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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6 日 14 时 20 分，在宁波舟山港
穿山港区的集装箱码头，伴随着龙门吊悬
臂的抓取调运，一个个集装箱井然有序地
码入“拉帕洛号”。未来一个月，这艘来自
地中海航运公司的巨轮，将把宁波的货物
送至伊斯坦布尔港、比雷埃夫斯港……

5年来，一艘艘中外货轮自宁波舟山
港启程，将“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延伸
至更远处。而在港区腹地，宁波也成为中
国首个“16+1”经贸合作示范区，以中东
欧国家市场为突破口，对接“一带一路”大
市场，推进新一轮高水平开放和高质量
发展。

港口让世界不再遥远

截至今年7月，宁波舟山港已与10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600多个港口架起贸易
通道，开辟集装箱航道249条。2017年，宁
波舟山港完成货物吞吐量10.1亿吨，成为
全球首个货物吞吐量突破10亿吨的超大
港，货物吞吐量连续9年居世界第一。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宁波舟
山港与沿线近20个港口缔结友好港。

宁波舟山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
书蒋伟称，宁波舟山港已成为东南亚国家
输往日韩、北美等地国际贸易货源的
枢纽。

作为宁波舟山港一名从业30多年的
一线引航员，潘国华深感发展之快：

“1985年，公司引航员不足10人，2013年
发展到 130 人，现在有 170 多人。”同时，
停泊港口的船只吨位越来越大，承载量与
日俱增。2013 年，宁波舟山港货物吞吐
量只有 8 亿吨，2017 年突破 10 亿吨；

2013 年，宁波舟山港集装箱吞吐量只有
1735万标准箱，2017年提升至2461万标
准箱。2017年，宁波舟山港累计作业1.8
万标准箱以上超大型集装箱船舶超过
700艘次，万吨级以上船舶平均每天进出
近百艘次。

2013年，宁波航运交易所针对“一带
一路”经贸参与者的实际需求，研发了“海
丝指数”。2015 年宁波航交所“海丝指
数”成功登陆波罗的海交易所，成为首个
登陆波交所的中国指数。该指数通过可
量化的评价指标，记录进出口贸易和双向
投资情况，为沿线国家贸易、投资、运输等
领域的市场参与者提供依据。

在宁波舟山港梅山港区一角，数千辆
高档进口车排列得井然有序。作为浙江
省唯一的整车进口口岸，随着进口汽车关
税下调，更多平行进口汽车批量涌入梅山
保税港区，平行进口车市场正迎来销售旺
季。“从长期看，‘一带一路’倡议的持续推
进，对我们企业发展是非常好的机遇。”中
信港通国际物流有限公司总经理曹文化
告诉记者，一些车辆主要经由中东进口，
随着“一带一路”建设不断加快，公司同沿
线国家的合作更加紧密，人民币作为国际
结算货币的普及度也有了很大突破。此
外，梅山快捷的通关速度，也让他对当时
的落户选择颇感欣慰。目前该公司到港
的平行进口车数量已经超过 2017 年全
年，今年上半年同比增长50%，预计全年
增长将超过30%。

构筑新一轮开放大平台

近年来，宁波进口商品中心不断扩大

与中东欧国家经贸合作，形成了宁波进口
商品展示交易中心和宁波保税区进口商
品市场两个片区联动、线下实体与线上电
商两类展销平台并存、批发业务与零售业
务两种方式兼营的多元化经营格局。目
前，中心共集聚企业1400多家，今年上半
年 实 现 进 口 额 7.1 亿 美 元 ，同 比 增 长
69.5%，已经成为全国最大的实体进口消
费品交易平台之一。

宁波正成为中东欧商品进入中国市
场的首选之地。以中东欧市场为突破口，
宁波将经贸合作作为参与“一带一路”建
设的压舱石和助推器，不断提升宁波在

“一带一路”贸易格局中的优势。2017
年，宁波与沿线国家贸易总额为292.8亿
美元，在同类城市中名列前茅，与沿线国
家的贸易比重呈逐年上升势头。截至去
年底，宁波市累计批准“一带一路”沿线境
外企业和机构590家，核准（备案）中方投
资32.1亿美元。

