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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新闻

从这里 ，观察中国

经 济 开 放 活 力
（上接 1 版）“中国成为德国最大贸易伙伴，双边贸

易额已经超过 1990 亿欧元。”欧盟经济参议院主席瓦
尔特·多林说。参加本次博览会的德国“隐形冠军”企
业，期望在中国寻找到合作伙伴。明年，德国世界隐形
冠军企业代表团将再次来长春，参加中国“第一届世界
领军企业隐形冠军大会”，继续寻找中国机遇。

本次东北亚博览会的精彩故事，吸引了众多国外
媒体关注。来自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等国的十几家媒
体记者团，专程来到吉林，全程参与报道本次博览
会。

谋开放：次区域、小多边洽谈更趋务实

一次展会，也是观察国际合作的一个窗口。
东北亚六国陆海相通，经济联系紧密，经济总量

占全球 19% 。虽然总量很大，优势很强，但受区域
发展不平衡、地区局势等多重因素影响，东北亚区域
合作水平不高，地区经济一体化进展缓慢。参加本次
博览会的众多政商人士表示，近年来中国经济引擎拉
动作用明显，合作发展的有利条件不断累积，当前东
北亚局势总体稳定向好，加强区域合作面临有利条件
和难得机遇。

——— 合作共赢、协作发展、互利互惠，东北亚政
商组织共识增强。

本次博览会期间，记者走访的论坛、会议以及
展会现场，不论国内国外、商界政界、会场发言还
是会下采访，“合作”成为突出主题。“我们将继
续大力支持公平和自由贸易，继续做最值得信赖的
合作伙伴。”韩国北方经济合作委员会委员长权九
勋说。

东北亚国家都是经济全球化的受益者，在全球产
业链上分工明确。“东北亚区域国家均支持经济全球
化发展，面对压力更容易形成一致。”俄罗斯科学院
远东分院副院长拉林维拉说。

合作共赢的良好氛围，也体现在国内外参展企业
的身上。在一汽集团展区，用于自动驾驶、汽车网联
研发的 5G试验网，是诺基亚贝尔公司与吉林企业的
重要合作。“东北亚未来可期，我们有愿望推动区域
合作。”诺基亚贝尔公司执行副总裁王玮说。

——— 次区域、小双边、小多边，东北亚地区间经
济联系更紧密。

东北亚六国经济发展模式和水平不尽相同，但经
济合作互补性强，发展潜力巨大。中蒙俄发展合作中
期路线图已经制定、中日韩三国自贸区谈判升温、中
俄积极推进远东开发合作……区域内小双边、小多边
的合作机制不断取得进展。

“让我印象深刻的一点，就是许多跨境互联互通
基础设施项目快速启动，这是发展活力的最好印
证。”联合国亚太经社会东亚和东北亚事务办公室主
任甘博德·巴山加维说。

借助本次东北亚博览会的平台，各国地方政府联
系热络，许多跨国合作项目正在深入推进。区域地方
政府、经济组织间的跨国合作也方兴未艾。韩国江原
道行政副知事金星镐带来了贯穿俄罗斯、日本、韩国
的邮轮航线项目；俄罗斯伊尔库茨克州第一副州长多
罗费耶夫向各国代表推介本州的矿产、木材、旅游资
源……韩国经济与财政部副部长金会正表示，营造稳
定投资环境，反对贸易保护，坚持扩大自由贸易，将
为东北亚区域带来更加繁荣的未来。

助开放：“一带一路”注入新动能

本次东北亚博览会上，来自“一带一路”共建国
家的商品吸引了大量参观者。不同于以往的中国展会
中国人卖外国货，这些外国货是真正的外国人在销
售。

本次博览会专门设置了“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和
地区商品展区，展示这些国家的科技、电子、纺织、
食品等特色商品。有来自 28个国家和地区的 250 余
家企业参展，其中已同中国签订共建“一带一路”合
作文件的国家有 20个。

