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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合作 迎战防灾减灾

“感谢中国为推动区域气象合作、提
高发展中国家防灾减灾能力作出的重要
贡献。”

“中国气象援非项目取得巨大成功，
其捐赠的风云卫星数据接收和处理系统
显著提升了纳米比亚气象部门对热带气
旋等天气的监测预报预警能力和农业生
产服务能力。”

在日前于瑞士日内瓦举行的第十八
次世界气象大会上，世界气象组织官员
和一些国家气象组织代表对中国气象科
技服务国际社会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
中国在气象服务和气象卫星技术方面，
已达到世界领先水平，为全球气象工作
作出了突出贡献。

国际灾害数据库统计数据显示，“一
带一路”相关国家和地区灾害损失是全
球平均值的两倍以上，且以气象灾害居
多。这些地方多沙漠、海洋、高原、山地
等无人区，气象观测盲点多，成为天气预
报的短板。运行于“天外”的气象卫星可
对大气实行全天候、立体化观测，清晰捕
捉风云变化，有效弥补地面观测短板。

“中国有意愿、有能力为‘一带一路’
建设提供强大的气象保障服务。”国家卫
星气象中心副主任魏彩英介绍说。2018
年 6月 10日，中方在上海合作组织青岛
峰会上承诺，“愿利用风云二号气象卫星
为各方提供气象服务”。在中国—阿拉
伯国家合作论坛第八届部长级会议开幕
式上，中方提出“要共建‘一带一路’空间
信息走廊，发展航天合作，推动中国北斗
导航系统和气象遥感卫星技术服务阿拉
伯国家建设”。同年9月份，气象卫星合
作更被列为《中非合作论坛—北京行动
计划（2019-2021年）》的重要内容。

做好保障服务，过硬的技术是基
础。经过50年的发展，我国已成功发射
17 颗风云气象卫星，目前 8 颗卫星在轨
运行，可对全球和区域范围内的极端天

气、气候和环境事件及时高效观测。为使
风云气象卫星更好地为“一带一路”相关国
家和地区气象防灾减灾提供服务，2018年
4月24日，中国气象局建立“风云卫星国际
用户防灾减灾应急保障机制”，“一带一路”
相关国家和地区在遭受台风、暴雨、强对
流、沙尘暴等灾害时，可通过世界气象组织
提出申请启动该机制，中国气象局将调动
值班的风云气象卫星，对受灾区域实行 5
分钟到 6 分钟一次的高频次区域观测，处
理生成图像和定量产品，为其防灾、减灾、
救灾提供及时的信息保障。

言出必行，就在应急保障机制建立后
的一个多月，国家航天局与中国气象局决
定将原定位于东经 86.5 度的风云二号 H
星，西移至东经79度，使风云系列静止气象
卫星可有效覆盖我国全境、“一带一路”相
关国家和地区、印度洋和大多数非洲国家。

精准服务 共享数据成果

风云气象卫星数据已经成为全球数值
预报模式系统的重要来源，全球应用服务
潜力逐步释放。

截至今年 6 月中旬，使用风云卫星数
据的国家数量已增加至 98 个（包括 72 个

“一带一路”相关国家），19 个国家通过中
国气象局卫星广播系统实时接收风云卫星
数据，29个国家已经建成风云卫星数据直

收站，26 个国家已经注册成为“风云卫星
国际用户防灾减灾应急保障机制”用户，风
云气象卫星应用平台也已部署在多个国
家，为当地提供优质气象服务。

2018年9月14日，针对越南应对台风
“山竹”的需求，中国气象局首次启动风云
气象卫星国际用户防灾减灾应急保障机制
服务，开展风云二号F星加密观测，为用户
提供478次加密观测数据；

2018 年 10 月 30 日，针对菲律宾应对
台风“玉兔”的需求，风云二号 F 星和风云
二号 H 星同时加密观测，为用户提供 736
次加密观测数据；

2019年3月14日，强热带气旋“伊代”
袭击非洲东部多国，风云卫星在灾前预警
和灾后分析服务中均发挥了支撑作用。莫
桑比克气象局局长阿德里托·费里克斯·阿
拉牧格为此表示，“感谢中国气象局为我们
提供气象卫星产品”。

