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年5月11日 星期一10
ECONOMIC DAILY

一带一路

本版编辑 徐 胥 原 洋

风云系列气象卫星提供精准高效的观测数据，近年来已开始向“一带一路”提供国

家级气象服务产品。截至目前，使用风云气象卫星数据的国家和地区数量已增至107

个，其中“一带一路”国家75个，气象卫星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效益加速显现。

橙色是晴天，灰色是多云，蓝色是降
雨……在日前上线的我国“一带一路”相关重
要城市天气预报服务专网上，这些不同色块串
联起来，勾勒出一张覆盖137个“一带一路”相
关国家和地区的晴雨表。天气预报覆盖面、准
确率持续提升的背后，依靠的正是精准高效的
观测数据提供者——风云气象卫星。

风云系列气象卫星已服务国际社会多
年，近年来开始向“一带一路”提供国家级
气象服务产品。公众登录专网会发现，气
温、风向、风速、降水量等要素每12小时
更新一次。专网下方还设置了风云卫星云图
产品，包括卫星红外云图、水汽云图和可见
光云图。

如今，气象卫星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效
益加速显现，风云气象卫星国际用户明显增
多。截至目前，使用风云气象卫星数据的国
家和地区数量已增至107个（包括75个“一
带一路”国家），29个国家已经建成风云气象
卫星数据直收站，28个国家已经注册成为风
云气象卫星国际用户防灾减灾应急保障机制
（FY_ESM）用户。

“一带一路”沿线高山、沙漠、海洋等无
人区较多，气象资料缺乏，自然灾害严重，
相对灾害损失是全球平均值的两倍以上，
且以气象灾害居多。作为全球综合地球观
测系统的重要成员，风云气象卫星已被世
界气象组织纳入全球业务应用气象卫星序
列，也是空间与重大灾害国际宪章机制的
值班卫星，持续为全球经济社会发展和防
灾减灾作出贡献。

莫桑比克位于非洲南部，热带气旋等
气象灾害频繁。2019年，该国曾3次启动
风云卫星国际用户防灾减灾应急保障机
制，请求中国气象局提供该地区风云卫星
数据产品。“莫桑比克还在使用古老的天气
图填图方式预报天气，档案室里大量的历

史观测数据由于暴雨、潮湿等原因已经濒临
损毁，防灾减灾任务艰巨。”国家卫星气象中
心遥感应用服务中心高工咸迪告诉记者，他
曾作为专家组成员，参与到由中国气象局组
织的赴莫桑比克安装配置风云卫星接收处理
系统中，并在该国全国气象预报员培训会上，
针对风云卫星在天气、环境和应急减灾等领
域的应用作了技术培训。

今年1月2日，中国气象局援助建设的
中国风云二号气象卫星接收处理及应用系统
交付使用仪式在莫桑比克国家气象局举行。
莫桑比克也成为非洲首个应用此系统的国
家，较好地填补了天基监测的空缺，获得24
小时连续不间断气象卫星监测服务，天气预
报、防灾减灾能力将得到有效提升。目前，系

统信号接收良好，运行和数据存储正常。
不仅如此，我国风云卫星遥感数据服务

网还具备综合提供风云一号、风云二号、风云
三号、风云四号、碳卫星，以及美国、欧洲、日
本等国际其他气象卫星数据的能力，注册用
户稳步增长。其中，风云卫星数据的订购量
最高，超过95%，用户已达8.9万。据国家卫
星气象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风云卫星还为
吉尔吉斯斯坦、俄罗斯、蒙古等30个国家开
通气象卫星数据绿色服务通道；2019年，为
莫桑比克、斯里兰卡、俄罗斯、澳大利亚等国
家启动11次包括FY_ESM、空间与重大灾
害国际宪章机制、国家综合对地观测数据共
享平台应急机制在内的国际对地观测应急
服务。