追随“一带一路”倡议，来自非洲的阿杰伊把公
司开到了北京，这次跟着非洲加纳商会来长春参加东
北亚博览会。他带来了非洲鼓、非洲皮具和牛角制
品。展位前参观者接踵摩肩，阿杰伊生意红火。

今年上半年，吉林省对非洲进出口同比增长
27 . 0% ，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出口实现增长
6 . 7% 。“‘一带一路’不仅让贸易更便利了，最重
要的是国家间的信任更强了。”阿杰伊说。

韩国、蒙古国等政商代表和专家学者也看到了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情感的增强，以及由此带来的
更多双边、多边贸易和投资机遇，纷纷表示希望参与
进来。韩国北方经济合作委员会委员长权九勋在 23
日举行的第十届东北亚合作高层论坛上说：“我们期
望韩国的‘新北方政策’与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
之间实现协同效应，总统直属北方经济合作委员会和
相关部委据此正在积极寻求与中国东北三省的合
作。”蒙古国科学院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扎·巴雅萨
呼等蒙古国学者认为，蒙方可以通过做好“发展之
路”项目与“一带一路”倡议对接，参与中国、俄罗
斯多领域的合作。

如今，“长满欧”“辽蒙欧”“哈欧”等途经东
北亚地区的中欧班列，已经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新
动脉。作为“一带一路”倡议中向北开放的重要窗
口，东北内陆腹地的吉林通过中欧班列打通向欧洲伸
展的新通道，沿西伯利亚铁路加速开放步伐，更深融
入全球经济。经由“长满欧”中欧班列，福耀集团长
春有限公司生产的前挡玻璃运往德国的奥迪装配厂，
从德国运来的汽车零部件发往沃尔沃大庆工厂，中德
两国产业集群开始产生联动效应。

在本届东北亚博览会上，很多与会者形成了这样
一个共识：东北亚地区正在成为“一带一路”合作的
重要节点，区域合作在共建“一带一路”中面临难得
机遇。共建“一带一路”，为拓展和深化东北亚地区
合作持续注入新动能。

外商投资法是本次东北亚博览会上的一个热词。
无论是论坛会议、政府合作，还是企业洽谈，很多与
会政商代表都会谈起明年中国即将实施的外商投资
法，不少人还熟知今年外商投资负面清单从 48 条减
少到 40 条这个积极变化。一些政商代表说，选择参
加东北亚博览会，既是看到了商机，更是对中国经济
发展和对外开放的信心。随着中国继续扩大开放，特
别是共建“一带一路”注入新动能，这个信心也会更
加坚定。

新华社重庆 8 月 27 日电(记者韩振、张翅)
5G 全息通话、AI智能体验、MR 趣味游戏……
阿里巴巴、腾讯、科大讯飞等国内科技领军企
业，以及谷歌、英特尔等世界科技巨头，云集
2019中国国际智能产业博览会，一项项前沿科
技应用闪亮登场，给人们带来了一场精彩体验。

——— MR 技术：深度体验购物乐趣
一个看似普通的轿车模型，只需要戴上一

款基于 MR 技术(混合现实)的眼镜，就可以带
你在赛道上驰骋；一幅看似平常的帝王画像，只
需要戴上 MR 眼镜观看，画里的人物就会“跳”
出来同你互动……

本次智博会上，淘宝卖吧展示厅里这些“黑
科技”赚足了眼球，很多观众排队体验这种趣味
购物。“消费者不再简单地购物，还可享受到很
多增值服务。”据参展负责人介绍，为了给消费
者带来更丰富的购物体验，淘宝卖吧利用 MR
技术，塑造更真实的购物场景，让游客在游戏的
同时购物。