“风云气象卫星服务‘一带一路’建
设成为促进共同发展的合作共赢之举，
也是增进理解信任、加强全方位交流的
和平友谊之举。我们将按照步步为营、
逐步推进的原则，更好地服务‘一带一
路’相关国家和地区。”国家卫星气象中
心主任杨军说。

杨军透露，未来，中国气象局计划每年
面向一个重点区域，与相关国家合作开展
适应性卫星遥感产品研发，产品集中在台

风、暴雨、寒潮、强对流等天气系统和植
被、水情、火情、雪情等环境灾害监测等
方面，并逐步形成风云卫星遥感国际服
务规范和相应产品标准；与“一带一路”
相关国家和地区协商获取用于卫星遥感
定量产品校正的陆面资料及观测数据，
形成遥感产品的质量检验和分级、应用
和反馈、再改进机制；与相关国家和地区
合作研发面向服务对象需求“云+端”国
际气象卫星应用平台及数据获取平台，
并提供实时技术支持。

今年 6月 13日，中吉双方代表刚刚
签署了《中国气象局与吉尔吉斯共和国
紧急情况部关于风云气象卫星服务的合
作协议》。杨军告诉记者，中国气象局还
将重点针对吉尔吉斯斯坦等中亚地区国
家，研发积雪、洪涝等定制化气象卫星服
务产品，并根据国际用户反馈的陆面资
料和观测资料对气象卫星产品开展真实
性检验。同时，不断加强中国气象局与
非洲、阿拉伯国家以及亚太空间合作组
织、上海合作组织等国际组织在风云气
象卫星数据和应用等方面的合作。

互通有无 强化应用水平

随着卫星数目不断增加，用户应用
平台除了网站之外，还有移动APP和微
信小程序等多种平台同步升级改造，致
力于满足不同用户的个性化需求。

针对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定制化产品
和服务需求，去年 7 月份至 12 月份，中
国气象局先后对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
阿拉伯国家以及非洲国家，发放关于对
风云卫星数据和产品需求的调查问卷，
目前大约有四分之一的国家已经给予反
馈。2018年 9月份，中国气象局组织召
开风云二号气象卫星服务上海合作组织
对接会，介绍了风云卫星发展现状及未
来规划，会后收集各国的需求和建议，为
升级改造用户应用平台打下基础。

授人以鱼，亦要授人以渔。中国气
象局在提升风云气象卫星用户数据获取
能力及数据应用水平等方面持续发力。

去年 6月 27日，中国气象局风云四
号卫星产品应用国际培训班开班。本次
培训班共招收来自蒙古、阿尔及利亚、朝
鲜等15个国家22名国际学员。

参加培训的沙特气象与环境保护总
局3位预报员表示：“利用卫星监测和追
踪台风等天气现象具有重要意义。我们
借此可以及时通知公众，提醒他们防御
强降水等天气，确保人身财产安全。”

“通过举办国际培训班、提供奖学
金、开展双边交流等方式，中国气象局不
断加强与‘一带一路’相关国家和地区卫
星遥感人员的有关合作和业务技术交
流，我们还建立了‘一带一路’地区国际
视频会商机制，制作遥感应用培训在线
课程，向各国技术人员提供最新风云卫
星遥感科技成果及应用培训。”杨军说，
下一步，中国气象局将编写培训教材及
手册，资助相关国家气象科研人员来华
研修培训，同时派相关技术人员赴 5 个
国家开展现场培训和技术支持，不断强
化“一带一路”气象遥感应用领域的“中
国力量”。

丝路气象服务彰显中国担当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郭静原

风云气象卫星已成为“一

带一路”上又一张“中国名

片”，为相关国家和地区提供

坚实可靠的数据和遥感应用

服务，在搭建国际用户应急保

障机制、开展多层次科技人才

交流与合作等方面发挥了巨

大作用

“‘一带一路’是一
项令人兴奋的倡议，为
相关国家和合作伙伴创
造了互惠互利的机会。”
迪拜多种商品交易中心
首席运营官费亚尔·艾
哈迈迪日前在北京接受
经济日报记者专访时表
示，迪拜也推出了“丝绸
之路战略”，期待“一带

