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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民生

　　新华社南宁 11 月 26 日电（记者潘强、朱
丽莉、邹学冕）初冬时节，南国绿意盎然。来自
中国、东盟、日本、韩国、澳大利亚等地的货物
陆续抵达南宁国际会展中心，即将在第 17届
中国—东盟博览会上亮相。中国—东盟自贸
区建成 10 周年，经贸成就令人瞩目，携手向
前备受关注。

  取消 7000 种产品关税，90% 以上

商品零关税

　　 10 多年前，说起印尼猫屎咖啡、马来西
亚榴莲、泰国山竹等东盟国家特色产品，许多
人知之甚少。如今，越来越多东盟产品走进
中国。
　　 2010年 1月，中国—东盟自贸区正式建
成。商务部数据显示，中国—东盟自贸区框架
内已取消 7000 种产品关税，90% 以上商品
实现零关税。这不仅惠及广大民众，还吸引许
多东南亚企业来中国开拓市场，给区域经济
注入强大活力。
　　从 2015年开始，马来西亚企业家黄国隆
每年都参加中国—东盟博览会。展会为他打
开了公司发展壮大的大门，产品行销中国多
地以及越南、泰国、新加坡等国。近年来，他将
公司销售业务延伸到线上，消费者在天猫、京
东等电商平台就能买到榴莲制品。

　　“今年 3 月以来，我们出口了 10 个货柜
的商品，每个货柜 500箱榴莲制品，工厂生产
线非常繁忙。”黄国隆说，中国消费市场庞大，
公司不断开发新的榴莲制品，由 5 年前的 4
种增加至如今的 85种。他期待能有更多国际
订单，继续壮大企业规模。
　　 10年来，双边货物、服务贸易高速增长，
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深度融合，自贸区用“黄
金十年”惠及 19 亿人口，给世界经济注入新
的强大推动力，成为区域经济一体化典范。

  互为第一大贸易伙伴，实现历史

性突破

　　在与越南芒街隔河相望的广西东兴市，口
岸附近的万众国际批发市场吸引着众多商人，
来自东盟国家的货物经这里源源不断地发往
中国各地。“现在线上线下同时销售，一天成交
额最高超过 400美元。”越南商人范文秀说。
　　近年来，中国不断扩大对外开放、推进自
贸区建设，构建联通世界各地的经贸格局。南
宁国际铁路港一派繁忙，东盟国家的特色水
果、电子产品、日用品通过中越班列到此集结
后，再发往全国各地或经重庆发往欧洲，而国
内和欧洲的玻璃、棉纱、电子元件、柴油机等
货物在这里集结后，经凭祥发往越南等东盟
国家。

　　如今，钦州铁路集装箱中心站港口作
业区同样忙碌，这个海运、铁路、公路运输
无缝衔接的枢纽站，可实现运输货物“下船
即上车、下车即上船”。
　　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持续释放北部
湾港活力，重庆、云南、贵州等西部省份经
北部湾港发往全球的货物总量迅速增长。
今年前 10 个月，西部陆海新通道铁海联
运班列开行合计 3 6 5 5 列，同比增长
113%。
　　作为中国面向东盟的门户港，北部湾
港已开辟 28 条外贸航线，覆盖东南亚、东
北亚以及南美和非洲部分港口。今年前 10
个月，北部湾港完成货物吞吐量 2.22 亿
吨，同比增长 19.6%；完成集装箱吞吐量
402.4万标箱，同比增长 35.1%。
　　 2 0 0 2 年自贸区建设启动时，双方
贸易总额只有 548 亿美元，今年前三季
度已达 4818.1 亿美元，中国与东盟实现
互为第一大贸易伙伴的历史突破，中
国—东盟自贸区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
重要“引擎”。