——— 智能操作系统：“8D 魔幻城市”驾车也
不会迷路

本次智博会阿里巴巴展厅，智能化操作系
统 AliOS 给观众带来了“超时空”般的驾车体

验。这款系统，犹如给汽车装上了“大脑”，车可
以像人一样与驾驶者进行交流和互动，真正实
现全车智能。

“这款新能源车搭载这套智能操作系统后，
通过对电子地图进行优化，可以为驾驶人构建
一个立体空间，在这个空间内，导航会直接、清
晰地告诉你走哪条路，这意味着在‘8D 魔幻城
市’重庆驾车，你也不用担心迷路了。”阿里巴巴
智能化操作系统技术人员介绍说。

据了解，这套系统已逐步开始应用，合作汽
车包括荣威、福特等汽车品牌。

——— 人工心脏：心衰患者的福音
在智博会现场，记者在重庆永仁心公司展

台看到，一部字典大小方正的盒子，正替代左心
房，为透明的人体模型供血。

据重庆永仁心工作人员介绍，方正的盒子
是一款人工心脏，主要用于重症心衰治疗，其主
要功能是利用生物机械手段部分或完全替代心
脏的泵血机能，维持全身的血液循环。

据介绍，我国每年心脏移植手术量仅 400
例左右，远不能满足患者的治疗需求。“永仁心”
人工心脏为第三代左心室辅助人工心脏，由体
内部分(血液泵)和体外部分(控制器)组成。通

过“纯水密封系统”的应用使轴承处于水悬浮非
接触状态，设计寿命达 30 年以上。

——— 无创血检：不扎手指也能获得血液数
据

在京东方健康展台，一款移动健康无创血
液监测系统引人关注。该系统由无创多参数检
测仪和便携式蓝牙打印机组成，不扎手指即可
测量血压、外周脉搏、血氧饱和度、血红蛋白等
14 项血液参数。

记者将手指放入火柴盒大小的黑色检测盒
中，不到一分钟，多项血液数据如流速、血压等
信息，就出现在检测盒的显示屏上。这些数据还
可以通过蓝牙打印机，很快打印出来。

据工作人员介绍，这块检测盒利用红外线
反射技术，读取人体血液信息，避免了传统血常
规检测需刺破手指造成痛感的情况。

——— 机械臂乐队：数字化工业的杰作
在智博会的中兴展台上，两台机械手臂挥

舞着金属“手指”，为观众弹奏优美的钢琴曲。
“在钢琴上弹奏乐曲，手指的跳动要非常

快，这就对两只甚至多只机械臂的协同性提出
很高的要求。”中兴展台负责人告诉记者，要弹
奏出和谐的乐曲，机器人首先要通过大数据，自

行分析制作出一张符合人耳感知的乐谱，其
次还要用灵活的指法在键盘上弹出来。

“机械臂乐队体现了中兴机器人在数
字化工业中的潜力，意味着这样的机械臂
扩展到生产线或工业制造自动化当中，能
够 200 台或者 2000 台同时作业。”这名负
责人说。

——— 盾构云平台：让工程机械更智能
在人们的传统印象中，建筑行业是一

个劳动密集、技术含量较低的行业。然而，
本次智博会却展示了一个截然不同的建筑
行业。

在中国中铁的展示大厅内，一台由中国
中铁自主研发的盾构云平台功能强大。这台
盾构机利用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技术，对
遍布各地，甚至是国外施工中的盾构机进行
数据采集与实时监控，掌控设备施工状态、材
耗、风险，并根据实时情况提供解决方案。

“这种盾构云平台，在世界上首屈一指，
通过云平台可以收集施工数据，还可以对相
关数据进行二次挖掘。”中国中铁相关负责人
介绍说，目前全国共 1000 多台盾构机，其中
约 10% 搭载了这款盾构云平台。

本报记者王贤

“一走进车站，立刻感受到一阵清凉，感觉
这里的空调比往年明显好多了。”在广东上大学
的湖北咸宁人小王每年暑假都要到赤壁站坐
车，这座京广铁路上的三等小站今年的候乘环
境让她印象深刻。