一路”倡议能与“丝绸之路战略”擦出火花，让更多中国企
业通过迪拜开拓中东地区乃至全球市场。

阿联酋所在的阿拉伯半岛位于“二洋三洲五海”交汇
处，自古就是中国通往非洲和欧洲海上丝绸之路的必经
之地。近年来，中国与阿联酋经贸合作关系发展良好，阿
联酋已成为中国在阿拉伯地区最大贸易伙伴。作为阿联
酋经济中心和最重要城市之一，迪拜的区位优势得天独
厚。“世界经济发展的重心正逐渐东移至亚洲地区，中国
更是重中之重。迪拜希望搭上‘一带一路’建设的快车，
同时充分发挥区域优势，与期待深度参与‘一带一路’建
设的国家合作，优势互补，共谋发展。”艾哈迈迪说。

作为全球商品贸易及商业自由区中的佼佼者，迪拜
多种商品交易中心覆盖了黄金、钻石、茶叶、农产品等大
宗商品交易，拥有物流和贸易流等平台，会员企业超过
15000家。艾哈迈迪表示，得益于阿中经贸关系近年来
快速发展和“一带一路”建设加速推进，迪拜多种商品交
易中心吸引了更多中国企业。2018年，在此落户的中国
企业数量增加了 31%，中国持续成为迪拜多种商品交易
中心业务增长的重要市场。云南农垦、海信、海康威视、
中国石化、中国港湾和中国电建等中国知名企业都已在
迪拜多种商品交易中心开设业务；中心还与中国（上海）
自由贸易试验区、西安国际港务区、上海黄金交易所、大
嘉国际集团等签署了合作协议。

艾哈迈迪说，迪拜面向“一带一路”倡议的对外贸易
和投资政策近年来取得了巨大成功。“举例来说，迪拜多
种商品交易中心建立的咖啡中心，第一份合同就是与中
国云南省签订的，云南省将向迪拜出口 1.3 万吨咖啡。”
迪拜“丝绸之路战略”的出台进一步拓展了中心与中国的
合作空间。艾哈迈迪表示，“丝绸之路战略”包括 9项倡
议和33个项目，旨在更大地推动阿联酋贸易和物流部门
的整合，与“一带一路”倡导的互联互通相辅相成。“一带
一路”倡议与“丝绸之路战略”有效对接，也将为迪拜多种
商品交易中心拓展与中国相关的业务提供更多机遇。

据艾哈迈迪介绍，迪拜多种商品交易中心近期与中国
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签署了合作备忘录，旨在为中国企业
落户迪拜创造更多有利条件，“我们希望能吸引更多优秀
的中国企业落户，尤其是科创企业，中心将竭尽所能为中
国企业提供最优惠的落户条件和最优质的配套服务”。

迪拜多种商品交易中心首席运营官艾哈迈迪：

政策沟通带来更多发展机遇
本报记者 禹 洋

本报布达佩斯电 记者翟朝辉报道：日前，由中国通
用技术集团所属中国机械进出口（集团）有限公司投资兴
建的匈牙利100兆瓦光伏电站正式在考波什堡市破土动
工。该项目总建设资金约 1 亿欧元，是目前匈牙利最大
的光伏电站项目。

近年来，匈牙利加大了对包括使用太阳能在内的清
洁能源推动力度。考波什堡市光伏项目并网运行后每年
可发电1.3亿度，满足5万人的城市电能需要，将节省4.5
万吨标准煤，减少12万吨二氧化碳排放。

中机公司董事长阮光表示，光伏项目建成后，将有力
提升匈牙利清洁能源的利用水平，这将是中企为匈牙利
增添的一张“绿色名片”。

匈牙利最大光伏电站项目动工

本报金边电 记者张保报道：作为“2019 中柬文化
旅游年”重点活动之一，由中国文化和旅游部、驻柬埔寨
大使馆和柬埔寨旅游部、文化艺术部共同主办的中柬文
化旅游友好交流大会日前在金边举行。中国 20 个省份
41 家旅游企业组织的中国友好使者团、在柬中资企业、
柬埔寨旅游业界代表共约3000人参加活动。

中国驻柬埔寨大使王文天表示，中柬文化旅游友好
交流大会是构建中柬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内容，是“一带一
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成果的具体体现，也是推动落实中
国亚洲旅游促进计划的重要举措。“2019 中柬文化旅游
年”系列活动将为促进中柬文明互鉴和民心相通、传承和
发扬中柬传统友谊作出积极贡献。