遥望璀璨星河，我国现有7颗风云气象
卫星在轨稳定运行，气象卫星的产出效益比
高达1∶40。风云二号、风云三号和风云四号
在观测覆盖范围和分辨率上相辅相成，当仁
不让地成为我国获取全球资料和满足区域灾
害性天气及环境监测、气象服务与地球系统
科学研究的重要工具。

中国“风云”专网服务“一带一路”
本报记者 郭静原

作为“一带一路”标志性项目，在国内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中白工业园园区开发
公司2月初紧急筹集近6万美元医用物资，
随同白俄罗斯政府第二批援华医疗物资通过
专机运往中国，支援湖北省疫情防控最
前线。

随着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蔓延，白俄罗
斯也受到影响。中白工业园是一个国际化园
区，园区开发公司作为运营主体，与国机集团
和招商局集团两大中方央企股东建立起了联

防机制，学习借鉴中国疫情防控经验，组建
疫情防控工作组，研究制定《应急预案》，2
月份成立预防新型冠状病毒防疫小组，累
计发布10项防疫指南和制度文件；做好开
发公司日常防疫物资储备，及时采购储备
防疫物资，每天对办公室、公寓楼和公共卫
生间消毒；密切监控园区人员出入动态，对
从国外返回园区的工作人员实行14天居
家隔离；做好办公楼疫情监控，实行进入办
公楼红外线体温监测，上班期间必须戴口

罩，办公室门把手和电梯间按钮每2小时消
毒一次，从4月13日正式启动部分人员远程
办公和值班制。

但是，疫情期间园区招商引资力度不减，
坚持为大项目入园做好服务，一期投资额达
3000万美元的国机火炬园于3月20日顺利
入园，成为2020年首个入园项目。项目总占
地面积约6公顷，一期总投资约3000万美
元，用于建设科技研发、共享办公平台以及高
科技商业体验设施和配套等，对疫情特殊时

期促进“一带一路”大项目合作具有示范带动
意义。同时，稳步推进重点工程建设，在中国
施工单位出境困难的情况下，引导企业扩大
白俄本地分包、做好安全培训，确保了园区中
白科创中心、中联重科等多个在建工程安全
有序推进。

目前，园区已全面完成一期基础设施建
设工作，形成可租售土地515公顷，得到两国
政府的高度肯定。利用中国政府援外资金建
设的园区首栋居民楼（156套住房）已建成投
入使用，1.9万平方米中白科技成果转化中心
大楼5月份也将投入使用。

截至目前，入园企业总数达60家。其
中，中国企业34家，白俄企业11家，由第三
国投资的企业15家（美国、奥地利、立陶宛、
德国、瑞士、俄罗斯等），协议投资总额近12
亿美元。其中，24家企业已投产运营，动工
在建12家。

本报达喀尔电 记者宋斌报道：日前，中国驻塞内加尔使
馆联合中国民族卫生协会举办了一场“一带一路·携手抗疫：
在塞中国公民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视频会议”。中国民族卫生
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钱阳明、北京援鄂医疗队长丁新明和援
鄂专家苑晓东、朱智明通过视频与在塞中资机构代表、华人华
侨开展了交流。

期间，我国驻塞大使张迅表示，本次会议非常及时，目前
塞内加尔疫情正在加速蔓延，“封国”措施导致部分中国公民
被迫滞留当地，使其产生了担忧情绪。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
我国驻塞使领馆职责是以人民为中心、切实维护旅塞中国同
胞的健康安全。

钱阳明称，国内疫情发生以来，中国民族卫生协会在国家
卫生健康委等部门领导下，积极参与并支持湖北地区抗疫工
作。随着疫情在全球蔓延，中国民族卫生协会又及时推出了

“一带一路·携手抗疫全球行动”，组织国内知名专家，通过视
频会议，先后为意大利、印度尼西亚、乌克兰、马来西亚等国的
卫生界同行和华人华侨、中资机构代表举行有关防控经验交
流和宣传讲解。