在开放发展道路上探路先行的宁
波，如今已与22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
投资贸易关系，与国外97个城市、“一
带一路”沿线60多个国家城市缔结了友
城关系。

站在新一轮对外开放的起点上，宁
波正以先行者之姿，加快构筑开放大平
台、建设开放大通道、提升开放大载
体、优化开放大环境，全力创建国家

“一带一路”建设综合试验区，积极打造
“一带一路”枢纽城市，探索与“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建立更为便利、更加互
惠、更富成效的新型贸易规则经验与模
式，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更多“宁
波解法”。

为企业“走出去”提供经验

背靠深厚的产业集群及强大的临港
经济优势，目前宁波共有各类市场主体
89.3 万户，境内外上市公司 88 家，入
选中国民营企业 500 强企业 20 家，民
营经济创造了约70%的经济总量、75%
的税收、85%的就业岗位。民间资本可
用总量 1 万亿元以上，“走出去”民间
资本遍布全球 100 多个国家和地区，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投资总量
占比达到20%以上，是全国第4 个境外
投资额超百亿美元的副省级城市，成为
我 国 推 进 “ 一 带 一 路 ” 建 设 的 重 要
力量。

“‘一带一路’建设既需要依托国
有企业资金雄厚、国家发展意图清晰等
优势发挥好龙头带动作用，也需要充分
发挥民营企业体制机制灵活、运营手段
多样的优点。”宁波市发改委副主任刘兴
景说，宁波有能力为全国企业更高水平

“走出去”、探索与沿线国家合作新机制
提供经验示范。

以宁波均胜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为例，
它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共设有10余
个生产基地。“这些工厂主要是向整车企
业提供汽车零部件。我们在东欧地区还有
一些生产工业机器人的工厂。这些企业员
工将近5000人，每年销售额接近50亿
元。”宁波均胜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
郭志明告诉记者，“相信随着‘一带一
路’建设的推进，这些地区的潜在优势将
更加突出，我们加快走出去就是想提前布
局，赢得商机”。

宁波主动对接“一带一路”大市场

□ 本报记者 郁进东 通讯员 单玉紫枫

8 月 13 日，位于
河北省永清智能控制
产业园的北方一造集
成电路（廊坊）有限公
司，员工在做电路板
上线前的检查。永清
智能控制产业园紧抓
京津冀协同发展机
遇，围绕高端制造、电
子信息等产业，积极
承接北京产业转移，
吸引航天科工、中科
水景等众多高科技企
业落户，成为带动县
域经济转型升级的新
引擎。

赵永辉摄

“爷爷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光明前途而
牺牲，是我们所有人的榜样。家人在做任
何事时，都会以爷爷的精神来严格要求自
己，我们在教育自己子女时也都常常讲起
爷爷的故事。”烈士吉国桢的侄孙吉胜任
每每念起他，崇敬之情便油然而生。

吉国桢，1899年生于陕西省华县（今
渭南市华州区）。1920 年春考入咸林中
学，在进步教师魏野畴等人影响下，开始
接受新思想，与同学发起组织了学生自治

会，开展读书、讲演、演新剧等活动，并参
加了进步团体——青年励志社。

1924年，吉国桢前往北京求学，加入了
旅京陕西青年的进步组织共进社。他在复习
报考大学的同时，积极参加共进社所领导的
革命活动。同年夏，吉国桢考入上海大学社
会学系，并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

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后，吉国桢参
加游行示威，散发传单，并深入工厂，向工
人们揭露帝国主义压榨工人、镇压中国革
命的罪行。同年夏，吉国桢等人发起成立
上海大学陕西同学会，创办了《新群》半月
刊，宣传马列主义，揭露帝国主义及封建
军阀孙传芳的罪行。

