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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13 日 16 时许，在中欧班列乌鲁
木齐集结中心，随着汽笛长鸣，满载新疆
八一钢铁有限公司钢材产品的中欧班列
缓缓启动，奔向俄罗斯莫斯科。发货企业
董事长肖国栋说，以前普通列车运货到俄
罗斯，耗时 1 个月，中欧班列需 10 天左
右。受益于运输效率的提高，公司大力开
拓国际市场，2015 年以来已累计出口产
品20余万吨。

新疆位于亚欧大陆腹地，首府乌鲁木
齐是世界上距离海洋最远的大城市。中
欧班列连接亚欧诸国，通达汉堡、鹿特丹
等港口。据乌鲁木齐国际陆港区建设委
员会主任巴哈特·何德尔拜介绍，去年乌
鲁木齐始发的中欧班列共开行710列，而
今年前7个月就达610列，实现了平均每
日3列常态化运行。

连日来，经济日报记者走进中欧班列

乌鲁木齐集结中心、多式联运海关监管中
心、乌鲁木齐综合保税区，均见到“越山达
海”区位展示图。记者感受到，如今的新
疆有山的气度，更有海的胸怀，发展空间
豁然开朗。

“集货、建园、聚产业的蓝图日益清
晰，各种要素加速集聚。”乌鲁木齐国际
陆港区建设委员会副主任马春雷介绍，
陆港区正在打造“陆海内外联动、东西
双向互通”的开放型经济示范区。截至
目前，已累计引入 40 多家知名商贸物
流、跨境电商企业入驻，注册资本达
24.9亿元。

新疆地处向西开放前沿，被定位为
“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自治区着力打
造“交通枢纽中心”“商贸物流中心”“文化
科技中心”“区域金融服务中心”“医疗服
务中心”。5 年来，先后发布实施 5 大中
心、10大进出口产业集聚区等专项规划，
研究制定了新疆参与中国与哈萨克斯坦、
中国与塔吉克斯坦、中国与蒙古等合作
实施意见，逐步搭建起核心区建设“四

梁八柱”。
在“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中，

新疆坚持双向开放，持续深化经贸投资金
融合作。统计表明，2014 年至 2017 年，
新疆对外贸易额达 859.7 亿美元。中哈
霍尔果斯国际边境合作中心成为对外贸
易的重要窗口，总投资超过300亿元人民
币的35个重点项目入驻。以该合作中心
跨境人民币业务创新为突破口，与 90 个
国家和地区开展了跨境人民币实际收付
业务，跨境结算实际收付累计达 2832.1
亿元。

乘着“一带一路”东风，新疆企业阔步
“走出去”。自治区引导企业通过加强品
牌建设、提高技术水平，发挥自身优势开
展境外投资和跨国经营。特变电工股份
有限公司已在全球设立了104个办事处，
在印度建立了特高压产品研制基地，在塔
吉克斯坦建设了能源矿产基地；高新技术
产品进入70余个国家和地区,并为30余
个国家提供了从融资、勘测、设计、施工、
安装、调试，到培训、运营、维护一体化的

交钥匙工程及系统解决方案，推动了绿色
高效电源电网建设。

新疆中泰集团公司生产的PVC、烧碱
已出口至俄罗斯等80多个国家和地区，并
从俄罗斯进口生产原料，建立了进出口

“双向国际化”的发展格局。公司副总经
理李良甫告诉记者，企业还于 2015 年在
塔吉克斯坦建设了中泰新丝路塔吉克斯
坦农业纺织产业园，一、二期年产12万锭
纺纱项目已建成投产，公司不仅通过“走
出去”发展壮大，还有力推动了该国纺织
工业进步，并带动当地3000余人就业。

内陆新疆，拥抱海洋。自治区党委常
委、常务副主席张春林表示，下一阶段，新
疆将以“商贸物流中心”为突破口，带动核
心区建设，推进喀什、霍尔果斯经济开发
区、阿拉山口综合保税区及乌鲁木齐国际
陆港区等重点对外开放平台建设，推进

“通道经济”向“产业经济”转型升级；以
“交通枢纽中心”建设为重点，不断提升设
施联通水平，构筑全方位对外开放新
格局。

陆海内外联动 东西双向互通
——新疆借力“一带一路”拓展发展空间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乔文汇

8 月的广西骄阳似火，坐落于广西
东兰县主城区烈士陵园内的韦拔群纪
念馆每天仍会迎来不少前来瞻仰、参观
的群众。“韦拔群烈士是我们永远的骄
傲，他的英雄事迹永远激励着我们。”东
兰县壮乡英雄文化园管理处主任黄高