欲“乘”RCEP“东风”继续上行

　　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是中国新
一轮对外开放的重要内容。目前，中国东盟

双方产业承接的梯次性和互补性不断增
强，数字经济、电子商务、智慧城市、5G 等
领域正成为双方合作的新增长点。
　　历经 8 年谈判，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
系协定（RCEP）于 11 月 15 日正式签署，
全球最大的自由贸易区由此诞生，覆盖
东盟和中日韩等经济体。协定生效后区
域内 9 0 % 以上的货物贸易将实现零
关税。
　　“RCEP 的签署是大家期盼已久的大
事，它能为区域经济开拓更广阔的空间，加
强包括中国和东盟在内的经济体之间的合
作，加速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为地区
繁荣与稳定注入强劲动力。”老挝驻南宁总
领事馆总领事维拉萨·宋蓬说。
　　越南驻南宁总领事馆总领事黄玉荣
表示，RCEP 的签署将对经济全球化发
展带来巨大的推动作用，也将使东盟与
中国经贸交往迎来一个更积极发展的
时代。
　　“ 15 个国家相互开放市场，将带来一
系列新变化和新合作。”中国—东盟商务理
事会执行理事长许宁宁表示，中国、日本、
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和东盟的市场需要
进行新的整合，以形成更大的开放市场，增
进区域合作。

惠及 1 1 国  连接更广阔市场
中国—东盟自贸区建成 10 周年观察

本报记者刘巍巍

　　“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
客船。”
　　唐代诗人张继的《枫桥夜泊》，
是中国与日本文化互鉴、民心互通
的历史映照。
　　穿越 1000多年时光倥偬，循着
寒山寺的钟声，越来越多日本友人漂
洋过海，与苏州结下不解之缘。而这
其中，位于苏州古城西部太湖之滨的
苏州高新区更是一马当先，中日产业
合作历经近 30年发展枝繁叶茂，气
象万千。

重压不弯

　　华灯初上，位于苏州高新区核
心地带的淮海街，霓虹闪烁，人流如
梭，日本风情的竖立式灯箱招牌错
落有致，各国游客不时穿街而过。
　　“疫情重压之下，‘日料一条街’
仍然烟火气十足，每天仅日籍客人
就要接待 50多位，营业额与去年同
期持平。”友屋日本料理店老板吴玲
玲忙个不停，每每有顾客进门，她便
用娴熟的日语打招呼。
　　热闹的“淮海街”是苏州高新区
对日交流交往逆势而进的生动缩
影。今年以来，面对疫情及外部环境
挑战，苏州高新区携手日资企业共
克时艰，奋力发展。
　　走进世联汽车内饰(苏州)有限
公司，生产线上一片忙碌景象。企业
总经理于辉介绍说，“落户苏州高新
区以来，我们逐渐转移劳动密集型
产业，腾出更多科研力量，通过淘汰
前景不太看好的生产线，增设新材
料生产线，为未来发展腾挪空间。”
　　苏州松下半导体有限公司主要
产品车载摄像头在全球市场占有率
达 46%，持续多年保持全球第一，
2019年企业销售额达 46亿元。总经
理志贺康纪说，公司第一款自主研发
的车载数字摄像头今年投入量产，市
场潜力巨大。
　　统计显示，苏州高新区自 1990
年开发建设以来，迄今集聚约 600
家日资企业，累计总投资额达 200
亿美元。今年 1-10 月，该区新增日
本总部类及产业类项目 12个，涉及
高端制造、医疗器械、生态环保等领
域，投资总额超 3.8亿美元。
　　积水中间膜(苏州)有限公司由
日本积水株式会社 2003年在苏州高
新区投资设立，主要产品为汽车夹层
安全玻璃用中间膜，目前全球市场占
有率 50%，中国市场占有率 70%。
“我们相信，中国市场会更加富有魅
力，企业也能在苏州高新区得到高速
成长。”公司副总经理松本学说。

亲商不怠

　　明月照姑苏，深情寄扶桑。
　　苏州高新区日资经济迎难而进
的背后，是当地久久为功、持续优化
营商环境，打造日企成长生态圈的
坚实努力。
　　佳能(苏州)有限公司 2001年落
户苏州高新区，在董事长籏持秀也看
来，这里对日企发展需求的高度重视