1926年夏，吉国桢被派往莫斯科中山
大学学习，同年秋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1929 年回国后，吉国桢担任中共陕
北特委书记。他主持开办党、团员训练
班，秘密开展学运、农运和兵运，使陕北的
党、团组织和革命运动有了很大发展。至
1930年夏，陕北党团组织遍及十余县，党
团员达二千余人。

1930 年 7 月起，吉国桢先后任陕西
省委常委兼西安市委书记，并参加省委组
织委员会、军事委员会和职工运动委员会

的领导工作。同年10月，省委机关被国
民党特务发现，吉国桢和二十多名省、市
委领导同志、基层党团干部被敌人逮捕。
吉国桢在狱中受尽酷刑，始终坚贞不屈，
严守党的机密。11 月底，吉国桢越狱。
出狱后，省委决定由吉国桢负责组织临时
常委，主持省委工作。

1931年5月，吉国桢任中共河南省委
书记。在严酷的白色恐怖下，他不避艰险，
整顿各地党团组织，领导党团组织深入基
层，发动农村游击战争，在敌军部队中策动
兵变，组织城市工人罢工，有力地回击了国
民党反动派的屠杀政策。吉国桢还很重视
兵运工作，担任河南省委书记伊始，就根据
了解到的情况，向党中央建议开展对国民
党二十六路军的兵运工作，并派遣一位在
二十六路军中有广泛关系的干部到该军进
行策动工作，为促成宁都起义做出了贡
献。吉国桢还指导省委宣传和组织部门先
后出版了《中州时事》《中州新闻》《群众周
刊》《党的建设》等刊物，揭露军阀罪行，宣
传红军作战的胜利及各地群众斗争的情
况，加强了对党员和群众的教育。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吉国桢
在河南领导成立抗日组织，展开抗日救亡

运动。是年冬，吉国桢积劳成疾，一度半
身瘫痪，卧床不起。经过治疗，病情稍愈，
他又投入紧张的斗争。

经过吉国桢和战友们的努力，遭受严
重破坏的河南党组织迅速得到恢复和发
展，党员由几百人发展到2300多人，遍布
全省90多个市、县，成立了开封、郑州两个
市委，豫南和豫北两个特委，许昌、洛阳等
5个中心县委，临颍、舞阳等3个县委，孝
义、淮阳和军事学校等20多个特别支部。

1932年7月下旬，因叛徒告密，吉国
桢在郑州被捕，后被押往开封。在狱中，
敌人妄图从他口中得到党组织的秘密，对
他威逼利诱，严刑拷打。原本就有伤病在
身的吉国桢被打得遍体鳞伤，但他始终坚
贞不屈，敌人未能得到任何口供。8月22
日凌晨，吉国桢与13位同志一起，高呼着

“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国革命万岁！”的
口号，高唱着《国际歌》，大义凛然地走向
刑场，英勇就义，时年33岁。

英雄已逝，但他的精神巍然常存。在
吉国桢的家乡，人们依然传颂着他的英雄
事迹。

文/新华社记者 李 浩
（新华社西安8月13日电）

吉国桢：生命不息战斗不止的英雄

本报北京8月13日讯 记者吉蕾蕾从国家防汛抗
旱总指挥部获悉：今年第14号台风“摩羯”于12日23时
35分前后在浙江温岭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
力10级。国家防总高度重视，各有关省份积极行动，全
力开展台风“摩羯”防御工作。浙江省防汛防台抗旱指挥
部于12日10时启动防汛防台风Ⅱ级应急响应，江苏省
防汛防旱指挥部于 11 日 16 时启动防台风Ⅳ级应急响
应，长江、淮河、太湖防总分别启动防汛Ⅳ级应急响应。

目前，台风影响各地正有序开展台风防御各项工作，
尚未接到重大险情、灾情和人员伤亡报告。国家防总有
5个工作组正在浙江、上海、江苏、安徽、河南等地协助指
导工作。下一步，国家防总将继续密切监视“摩羯”发展
变化，督促指导地方全力做好防御工作。