线说。
韦拔群，1894年生，广西东兰人。早

年就读于广西法政学堂。1916年初在贵
州加入讨伐袁世凯的护国军，参加了护国
战争。后进入贵州讲武堂学习，毕业后在
黔军张毅部任参谋。

在五四运动的影响下，1920年，韦拔
群离开黔军，在广州参加“改造广西同志
会”，并担任该会政治组副组长，积极投入
讨伐旧桂系军阀陆荣廷的革命活动。

1921 年 9 月，韦拔群返回家乡东兰
县，从事农民革命运动。先后组织“改造
东兰同志会”（后称农民自治会）和“国民
自卫军”（后称农民自卫军），把农民运动
和武装斗争逐渐结合起来。1923年夏指
挥农民军三打东兰县城，揭开了右江农民
武装斗争的序幕。1925年初入广州农民
运动讲习所学习。结业后回东兰继续从
事农民运动，主办农讲所，培养骨干，发展

农会和农民武装，把农运推向右江地区。
1926 年领导成立东兰县革命委员会，任
主任，同年冬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 年
大革命失败后，仍在当地坚持武装斗争。

1929 年 12 月，韦拔群参与领导百色
起义，建立右江苏区，任右江苏维埃政府
委员、中国工农红军第 7军第 3纵队司令
员。1930 年 10 月，红 7 军集中在广西河
池整编，把原来的 3 个纵队改编为 3 个
师，韦拔群任第21师师长，率部留守右江
苏区。他坚决服从党的决定，并把第 21
师 1000 多名精壮官兵补充到即将远征
的两个主力师，表现出以全局利益为重的
崇高品质。

红7军主力离开右江苏区后，韦拔群
带领百余人留在右江地区。他发动群众，
组织扩建部队，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坚持
游击斗争。他一家20人，有10多人包括
他的儿子韦述宗惨遭敌人杀害。但这些

都没有动摇他的革命意志，他坚定地说：
“革命者要不怕难，不怕死，坚决为人民的
利益牺牲自己的一切。”1932 年 10 月 19
日凌晨，韦拔群被叛徒杀害于广西东兰赏
茶洞，时年38岁。

“韦拔群身上始终具有一种坚定的
救亡图存的历史自觉。”东兰县党史办
主任韦忠朝说，“韦拔群的事迹更是激
励着我们共产党人为了人民利益而奋斗
不止。”

自开展精准扶贫工作以来，东兰县贫
困地区面貌有了明显改善，2017 年当地
农民人均纯收入约为6590元，比2016年
增长 8.5％。面对家乡日新月异的变化，
韦拔群家族的后人韦述斌说：“尽管生活
越来越好，但革命意志不能丢，我们还要
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精神。”

文/新华社记者 曹祎铭 吴小康

（新华社南宁8月19日电）

韦拔群：为人民利益牺牲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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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以来，有关部门大力推进
网络空间法制化，有效规范网络行为，维
护网络秩序，净化网络环境，亿万网民共
有的精神家园日渐清朗。

全社会共筑网络安全防线

移动网络终端恶意程序不断、人脸识
别系统被轻易攻破、网络摄像头泄露个人
隐私……万物互联的时代，机遇与挑战并
行，便捷和风险共生。

“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就
没有经济社会稳定运行，广大人民群众利
益也难以得到保障。”习近平总书记高屋
建瓴的话语，为推动我国网络安全体系的
建立，树立正确的网络安全观指明了
方向。

2017年6月1日，网络安全法正式施
行，将网络安全各项工作带入法治化轨
道；《国家网络空间安全战略》《通信网络

安全防护管理办法》等配套规章、政策文
件相继出台，网络空间法治进程迈入新
时代。

通过对微信、新浪微博、淘宝网、京东
商城等网络产品和服务的隐私条款进行
评审，企业违法违规收集用户隐私信息的
行为得到有效整改，个人信息保护制度日
益完善。

金融、能源、电力、通信、交通等领
域的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加强；
网络安全审查、数据出境安全评估等重
要制度逐步建立，为网络安全织密防
护网。

“网络空间安全学院”在多所大学落
地，“网络空间安全”成为一级学科；连续
4 年举办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让“网络
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的理念深
入人心……

党的十八大以来，各方面齐抓共管的
良好局面已经形成，凝聚了全社会共同努
力的网络安全防线正在高高筑起。

让亿万人民在共享互联网
发展成果上有更多获得感

贵州省贵定县由于地理位置偏僻，交
通和信息不畅，这里的云雾贡茶、香酥辣、
酥李等农特产品销路过去一直没有打
开。如今，这些黔南特产通过农产品电商
平台“领略中国”实现了在线销售，搭上互
联网的快车走向全国。依靠电商扶贫，当
地贫困户的生活正变得越来越好。