今年暑运前，中国铁路武汉局集团有限公
司将以往旅客反映集中的赤壁站等 8个车站候
车室空调问题，列入“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
教育立行立改“问题库”，并追加投入 800 多万
元，对原本未列入今年改造计划的这 8个车站
的老旧空调进行集中改造，统一安装中央空调。
8 月初，赤壁站的空调整治完成后，候车室温度
保持在 27℃左右。

这个暑运，湖北大部烈日炎炎，高温警报一
个接一个。炎炎夏日里有一个凉爽、舒适的出行
环境，是旅客对铁路部门的最大期待之一。武铁
通过空调整治、放置冰块、加强降温设备维保等
措施，尽量降低车站候车室温度；同时强化客车
检修和线路安全维护，确保列车运行期间空调

设备正常。
像赤壁站这样，对空调设备进行大提升的

客运火车站还有不少。武铁客运部主任钟祝平
介绍说，武铁对日发送 1500 人以上的 40 多个
客运站进行调研发现，部分车站空调设备老旧、
故障频发，一到暑运旅客体验不好、投诉不断；
于是决定加大投入，对 43个客运站空调设施进
行整治。目前已投入 1400 多万元，基本完成宜
昌东、麻城北、黄石北等 24个车站的空调整治。

连日来，记者到武昌、武汉、汉口、宜昌东、
赤壁站等车站乘车，实地体验候车区温度。这些
车站候车厅墙上都挂有温度计，室内温度均在
28 摄氏度上下，体感相当舒适。

在武汉火车站，两个进站口和安检处温度
相对较高，车站在这些地方放置了 26 台冷风
机，还在电扇前放了冰块，尽量为这一区域降
温。

武汉火车站相关负责人称，由于站房设计
等原因，车站进站口空间不封闭，空调系统起不
了作用，以往经常有旅客为此投诉；这两年车站
配备了大量降温设备，采用刷脸进站、优化流线

设计等方式尽量缩短旅客进站安检时间，同时
耐心宣传解释，赢得了旅客的理解，今年几乎没
有相关投诉。

候车厅的温度不仅实时在车站显示，还处
在上级部门的监管之下。武铁客运部客管科科
长管丽琳建了一个 200 多人的客运管理微信
群，每天 12时和 16时，武铁 100 多个车站的客
运负责人都要在群里通报车站候车室温度，一
旦超过 28 摄氏度，就要说明原因，报告车站采
取的降温措施。

管丽琳说，随着各个车站空调的增建、改
造、维修，以及服务旅客意识的增强，今年暑运
车站候车厅温度大多保持在 26至 28 摄氏度之
间，温度超标情况比往年大幅减少。

除了车站，武铁进一步加强了列车检修，特
别对空调设备质量严格管控；规定动车组列车
路上停车超过 10 分钟，就启动一级应急响应，
确保车辆运行安全。

“10 多年前有的车厢非常冷，有的车厢又
很闷热，谈不上舒适；现在车厢内的温度控制在
24 至 26 摄氏度，可以在车上舒舒服服睡觉。”

经常乘坐 Z38 次列车往返武汉和北京的刘
先生说。

旅客清凉的背后，是铁路人不惧酷暑默
默付出。一天下午，在有“列车医院”之称的武
昌客车车辆段，客车车顶在烈日炙烤下表皮
温度高达 60 摄氏度以上，武昌运用车间专修
一班职工王斌和工友攀上 Z37/8 次列车车
顶处理空调故障。

“这晒得滚烫的铁皮可千万碰不得，身体
一沾上就是个大水泡。”由于车顶表皮温度很
高会烫脚，王斌站立的时候经常左右动脚，王
斌和工友们戏称这是车顶上的“踢踏舞”。暑
运客车空调检修任务繁重，王斌的劳保鞋已
烤坏了 3 双。