中柬文化旅游友好交流大会举行

本报讯 记者沈则瑾报道：中国—拉美“一带一路”
法治合作研讨会暨中国—拉美和加勒比国家法律人才交
流项目研修班结业典礼日前在上海财经大学举行，专家
学者们在研讨会上围绕“中拉‘一带一路’金融合作与安
全法律问题研究”和“中拉司法改革视角下贸易投资便利
化的法律保障”两个单元主题展开热烈讨论。

中国法学会联合上海市法学会、上海财经大学发起
此次中拉法律人才交流项目研修班，旨在通过广泛而深
入的研讨和交流，发展相互之间的友好关系，促进法律界
的交流与合作，加强应对新挑战和新问题的协作能力。

中拉“一带一路”法治合作研讨会举办

日前，随着一声汽笛长鸣，满载着“海
丝”航线进口货物的79636次班列从厦门
海沧火车站缓缓驶出，开往江西赣州。这
是从厦门港务集团多式联运港站开出的

第一趟海铁联运班列，标志着厦门港务集
团多式联运港站正式启用，也标志着“一
带一路”国际综合物流服务品牌“丝路海
运”又一新节点建成投运。

据介绍，本次班列承接的是通过“海
丝”航线从国外进口的服装、鞋帽、木材等
货品，这些货品从厦门港靠港上岸后，由
海沧站铁路专用线，通过海铁联运方式运
往江西赣州。

厦门港务集团多式联运港站的启用，
是中国铁路南昌局集团有限公司漳州车
务段联合厦门港务集团，持续推进“一带
一路”国际综合物流服务品牌“丝路海运”
建设，促进厦门港多式联运业务发展，推
动“海丝”和“陆丝”运输无缝衔接的重要
举措。该港站位于海沧港区 7 号泊位后
方，毗邻海沧站铁路货场，有得天独厚的
地理优势，占地面积约 1.5 万平方米，可
一次性容纳 17 节铁路集装箱车皮作业，
年处理能力超过5万标箱。

多式联运港站项目作为公共服务平
台，主要承担厦门港海沧港区海铁联运集
装箱进出港作业任务，它的启用将进一步
扩大厦门港口集疏运能力，打通海铁联运
集装箱进出港“最后一公里”。由此，“厦
门—江西”海铁联运通道将更加通畅，对
于优化铁路运输资源配置，提升港口集疏
运效率，降低口岸物流成本，引导腹地货
源流向等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据统计，中欧（厦门）班列累计开行
348列，通过阿拉山口、满洲里、二连浩特

等口岸站发往中欧、中亚十多个国家；厦
门港内外贸航线共计 147 条，通达 44 个
国家和地区138个港口。其中，厦门已开
行“一带一路”海上航线 57 条、空中航线
20 条，形成无缝连接“一带一路”物流通
道。

铁路运输作为一种具有大运量、低成
本、高效、安全的运输方式，深受广大客户
欢迎。近年来，中国铁路南昌局集团有限
公司漳州车务段与厦门港务集团公司强
强联手，厦门港多式联运业务从无到有、
从小到大，不断发展壮大。厦门到江西内
陆等地已稳定运行多条海铁联运班列，厦
门港多式联运业务发展有效降低了生产
企业的物流成本、有效减少了港口货物疏
运对环境的污染，有力支持了厦门港口经
济的发展，对加快建设海铁联运通道，逐
步形成以海港、铁路为依托、四通八达的
物流网络体系，为内陆各省市和厦门开展
更高层次的经济合作起到了十分重要的
推动作用。

目前，已有来自东南亚、非洲、欧
洲的矿产品、木板材等原材料在厦门港
通过海铁联运方式转运至江西等内陆省
份；内陆地区的箱包、家具等制成品也
频繁通过海铁联运方式从厦门港出口至
世界各地。

有效衔接海陆物流 推进“丝路海运”建设

厦门港多式联运港站启用
本报记者 薛志伟 通讯员 刘秋婷

从厦门港务集团多式联运港站开出的第一趟海铁联运班列79636次班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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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8月29日，东盟国家灾害性强对流天气临近预报技术示范培训班在广西南宁

开班。 （中国气象局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