8月13日，由中国铁路济南局集团有限公司青岛客运
段烟京车队值乘的K285次列车上，列车长高琳（右）为旅
客送上避暑用品。青岛客运段针对暑运期间学生流、旅游
流、探亲流叠加的客流特点，从细微之处着手，用温馨服务
打造旅客安全舒适出行路。 本报记者 翟天雪摄

台风“摩羯”在浙江登陆

国家防总部署做好防御工作

近日，我国从南到北出现大
范围降水。华北东北降水频繁，
黄淮江淮风雨明显，广东、广西和
海南等地也有强降雨。为何这些
地区都出现了强降雨？另外，西
北太平洋和南海3台风共存，台风
也“扎堆”生成吗？记者就此采访
了有关专家。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何立
富介绍，我国目前有 3 条明显雨
带：第一个是华北到东北地区的
东北—西南走向的雨带，这条雨
带属于副热带高压外围降水，主
要是由于副热带高压外围的暖湿
气流与北方弱冷空气配合造成
的，降水以阵性或雷阵雨为主，强
降雨区分散性强，局地还伴有雷
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第二个雨
带是受今年第14号台风“摩羯”影
响，在浙江、安徽、河南等地形成
的一个东南—西北向雨带；第三
个雨带是受今年第 16 号台风“贝
碧嘉”影响下的华南南部至云南
地区的强降雨带。

8月12日23时35分前后，台
风“摩羯”以强热带风暴级在浙江
温岭沿海登陆。何立富表示，“摩
羯”登陆时强度虽然不是很强，但
它将一路沿西北路径深入内陆，
强度维持时间长，风雨影响范围
广，所以不可小觑。“摩羯”登陆
后，移速仍然比较快。值得注意
的是，14 日至 15 日，“摩羯”可能
在豫皖鲁交界附近滞留，并且有
可能与冷空气“相撞”，给这些地
区带来比较强的降雨，需防范强
降水的不利影响。

由于“摩羯”可能在河南滞留
时间比较长（预计影响时间超过
60小时），高温高湿的环境条件以及地形的共同影响，河
南北部和西部部分地区的累积降雨量较大，局部可能超
过250毫米，需特别防范强降雨导致的次生灾害。

而台风“贝碧嘉”仍在我国华南地区徘徊不定。中国
气象局台风与海洋气象预报中心首席预报员高拴柱告诉
记者，这主要是由于其引导气流弱，西南季风、副热带高
压和台风“摩羯”共同影响，而并没有哪个系统占主导地
位，导致其行进方向不固定，因而产生了目前“纠结”的徘
徊路径。

预计今明两天台风“贝碧嘉”将继续在广东西部近海
徘徊，强度将逐渐加强，最大强度可达强热带风暴级。随
着“摩羯”的减弱消失，大陆气压升高，届时副热带高压西
伸，成为影响“贝碧嘉”的主要引导气流，预计14日夜间
开始逐渐转向偏西方向移动，趋向粤西沿海。

目前在西北太平洋和南海出现“三台共舞”的局面，
为何近期台风不断？

高拴柱解释称，由于南海和西北太平洋海面广阔，高
海温的面积也比较大，为台风“扎堆”生成提供了基础条
件。有研究表明，台风活动确实具有群发性尤其是台风
盛期的7月至9月。当南海和西北太平洋热带地区具备
适当的大气海洋环境场，且具有比较有利的动力条件时，
台风容易成群结队组团而来。这种现象在西北太平洋和
南海海域算是比较正常的现象，经常会出现“三台共舞”
甚至“四台共舞”，但在海域相对小一些的大西洋，“多台
共舞”出现的几率就要少很多。