“人民铁路为人民，暑运旅客感受最直接
的就是温度，让旅客凉爽出行，一定程度上体
现了铁路人为人民服务的初心使命。”钟祝平
说，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引领
下，今年暑运武铁候车、乘车环境明显改善，
12306 客服中心数据显示，因温度较高、空调
效果不好的投诉同比下降 50% 以上。

阳光穿过低矮的云层撒向藏北草原、峡谷。

坐落在怒江上游的热如村，犹如浓墨重彩的油
画，鲜艳明亮。

56 岁的牧民平交戴上藏式礼帽，手挎小
凳，随着人群，慢悠悠向村头的帐篷区走去。一
场夏日的农牧民狂欢即将在这里上演。五颜六
色的帐篷内早已人声鼎沸，热闹非凡。

热如村坐落在西藏那曲市比如县良曲乡，
这里属于怒江上游黑河流域，更有一个浪漫的
名字“嘉姆吾曲”，意为汉族女子的汗液河。相
传，文成公主入藏时，路过当地开凿温泉，休整
沐浴，并教给人们纺织、耕种技术。公主沐浴洗
漱的汗水流入黑河，当地人遂将黑河改名为“嘉
姆吾曲”。

25 日 10 时，平交和 3000 余名群众围坐
在舞台四周。“大家不要吵闹了，节目要开始
了。”在一阵阵奔放的舞曲声中，良曲乡第四届
热如锅庄文化艺术节拉开了序幕，平交看得津
津有味。

这是草原上的夏日狂欢。作为西藏那曲冬
虫夏草主产区的比如县，这里的农牧民每年 5
月 15 日至 6 月底都要集中采挖虫草，全县八
乡二镇的群众轮流举办艺术节。如今，正是最舒
适的季节。

舞台上，各村文艺队里的青年男女挥袖踢

踏，舞步时而俊秀飘逸，时而粗犷奔放，不时
博得人们的喝彩声。为了拔得头筹，有些村组
更将生产、生活的内容搬上舞台。深山里，国
旗下，人们尽情狂欢。

“我年轻的时候，可比他们跳得有劲多
了。” 平交说起当年的事，显得十分自豪。而
甘达村的年轻人旦增扎西告诉平交，热如锅
庄现在是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必须重
新编排，这是创新。

相对于大人，10 岁的尼玛江参更喜欢
放大镜和玩纸卡。烈日下，他和小朋友们正在
试验放大镜引燃纸片的实验，不一会，纸片中
心就冒起了烟。“这是同学告诉我的秘密。”他
说，“等会，妈妈还要带我去看马戏团演出。”

草原上，各色帐篷里音乐声此起彼伏，叫
卖商品声不绝于耳。除卡垫、金银腰饰、木碗
店外，更有打气球、套物品、抓布娃娃等娱乐
项目，农牧民聚集在各色帐篷店外，或讨价还
价，或玩得不亦乐乎。

22 岁的女大学生次仁白吉是良曲乡走
出的女大学生，暑假期间她返回自己的家
乡，义务兼职艺术节主持人。“我们乡盛产冬
虫夏草，过去乡亲们依靠虫草致富，不少人
喜欢买豪华车。现在人们转变了观念，特别
重视教育和精神文化生活，这是家乡最大的

变化。”她说。

良曲乡党委书记扎西尼玛今年在艺术节
上和干部群众一起招待其他乡镇来的客人，
一边忙着迎客，一边安排节日活动，两颊挂满
汗珠。他说，热如锅庄文化艺术节是农牧民狂

欢的日子，也是丰富牧民精神生活和弘扬传
统文化的重要形式，“既富口袋，更富脑袋”已
成为男女老少共同的追求。

(记者黄豁、吴瑞、陈尚才)
新华社拉萨 8 月 27 日电

未来已来：智博会上前沿科技异彩纷呈

铁路酷暑“降温”有招，旅客“清凉”乘车

一个藏族村落的夏日狂欢

▲藏族群众在表演“热如锅庄”（8 月 25 日摄）。 新华社记者黄豁摄

新华社上海 8 月 27 日电(记者何欣荣、俞
菀、杨有宗)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产业合作
是重要内容。按照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模式，
三省一市间共建了一批跨省合作园区。近日，记
者走进沪浙之间首个跨省合作园区——— 上海漕
河泾新兴技术开发区海宁分区，透视市场化合
作给区域一体化带来的活力。