和及时反馈，是“日资高地”品牌日益响亮的重要原因。“受疫情影响，
春节期间，我们 4500余名员工分散在各地，当地政府及时为我们提
供复工复产服务，让员工快速回到工作岗位，解决了燃眉之急。”
　　“二期厂房扩建工程的审批时间与过去相比，又缩短了一半。”则
武磨料磨具(苏州)有限公司总经理志村健征没有想到，苏州高新区
的审批流程优而再优。“项目从报批前就得到了行政审批局‘私人定
制式’的免费代办服务：代办员主动上门，提供申报材料指导、网拍辅
导、项目报建等帮助，使全部审批时间缩短了 50%。”
　　以营商生态之优谋发展之进，更多的温情在细节中流淌。
　　日式鸟居牌坊、机械装置朱鹮、淮海小剧场、樱花公园……淮
海街道物业管理处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为让身在苏州的日籍友
人更能体验‘家’的感觉，我们物业人员还专门自学日语。”
　　“这里还有我们熟悉的日本人学校、永旺商城、泉屋百货、三井
住友银行等，生活便利又舒心。”神钢汽车铝部件(苏州)有限公司总
经理河中宏幸说，“苏州高新区就像是我们的‘第二故乡’，这里完善
的设施配套，为超过 4000名像我一样在此工作、生活的日本友人提
供了有归属感的生活环境。”
　　苏州高新区党工委书记方文浜告诉记者，相敬如宾、相濡以沫的
政商新生态，是企业家和投资者长远的信心之源和发展之帆。
　　日资企业 NGK(苏州)环保陶瓷有限公司 2001 年在苏州高新
区成立，生产用于汽车尾气排放净化的特种陶瓷。企业总经理长良
直表示，自 2001 年落户苏州高新区以来，NGK 已进行了 10 次、
累计达 51亿元的投产增资，根本原因在于各级政府的亲商之风。

奔跑不息

　　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籽。
　　优越的营商环境，不仅让苏州高新区的日资企业在危机中育
新机，还促使他们坚定投资信心，与当地甘苦与共，携手发展。
　　记者采访了解到，今年以来，包括尼得科(苏州)有限公司中华
地区总部项目、苏州日本电波工业有限公司在华综合型总部项目
等在内的大批日资企业在苏州高新区投建新厂房，引入新设备，导
入附加值更高的新产线等。
　　长良直告诉记者，NGK 由最初的劳动力密集型生产工厂逐
步转型，成为集团在全球首个具备全系列汽车尾气净化装置生产
能力的运营基地。
　　明治乳业(苏州)有限公司近期增资 1500 万美元，启动第三期
工程建设，将产能从原来的 10 万吨/年提高到 16.2 万吨/年。企业
工务副部长严炜说，预计本次投资完成后，年销售额可增加约 5亿
元，整体销售额达 10亿元。
　　苏州富士胶片映像机器有限公司自 1995年入驻以来，不断根
据中国市场和全球经济环境转变调整企业战略，近 3 年产值均超
30亿元。
　　“苏州高新区正大力发展医疗器械和生物医药产业，我们将借
助自身优势，在医疗器械领域谋求突破。”富士胶片董事、常务副总
经理嵇瑞康说，企业在医疗器械生产基础上，成立研发部门，并将进
一步加大研发力量，让医疗器械成为新的重要增长极。
　　直面资源瓶颈制约和发展方式转变等挑战，苏州高新区于变局
中开新局。中日绿色产业创新合作示范区呼之欲出，将探索绿色产
业合作新模式，打造中日双向交流新平台。
　　方文浜说，未来该区将以中日绿色产业创新合作示范区等重
大平台建设为重点，持续提升日资日企服务品质，构建更高层次的
对日开放新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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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鄱阳湖畔，“江南粮
仓”南昌县蒋巷镇，江西首
个万亩“智慧农场”的晚稻
刚收割完，运粮车来回驶
过 ，惊起在田里觅食的
鸟群。