贵定县是网络扶贫加快弥合数字鸿
沟的一个缩影。今天的中国，网民规模达
7.72 亿，其中手机网民规模达 7.53 亿。
网信事业的发展与13亿多人民的工作和
生活息息相关。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网信事业要发
展，必须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为网信事业提供了根本遵循。

党的十八大以来，亿万人民在共享互
联网发展成果上，有着更多实实在在的获

得感——
2017 年，中国数字经济规模达 27.2

万亿元，占 GDP 比重达 32.9％；电子商
务、网络零售持续增长，电商推动农村消
费规模稳步扩大，物流、电信、交通等农村
消费基础设施进一步完善；

从在线办税、医疗挂号、到车主服务，
不断细化的信息服务全方位覆盖百姓生
活，“互联网＋政务服务”让信息多跑路、
群众少跑腿；

AI智能诊疗系统、无人化超市终端、
VR 智慧教室……数字技术正在将人们
想象中的智能新生活变为现实。

凡益之道，与时偕行。
党的十九大制定了面向新时代的发

展蓝图，提出要建设网络强国、数字中国、
智慧社会，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
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发展数字经济、共
享经济，培育新增长点、形成新动能。伴
随着信息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更加便
捷、高效的智慧体验指日可待。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指引下，中国正以更自信、更坚定的
步伐，昂首迈向网络强国的新征程。

文/新华社记者 王思北

（新华社北京8月19日电）

让亿万人民在共享互联网发展成果上拥有更多获得感

自 7 月 6 日中美双方相互
加征关税以来，我国企业从美
国采购大豆规模大幅下降，如
何保障大豆后期稳定供应成为
行业关注重点。日前，经济日
报记者走访了相关行业人士，
发现多数企业已做好充分准
备，主动应对美国大豆进口减
少造成的供应缺口。

现阶段大豆加工企
业原料充足

记者走访加工企业了解
到，受今年3月至4月国内豆粕
价格上涨、加工利润提升影响，
我国企业采购南美大豆积极性
非常高，5月至8月大豆运抵我
国港口总量逾 3600 万吨。受
猪价下跌影响，今年 5 月以来
国内豆粕每月需求低于预期超
过 40 万吨，预计到 9 月底全国
进口大豆库存较去年同期增加
300万吨。此外，企业已采购9
月至10月装船的南美大豆，预
计将于 11 月陆续到达。据预
测，国内大豆加工企业在2019
年1月前原料仍较为充足。

杂粕可以替代豆粕
用于饲料生产

据中国饲料工业信息网市
场信息部主任王长梅介绍，豆
粕作为大豆压榨后副产品，是
我国畜禽饲养的主要蛋白饲
料。但畜禽蛋白饲料，除豆粕外，还有菜籽粕、葵花籽粕、
花生粕、棉籽粕和棕榈仁粕等杂粕。这些杂粕也有较高
的饲用价值，例如花生粕粗蛋白含量比豆粕高，棉籽粕与
豆粕接近，菜籽粕、葵籽粕等粗蛋白含量相当于豆粕的
80%左右。随着饲料配方技术不断发展，这些杂粕替代
豆粕用于饲料原料的技术日益完善。

企业已将杂粕进口列入采购计划

中粮集团油脂主料采购负责人赵长江表示，如果中
美经贸摩擦持续，我国可能会在 2018 年底到 2019 年初
出现蛋白（大豆）缺口 400万吨左右。为弥补这一缺口，
中粮集团已对印度、加拿大、乌克兰等国的菜粕、棉粕、葵
花籽粕等进行询价，计划加大杂粕的国际市场采购力
度。中垦国邦（天津）有限公司运营部副总经理刘悦书介
绍，目前 12 月到货的加拿大新季菜籽粕报价为每吨
2300 元左右，较郑州商品交易所 2019 年 1 月合约价每
吨低 150元左右，可以作为国内饲料加工企业加大采购
的一种选择。

本 报 讯 记 者 常 理 夏 先 清 报
道： 8 月 17 日台风“温比亚”登陆以来，
应急管理部部署抢险救援工作，上海、江
苏、浙江、安徽、河南等地迅速投入抢险
救援。

“台风“温比亚”于 18日凌晨 3时进入
河南，受台风低压和西风带低槽共同影
响，河南多地出现大到暴雨，致使商丘、周
口等地不同程度受灾。记者从河南省民
政厅获悉，受台风“温比亚”影响，河南出
现大范围强降水，部分地区发生洪涝灾
害。目前，河南省已提升防汛应急响应至
Ⅲ级。18日晚，河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安
排部署防汛防台风工作，并派出 6 个工作
组，分赴受台风影响的地区督促指导防汛
防台风工作。