会上，国内专家分别传授如何日常防控、提高免疫力和疾
病应急处理等方面知识，并与中国援塞医疗队医生、其他中资
机构代表互动问答。

“一带一路”疫情防控

视频会议举行

本报讯 记者刘成、通讯员刘伟报道：日前，青岛市交通
与运输局会同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地方经贸合作示范区（简
称上合示范区），邀请青岛市20余家物流行业核心企业代表
座谈，介绍上合示范区建设及政策扶持情况，共同发起“丝路
扬帆·合和共赢共建上合和‘一带一路’国际物流中心”倡议。

中国外运华中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玉忠介绍，在上合示
范区国际物流中心建设中，青岛多式联运中心已开通国内外
班列16条，逐步构建起“东接日韩亚太、西联中亚欧洲、南通
东盟南亚、北达蒙俄大陆”的国际物流大通道；总投资165亿
元的中外运、苏宁、京东、南洋新农业等一批现代物流项目入
驻，实现物流产业的集聚发展；中商民生、新港洲等大宗商品
贸易平台落地，国际物流合作关系进一步密切。

在共建上合和“一带一路”国际物流中心倡议下，各物流
业核心企业将共享上合示范区优势资源，参与到上合示范区
国际物流中心建设中来，与上合示范区共筑陆海联运大通道、
打造大宗产品物流仓储基地。“共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新平
台，要发挥物流的先导作用。”上合示范区管委会副主任孟庆
胜表示，将从政策突破、平台搭建、功能叠加、线路拓展、制度
创新等方面打出一系列实实在在的“组合拳”，实现物流行业
标准化、智能化、协同化、生态化发展，在提升枢纽功能、壮大
产业集群、深化合作共赢上寻求新的突破。

上合示范区助力

“一带一路”物流合作

本报金边电 记者张保报道：日前，中国大唐集团参与捐
建的柬埔寨乡村道路竣工通车仪式在菩萨省举行。

柬埔寨矿产能源部大臣瑞赛表示，本次竣工的双鳄鱼乡
乡村道路全长约20公里，由大唐公司与其本人共同出资。道
路建成通车解决了当地民众雨天出行不便的困难，是利民的
好事。他介绍，大唐公司赴柬投资以来，先后捐建了库区公路
和洛蒂西塔中学教学楼，每年向柬埔寨红十字会捐款，定期开
展捐资助学活动等。今年疫情发生以来，大唐公司还积极捐
赠防疫物资，为柬埔寨抗击疫情作出了积极贡献。

大唐柬埔寨水电开发公司和柬埔寨电网有限公司总经理
邱惠斌表示，大唐公司自在柬投资以来，就得到柬埔寨政府和
民众的支持和帮助。大唐公司将认真履行责任和义务，将现
有项目建设好、运营好。企业将继续加强与柬各界合作，努力
为柬埔寨发展和中柬友谊作出积极贡献。

中国大唐于2009年赴柬投资，建设了120兆瓦斯登沃代
水电站项目和从金边经菩萨到马德望的296千米、230千伏
高压电网项目。项目建成投产极大改善了柬埔寨电力供应状
况，对助力柬埔寨经济社会发展，提高和改善当地人民生产、
生活条件，以及改善投资环境和劳动就业都起到了巨大作用。

中国大唐捐建柬埔寨

乡村道路竣工通车

疫情下招商引资力度不减

日前，中国中铁大桥局完成孟加拉国帕德玛大桥第29跨
钢梁的架设。图为钢梁架设现场。 （新华社发）

帕德玛大桥钢梁架设顺利

中白工业园位于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市
郊，作为中白两国元首亲自推动的“一带一
路”重点项目，该园区已成为中国和白俄罗斯
两国经贸合作的最大平台。

2015年5月12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和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视察中白工业园，
成为园区发展重要的里程碑。当天，两国元
首见证了第一批8家入园企业注册入园，指
示要把中白工业园建设成为丝绸之路上的标
志性工程，并期待中白工业园尽快见到实
效。从此，中白工业园全面启动园区开发，进
入了实质性建设发展阶段。经过5年的初期
创业，园区已正式迈入高质量发展阶段。