“从常年平均来看，8月是台风生成最多的。今年8
月西北太平洋和南海已经有4个台风生成，近期西北太
平洋和南海热带气旋活动一直处于活跃期，未来10天，
南海及西太平洋还将有1个至2个台风生成，需加强监
视和防范。”高拴柱说。

气象专家建议，由于近期部分地区降雨比较强，而且
可能伴有风雹，所以需防范强降雨诱发山洪及泥石流等
地质灾害，同时需要关注局地强降雨造成的中小河流洪
水、城乡内涝。适逢暑期，公众旅行前一定要提前关注预
报预警信息，选择旅游目的地时要避开强降雨地区和台
风影响区域。另外要尽量避免去影响区域的山区旅游。
景区、岛屿和沿海地区则需高度重视人员安全管理，及时
避险转移。

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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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童政报道：从第十二
届中国（南宁）国际园林博览会宣传工作
部了解到，截至 8 月 10 日，园博会建设
项目基础工程建设进展顺利，将于9月
底试运行，12月份全面建成开放。

据了解，目前园博园土石方工程、基
础绿化工程、建筑主体、桥梁主体等已按
期完工。园区展园建设加快推进，80个展
园已全部开工建设。其中，北京园、杭州
园、成都园、贵阳园、拉萨园、西宁园、苏州
园、上海园等12个展园基本建成。配套
项目建设深入推进，28个配套项目已完工
7项，田园风光区等项目正加快推进。加
紧推进展陈工程布展，其中，东盟友谊馆、
遗址博物馆展陈已入场施工；宜居·城市
馆城市发展主题展设计方案正深化完善，
并同步开展企业展区招展工作。

中国（南宁）国际园林
博览会9月底试运行

（上接第一版）
同时，新区按照“补齐短板、加强长

板、培育特色、政策叠加”的思路，进一步
扩大人才扶持的范围、力度以及方式等，
不断提高新区人才政策环境和使用环境，
让人才进得来、留得下、有用武之地。今
年4月份，青岛西海岸新区发布了“梧桐
树”聚才计划，对高端人才、工匠型人才和
大学生 3 大群体都有明确补贴扶持政
策。同时，围绕重点行业，如针对新区总
部经济、金融等重点行业发展需求，新区
也不断优化政策，从住房补贴、子女入托、
家属就业、学习培训、医疗保健等方面加

大扶持力度，以免除人才的后顾之忧，充
分发挥聪明才智。

另外，新区还建立了“科学化社会化
专业化高层次人才评价体系”，克服唯学
历、唯论文、唯资历等倾向，有效破解了人
才评价“用”“评”分离难题。

“人才红利”竞相迸发

人才特别是顶尖人才的引进，让青岛
西海岸新区抢占了多个行业的技术制高
点，由此开始收获越来越多的“人才红
利”。

海洋装备石油勘探专家孙远慧博士
在新区成立了山东海洋工程装备有限公
司，以高性能海上钻井平台的管理和运营
为起点，逐步向先进的双船起重拆解以
及改造半潜式钻井平台为生活平台领域
拓展。一开始注册资本 4000 万元，短
短两年时间资产规模就近百亿元。同
时，他们还成立了山东海洋工程装备研
究院，把国际先进技术通过合作、合
资、人才引进等方式引进来，使企业在
这一领域达到世界领先水平，带动了整个
行业的发展。

2017 年，中国科学院院士杨焕明入

驻青岛西海岸新区华大基因院士工作站，
与中德生态园合作成立青岛华大基因研
究院（国家海洋基因库）项目。如今，在杨
焕明院士以及研究院众多专家的努力下，
研究院多个研究成果已应用于民生。目
前，杨焕明院士正在与顶尖人才合力，将
华大基因青岛研究院打造成国际化的人
才、科研集聚地，推动新区成为基因科技
这一新兴产业的领航区。

据悉，新区自获批以来，共有院士、山
东省“泰山学者”等省级以上高层次人才
领衔的85个重点项目落户，分布在海洋
工程、信息技术、智能制造等领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