从上海市中心出发往西南方向行驶约
110 公里，就到了以钱塘潮和皮革城闻名的浙
江省海宁市。作为沪浙首个紧密合作的开发区
项目，漕河泾海宁分区于 2009 年正式启动。经
过 10 年建设，这个合作园区已成为区域一体
化的重要样本，被写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规划
纲要。

走进漕河泾海宁分区，首先映入眼帘的是
一个花园式的产业园区——— 科技绿洲。一幢幢
高标准的厂房掩映在绿树中，还配有银行、食
堂和咖吧等生活设施，宛如上海总部的翻版。

“漕河泾作为国家级开发区，就是要把先进的
开发理念、园区品牌带到海宁来。比如科技绿
洲里的标准厂房，在海宁属于首开先河，推出
后非常受欢迎。”漕河泾海宁分区公司副总经
理林刚说。

统计显示，经过十年深耕，漕河泾海宁分区
累计完成固定资产投资 491 亿元，实现规上工
业总产值 1997 亿元。比数字更重要的，是这次
跨省合作给双方带来的发展新格局。

宝捷机电是漕河泾海宁分区引进的第一家
上海企业。从上海搬到海宁后，宝捷机电的产值
从过去的不到 1 . 5 亿元迅速增长到 2018 年的
约 3 . 6 亿元。“我们的客户 70% 在长三角。落户
漕河泾海宁分区，不仅受益于当地相对较低的
土地和商务成本，还能享受漕河泾高标准的园
区服务。”宝捷机电总经理卢文彬说。

宝捷机电是一个缩影。作为浙北的经济
强县，过去海宁以皮革、经编、家纺等传统工

业闻名。以建设漕河泾海宁分区为开端，海宁
的电子信息、装备制造等产业也逐步发展起
来，并相继引进了一批世界 500 强和行业龙
头项目。

产业合作追求的是共赢效应。对于上海漕
河泾而言，海宁分区这块“飞地”，为上海制造业
向外拓展提供了新的空间。

德资企业艾森曼是汽车涂装系统的顶级供
应商之一，其进入中国的第一家工厂，就位于漕
河泾母公司临港集团旗下的开发区内。去年，艾
森曼打算上马一个新能源电池生产设备项目，
仅用两三个月时间就和漕河泾海宁分区谈妥了
投资方案。

“虽然在异地投资，感觉却很熟悉，所以
进展非常快。预计今年年底，新项目就可以投
产，为上海总部贡献新的利润增长点。”艾森
曼热工设备负责人余杨对这次产业链拓展充
满期待。

海宁市市长曹国良说，通过跨省合作园区
的建设，漕河泾海宁分区不仅带动了海宁经济
结构的调整，也破解了上海老牌开发区的空间
发展限制，真正做到了互利共赢，开创了沪浙
紧密合作和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新局面。

更大更深入的合作还在进行中。对接上
海漕河泾在电子信息产业方面的优势，漕河
泾海宁分区正在积极建设海宁泛半导体产业
园，涵盖半导体设备、核心零部件等领域，与
上海的半导体产业形成错位发展、遥相呼应
之势，共同打造世界级产业集群。

产业合作日趋紧密的同时，两地的人才
交流也更加频繁。宝捷机电从上海带到浙江
的员工，不少人已经在海宁买了房。越来越多
像林刚、余杨这样的管理人才，也习惯了上
海、海宁两头跑。给人才提供公共服务，海宁
还相继引进了来自上海的华师大、长海医院
等单位的优质教育、医疗资源。

做一体化“弄潮儿”：沪浙首个跨省合作园区见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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