发
展扶持对接服务。

据介绍，目前，多家获奖企业已经和风投机构签订了
意向投资协议，协议总金额达到 2000 万元以上。作为
我国首个由民营资本运作的全国性高规格科技创新创业
赛事，中国技术创业协会孵化联盟科技创新大赛旨在搭
建创业项目、创业团队、企业与资本对接的理想平台。

18家科技创新型企业获孵化扶持

本报贵阳3月30日电 记者吴秉泽报道：国家西部
大开发重点工程贵阳龙洞堡国际机场二期扩建工程今天
全面竣工，作为中国西南交通枢纽的贵阳，立体交通网络
更加健全。

据悉，贵阳龙洞堡国际机场二期扩建工程竣工后，多
家航空公司将于 3 月底增加在黔运力和航线航班，新开

（加密）航线航班将达 20 余条，航线网络布局将实现全国
所有省会城市航班往返全覆盖。目前，贵州省正加快启
动贵阳龙洞堡国际机场三期扩建工程，全力将龙洞堡机
场打造成西部地区重要的枢纽机场。

贵阳龙洞堡机场二期扩建工程竣工

安徽蒙城的春天，是从麦苗返青开始
的。蒙城县农业委员会主任韩健说，一到
2 月，麦苗逐渐返青，人就闲不下来了，
尤其眼下小麦正在拔节，是春管关键时
刻，不能有半点马虎。

3月 28日早上，在皖北粮食大县蒙城县
庄周办事处七里许村，大片茂盛的麦地绿油
油透着成长的喜悦，有的麦叶上还挂着晶亮
的露珠。在村里种植大户葛新华家中，记
者看到了堆满大半个屋子的化肥、种子和
农膜。葛新华说，这些化肥是“拔节肥”，再
过 10 来天就要撒到地里。上个月才给小
麦施了“返青肥”，现在长势很好，“不过最
近得盯紧点，‘拔节肥’很关键，直接影响产
量，还要防止虫害。”所以，他每天都要到地
里转转，“不敢闲”。

“不敢闲”，这也是庄周办事处的农技员

朱云宝的感受。“新方法一多，农技员的担子
就重了。这个季节，农技员几乎每天都跑两
三个村，发现问题随时解决。”朱云宝说，过
去农户种庄稼全是老把式，以往施肥“一炮
轰”，亩产只有 600 多斤，现在新方法多了，

“返青肥”、“拔节肥”、“一喷三防”对症下药，
蒙城县小麦亩产前年就过了千斤。

蒙城县农机推广中心主任李学章说，蒙
城县有 247 名在岗在位的农技员，这些农技
员按照定点包村的技术服务原则，每人包
10 户，然后每户再带动 10 户，这样就能示
范带动 2470户农民。

蒙城是安徽省产粮大县，连续几年获得
“全国粮食生产先进县”称号。县农委主任
韩健说，产粮大县是靠真抓硬抓实抓抓出来
的，比如全县今年有 152 万亩小麦，春节一
过县里就组织农技员下乡看苗情，苗情差的

马上部署撒“返青肥”。“还有‘拔节肥’，全县
已经撒了 70 万亩，还有 80 万亩小麦按照每
亩 8 公斤的量全部准备到户，县里给农民的
肥料补贴就达 500 万元，再过 10 来天雨一
到，夏粮就丰收在望了。”

同样闲不住的还有安徽凤台的稻农
们。虽然离水稻插秧还有一段时间，他们目
前已经忙着去育秧工厂预订秧苗了。

凤台县农业委员会副主任朱荣兴说，
凤台有近一半的耕地面积种植水稻，现在
水稻生产机耕、机收基本普及，但机插推广
还不理想，关键点就在育秧环节。随着政
策扶持力度的加大和育秧技术的完善，目
前，全县规模化育秧工厂已经从 38 个增加
到 126 个，前去各育秧工厂预订秧苗的农
民络绎不绝。

在凤台县桂集镇童徐村的育秧工厂，一
座可以同时进行 6 个秧盘填土埋种流水线
作业的播种机展现在眼前，14 台擦得崭新
的插秧机摆放在一旁，蓄势待发。负责人吴
全玉正忙着召集人手筛土，准备育秧的营养

土。育秧工厂去年 10 月建成运营，不仅包
选种、育秧，还包机插，实行“三包”供秧服
务。“集中育秧实现了控温、补水自动化，育
出的秧苗效率高、质量好，这是得到认可的
关键之处。”吴全玉说。

说到育秧工厂“三包”的好处，杨村镇店
集村村民苏传富深有同感，“水稻产量高不
高，秧苗质量很关键。”苏传富告诉记者，现
在包秧包插平均每亩收费 170 元，而手插秧
的人工费和秧苗成本费平均每亩至少 300
元。同时，机插的产量平均每亩比手插的产
量要多 200斤。“这样一算，里外每亩能多赚
600元左右，农民当然认育秧工厂了。”