根据安徽省 防 灾 减 灾 委 及 民 政 厅
消 息 ，台 风“ 温 比 亚 ”造 成 该 省 多 地 市
不同程度受灾。目前，安徽省减灾救灾
办已第一时间派出工作组前往淮北、宿
州等重灾地区查看灾情，指导抗灾救灾
工作，并紧急调拨空调被保障受灾群众
基本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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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对台风“温比亚”
多省份全力投入抢险救援

8月 18日，南麂岛海域的“海上牧场”养殖区内，渔民正捕捞大黄鱼。进入 8月，浙江省温州市平阳县南麂镇海域上大片的大

黄鱼、贻贝等特色海产品养殖区域迎来丰收季节，养殖户们驾驶渔船在养殖区海域进行打捞。近年来，南麂镇政府引导渔民养殖

户充分发挥“靠海吃海”的资源优势，大力发展海洋养殖经济和海岛旅游经济，实现了南麂由“生态美”向“产业美”，“产业美”向

“经济美”的转变。 新华社记者 徐 昱摄

（上接第一版）

“神华宁煤是宁东基地的领军企业，在他们身上体现
的就是宁东精神。”宁夏宁东管委会副主任陶少华说。

15 年弹指一挥间。宁东走过的发展历程可圈可
点。陶少华认为宁夏宁东有 3 个发展阶段：2003 年至
2005 年是筚路蓝缕的起步阶段，自治区党委、政府积极
响应西部大开发的号召，作出开发建设宁东基地的重
大战略决策，列为自治区经济建设的“一号工程”，启动
鸭子荡水库和年产 25 万吨煤制油甲醇项目；2006 年至
2013 年是风雨兼程打基础的阶段。自治区批准实施

《宁东能源化工基地规划与建设纲要》，提出“再造一
个宁夏经济总量”的宏伟目标，煤炭、电力和煤化工 3
大主导产业取得重大成就，建成 100 万千瓦超超临界
空冷电站、±660 千伏直流输电工程、年产 50 万吨煤
制烯烃装置等多个世界首套项目；2014 年至今是快马
加鞭高增长阶段。先后建成 400 万吨煤炭间接液化、
100 万吨煤制油副产品增值利用制烯烃、±800 千伏特
高压直流输电工程等一大批重大项目，业已形成煤制
油、煤基烯烃、精细化工 3大产业集群。

航空宝胜 （宁夏） 线缆科技有限公司总部在江苏
扬州，为何考虑在宁东布局？“除地价电价低廉和邻
近原料产地的基础优势外，我们更看好宁东的发展速
度，企业集群发展的前景态势，500 公里经济半径辐
射西北大城市的区位优势。”该公司董事长徐伟峰告
诉记者。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国家相关部委和自治区党委政
府的坚强领导下，围绕“打造技术领先、行业领军、世界一
流的国家级现代化煤化工基地”的奋斗目标，宁夏宁东正
步入全速发展的快车道——

经济实力大幅提升。截至2017年，宁夏宁东能源化
工基地累计完成固定资产投资4740亿元，完成工业总产
值 1175 亿元，成为宁夏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源和稳
定器。

产业发展活力充足。作为国家 14 个亿吨级大型
煤炭基地之一，经过多年发展业已形成相对完整、协
调发展的现代能源化工产业体系。截至 2017 年底，宁
东的煤炭产能 9140 万吨、火电装机容量 1325 万千瓦、
新能源装机容量 488 万千瓦、外送电规模 1200 万千
瓦、煤化工总产能 2150 万吨，其中煤制油 400 万吨、煤
基烯烃 260 万吨，是全国最大的煤制油和煤基烯烃生
产加工基地之一。通过持续的招商引资，最近新引进
化工新材料、精细化工产业项目 80 个，总投资 1000
亿元。

科技进步明显加快。宁东组建了 14 个国家和省部
级科技创新平台，培养引进了一批国家和自治区科技创
新领军人才。MTP 工艺催化剂实现自主研发和国产化
应用，煤炭间接液化核心技术及关键装备重大创新项目
获得自治区科学技术重大贡献奖。

环保安全持续加强。制定实施 8 年环保行动计划，
其中烟尘、氮氧化物、二氧化硫的排放标准均高于国家标
准。扎实开展大气和水污染防治攻坚战，环保投资占总
投资的10％以上，实现园区清洁化生产、减量化排放，工
业废水不入黄河，3 年来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逐年有
所提高。

“宁东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们将持续改革创新，闯
出一条适合西北省情区情、瞄准高端、高速环保的新型发
展道路。”陶少华说。

西北崛起工业“航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