60个投资项目引进12亿美元

“2015年5月12日是中白工业园的历史
性时刻。这一天，卢卡申科总统和习近平主席
视察这座未来创新城市的施工现场。从那时
起，园区在两国元首的关心支持下发展，已成
为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重要载体。”中白
工业园管委会主任亚罗申科表示。

在中白工业园5年开发历程中，中白两
国大型企业积极行动，特别是中国大型国有
企业率先行动，为园区初期的基础设施建设、
招商引资和产业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国机
集团下属中工国际参与了园区基础设施及一
些生产型企业厂房建设，同时计划实施火炬
园研发项目。招商局集团投资1.5亿美元的
中白商贸物流园一期已经建成并投入使用，
成为“丝绸之路经济带”上的重要物流节点。
不久的将来，园区内将建成多式联运铁路场
站，直接与中欧班列对接。

中白工业园园区开发公司总经理严刚告
诉记者，过去5年，秉持“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的创业精神，中白工业园在明斯克市郊的
莽莽森林中开始基础设施建设，如今已提前
1年全面完成一区8.5平方公里开发，实现了

“七通一平”，建成园区道路近30公里，标准
厂房60000多平方米，具备全面招商引资条
件。目前，园区已有经营性单体建筑30座。

到2020年4月底，园区共引进投资项目达
60个，合同投资额近12亿美元，入园企业
完成投资额2.6亿美元。

园区的快速发展，与中白两国政府对
园区的关注和支持密不可分。5年来，近
800个中国团组在国家相关部委及各省、
市政府号召下前来园区考察调研，与白俄
政府和企业谋求合作。亚罗申科指出，中
国政府的援助对于园区开发起了很大作
用。得益于中方援建资金，园区已建成配
电站、乌沙河改造、园区第一栋公寓楼。今
年，科技成果转化中心也将建成揭幕。

中白工业园入园企业中白航天总经理
李平表示，在国人眼中，这是一个远在万里
之外的园区，但在园区建设者眼里，她是一
个新家，一个新的开始，一份新的执着，一
个放飞理想的地方，更是个人、企业、家国

的交汇点，是责任、情怀、使命的交汇点。园
区内北京大道和明斯克大道上一栋栋厂房、
大楼夜晚的灯光，诉说着两国建设者、创业者
的理想。

未来5年着力发展新兴产业

中白工业园以“产业化、国际化、数字化、
生态化”为发展方向，在欧洲、独联体国家的
知名度和美誉度不断提高，也吸引了一批极
具科技创新实力的优质企业入驻。2020年，
园区正式迈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并致力于打
造成为区域内有一定影响力的经济特区。

园区开发公司第一副总经理卡罗杰耶夫
表示，园区内已出现区域性和跨国公司成功
投资的案例，园区在国际舞台上的影响力越
来越大，曾荣获世界知名出版物的多个重量

级奖项，这也证明了“一带一路”倡议的成功
和效用。

严刚表示，中白工业园在两国政府支持
下，正从建设期迈向高质量发展期。园区正
在策划的第二个五年规划将着力发展新兴产
业，使中白工业园成为两国扩大区域合作和
经贸交流的产业聚集平台。

今年园区已被白俄政府列为首个5G试
验区和首个无人车试验区，园区中资企业生
产的高科技测温防疫智能机器人也被用于明
斯克机场等公共场所，为白俄罗斯新冠肺炎
疫情防控发挥了作用。作为中白工业园主要
股东的国机集团和招商局集团也将继续发挥
央企的先锋模范作用，在商务部、国资委等国
家部委支持下，与白方股东一道将中白工业
园打造成为“丝绸之路经济带”上的明珠项目
和中白双方互利合作的典范。

五年创业成效显著 树立互利合作典范

中白工业园迈入高质量发展阶段
本报记者 徐惠喜

图为中白工业园远景。 （中白工业园园区开发公司供图）

□ 本报记者 李予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