集中育秧解决了水稻生产全程机械化
最后一道坎。今年，凤台被列为全国 8 个新
增水稻生产机械化先行县之一，县财政配套
安排 2600万元资金专项用于推进水稻机插
秧全覆盖工作。“随着供秧服务各个环节的
不断完善，农民对集中育秧、机械化插秧技
术认可度不断提高，今年全县实现水稻机插
秧全覆盖应该不成问题。”朱荣兴说。

安徽：麦苗肥料足 稻秧质量高
本报记者 白海星 瞿长福 文晶 吉蕾蕾

湖北红安，因革命战争年代出过百余位将军而闻名。
这里的人民也格外钟爱红色，有红薯、红皮花生等特产，还
有自制的“红土布”。3月28日，记者探访大别山下的这片
红土地，正赶上一次别开生面的比赛：农家妇女比织布。

在县城外50多里的华家河镇政府的院子里，20台
老式织布机分两行排开。随着“裁判”一声令下，从全县
各村赶来的织布能手迅速坐进织布机里忙碌起来。只
见他们手足并用，挥舞银梭，脚踩踏板，配合协调。不拘
一格的花纹图案，随着这些农家妇女娴熟流畅的手法技
巧，在红底的土布上次第展开，让人目不暇接。

这种土布在红安称为“大布”。有着光荣传统的红
安人把它叫做“将军红”。革命战争年代，大别山的妇
女曾用这种传统手艺为红军织过军服。现在，传统大
布纺织技艺已经被列为湖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2010
年，红安大布还参加了上海世博会的展览。

比赛的组织者，红安将军红土布专业合作社理事
长吴恒祥告诉记者，“现在，我们合作社在附近乡村发
动了 1000 多名农村妇女织土布。旧式织布机织出的
将军红大布细密、光洁、耐久，很受市场欢迎，去年合作
社土布销售额在 1000万元以上。”

“我们村现在有几十位从事织布的姐妹。”赛场上，
来自华家河镇邓桥村村民张莲菊告诉记者，“大家利用
农闲时间织布，一月能赚好几千块钱哩！”

捣线团、梳布、倒筒、牵布⋯⋯46 岁的李红花 10
多岁就学习织大布，闲时织布成了她的一大爱好。县
里有了专业合作社，她把土地租给了别人，自己专心织
布，小时候的爱好成为增收的好渠道，收入有时候能顶
上在外地打工的丈夫。

红安县近年来以这种比赛的形式动员更多妇女传
承织布技艺，在家门口开拓增收门路。红安县就业局
局长林俊介绍说，全县有数千名留守妇女，平时空闲时
间较多。现在她们参与到大布产业中来，既传承了红
安大布技艺，激活了传统织布业，也增加了她们的收
入，弘扬了勤劳的乡风，真是一举多得。

一台台老式织布机，一群“四零五零”的农家妇女，
撑起了一个越来越大的“红”产业。据当地有关负责人
介绍，去年红安县大布产业产值达 8000余万元。

红土布“织”出产业来
本报记者 郭存举

学习贯彻十八大

东西南北中 同步建小康

3 月 30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刚果共和国总统萨苏在布拉柴维尔出席中刚友好

医院竣工剪彩仪式。

新华社记者 王 晔摄

3 月 30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刚果共和国总统萨苏在布拉柴维尔出席恩古瓦比

大学图书馆启用和中国馆揭牌仪式。这是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萨苏和夫人陪同下

来到中国馆，同学习中文的师生亲切交流。 新华社记者 黄敬文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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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图书馆启用和中国馆揭牌仪式。这是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萨苏和夫人陪同下

来到中国馆，同学习中文的师生亲切交流。 新华社记者 黄敬文摄

本报布拉柴维尔3月30日电 记者王

宝锟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 30 日在刚果共
和国首都布拉柴维尔出席中刚友好医院竣
工剪彩仪式、恩古瓦比大学图书馆启用和中
国馆揭牌仪式。

上午10时许，习近平主席和夫人彭丽媛
在萨苏总统和夫人陪同下首先来到中国援
建的中刚友好医院。

鼓乐齐鸣，欢歌快舞，众多当地民众和
官员齐聚见证这项惠民工程落成，抒发对中
刚友谊的情感。医院大楼上悬挂着巨幅中
刚两国国旗。刚果参议院议长伊图、国民议
会议长孔巴、全体政府部长、布拉柴维尔省
省长、军方高级将领、社会各界人士代表及
30 多位外国驻刚使节等出席。习近平在萨
苏陪同下检阅仪仗队，随后在主席台就座。

布拉柴维尔市市长恩圭隆德雷、刚果卫
生和人口部长伊博维和中国商务部部长高
虎城分别致辞，赞扬中刚友好医院是中刚友
好的新标志。

在欢乐的乐声中，两国元首为医院竣工
剪彩，并按照当地传统，将剪下的彩条互相
给对方戴上。

两国元首一同进入医院大厅。在医院
工作的 21 名来自天津的中国医疗队队员欣
喜地迎候习近平。习近平同大家一一握手，
亲切询问他们工作生活情况。

习近平发表了重要讲话。他深情地对
中国医疗队员们说，你们不远万里来到刚
果，用精湛的医术和高尚的医德，为刚果人
民提供很好的医疗服务，得到刚果政府和人
民的称赞，为祖国赢得了荣誉。我代表党和
人民感谢你们，你们辛苦了！

习近平指出，援非医疗工作是一项艰巨
而又光荣的任务，迄今已有 50 年历史。非
洲很多地方环境恶劣，条件艰苦，疾病肆虐，
缺医少药。中国医疗队员不畏艰难，以饱满
的工作热情，帮助当地群众解除病痛，为增
进中非友谊作出了重要贡献，无愧于白衣天
使和友好使者称号。祖国人民始终没有忘
记你们的默默奉献，近年来，有关部门努力
改善援非医疗队工作和生活条件。

习近平强调，50 年来，中国医疗队不仅
在为非洲人民服务方面作出了突出成绩，为
祖国和人民赢得了无上荣誉，而且用自己的
实际行动造就了一种崇高的中国医疗队精
神，这就是不畏艰苦、甘于奉献、救死扶伤、
大爱无疆。中国医疗队精神不仅是激励一
代又一代医疗队员不懈奋斗的强大精神动
力，也是我们民族精神的生动写照。希望你
们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继续发扬中国医疗
队精神，继续发扬国际主义和人道主义精
神，为帮助非洲改善医疗条件，促进中刚、中
非友好作出新的更大贡献。祝大家身体健

康、工作顺利、生活愉快。
中国医疗队队员听了习近平的讲话深

受感动和鼓舞，他们表示一定不负重托，克
服困难，努力工作，为祖国增光，为中非友谊
添砖加瓦。

萨苏在现场发表了情深谊长的讲话。
他表示，中国医疗队员用奉献精神和高超医
术，造福当地人民。刚果人民感谢中国。

离开中刚友好医院，习近平在萨苏陪同
下，又来到恩古瓦比大学出席由中国援建的
该校图书馆启用和中国馆揭牌仪式。

恩古瓦比大学是刚果仅有的一所公立
大学。新建的图书馆是该校唯一一座现代
化建筑。在图书馆设立的中国馆是近日中
方在刚果举行的“感知中国”活动的一部分。

习近平和萨苏共同为图书馆剪彩。随
后，两国元首步入图书馆大厅，一同为图书
馆和中国馆揭牌。刚果高教部长莫扬代表
师生发表讲话，感谢中国为改善刚果教学条
件提供的帮助。

习近平和萨苏走进图书馆，参观了一层
的阅览室。宽敞明亮的房间，现代化的设
备，丰富多样的图书，为师生们提供了全新
的学习环境。学生们用掌声欢迎习近平，
习近平向学生们招手致意。

习近平又来到位于二层的中国馆，这里
摆放着介绍中国的图书和光盘，电视里播放

着中国文化的节目。刚果师生们从这里开
始，感知中国、了解中国、爱上中国。

习近平和师生们亲切攀谈。学生们用
中文告诉习近平，他们热爱中国文化，正在
学习中文，希望今后有机会到中国留学，学
成后从事刚中交流合作。习近平勉励他们
学好中文，作中刚、中非友好事业接班人。

王沪宁、栗战书、杨洁篪等参加上述活动。
当地时间 29 日下午，习近平主席夫人、

世界卫生组织防治艾滋病和结核病亲善大使
彭丽媛在刚果总统萨苏夫人安托瓦内特陪同
下，访问了布拉柴维尔贝达尼遗弃儿童收养
中心，看望该中心收养的儿童，特别是艾滋病
患儿，表达对防治艾滋病事业的支持。

抵达收养中心时，儿童们向彭丽媛献
花，并演唱了刚果儿歌。彭丽媛同中心创始
人恩桑达和路希两位修女亲切交谈。她说，
今天，我受世卫组织委托来看望你们，感谢
你们为防治艾滋病、照顾艾滋病患儿作出的
奉献，希望孩子们在社会关爱中战胜疾病、
健康成长。彭丽媛向中心赠送了电脑、玩具
和书包等文教用品。

贝达尼遗弃儿童收养中心创立于 1989
年，现收养 50多名 1岁至 16岁儿童，包括艾
滋病患儿和残疾儿童。

随后彭丽媛在安托瓦内特陪同下参观
了刚果妇女手工艺品展。

习近平为中刚友好医院竣工剪彩并出席
恩古瓦比大学图书馆启用和中国馆揭牌仪式
赞扬不畏艰苦甘于奉献救死扶伤大爱无疆的中国医疗队精神 勉励青年人作中刚中非友好事业接班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