　　从 2018 年起，南昌智
慧大田农业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在当地流转了 1 万多
亩低洼地，种植优质水稻，
只雇用了 26 个职业农民，
其中的秘诀就是“智能化、
机械化”。

　　公司副总经理、技术专
家肖继人领着我们，满脸自
豪地介绍田间的一台台农
机“神器”：长得像变形金刚
“汽车人”的无人驾驶插秧
机，肚子上挂着巨大“弹药
仓”的大型植保机，外形酷
似科幻片中“火星登陆车”

的农业无人车………满眼
酷炫的“科技范”！
　　“早春时节，稻种刚爆
芽，4 台无人机就忙着飞播
作业，单人单机每天可以
播种 400 亩，效率是传统人
工直播的二三十倍。几台
插秧机也跟着上阵，1 万多亩地三四天就播
完了，抢了农时，每亩地还节省了一半成本，
现在农村人工成本可贵哩！”一谈起机械化
种地的好处，肖继人的话匣子就合不上。

　　“耕地、播种、追肥、除草、收割，全程‘流
水线’机械化作业，员工除了操作农机，日常
主要工作就是巡田。目前，部分耕种环节仍
需人工，但随着 5G 、人工智能等技术突飞猛
进，以后种这 1 万亩地用的员工会更少！”肖
继人眼里充满期待。

　　 4 月中下旬种早稻，七八月份迎“双
抢”，晚稻收完种油菜，来年油菜收完又种
早稻。“机器可不像人，不怕累，一年四季都
像跑接力赛一样，种田效益一下子就上来
了。”规模化经营 、机械化生产 、数字化管
理、订单化销售、绿色化发展，公司正步入
可持续发展的现代农业之路。

　　蒋巷镇是重要的粮食产区，镇里承包
50 亩以上的种粮户有 300 多户，公司的
发展在粮农中掀起了不小的波澜。

　　听闻公司的种粮效益，看着这一台台
无人驾驶的新型农机，种粮大户刘献武羡
慕不已。他是多年的种粮能手，现在承包了
镇里二三千亩地种稻子。

　　他把对讲机往胸前一挂，拍了拍身上
的谷屑，对我们说：“种地机械化、智能化肯
定是农业发展的大趋势，听说还有人用‘鸡
脸识别’‘AI 养猪’技术呢。我得及时赶上
趟儿！”

　　不远处，两台无人机正在田头盘旋，播
种最后一茬油菜。操作手喻莹家住南昌县
银山角管委会敷林村，父辈以种地为生。他
说，近 10 天，他和同伴两人操作无人机，把
3000 多亩油菜播种完了，趁着天气好，计
划再播一两千亩。“如果以后都用无人机 、
无人车务农，年轻人也会爱上种地的 ！”

          （记者陈春园）
      据新华社南昌 11 月 26 日电

　　新华社广州 11 月 26 日电（记者吴涛、
洪泽华）记者从 26 日开幕的 2020 世界 5G
大会上了解到，全球 5G 技术正迅猛发展，作
为 5G 商用最早的国家之一，中国 5G 与实
体经济融合正加速发展，产业支撑能力提
升，生态构建加速形成，正成为这一领域的
“先行者”。
　　全球 5G 技术迅速发展。科学技术部
副部长相里斌说，5G 技术在全球范围内
蓬勃发展，特别是新制定的 R16 国际标准
进一步满足了低时延、高可靠和大连接、低
功耗场景的需求，带动全球 5G 规模迅猛
增长。

　　“5G 技术将改变世界面貌，而中国是
这一领域的先行者。”巴基斯坦总理科技工
作团队主席阿塔·拉曼说。
　　“中国 5G 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加速。”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刘烈宏说，
一是我国 5G 独立组网初步实现规模商
用。截至今年 10 月，已累计开通 5G 基站
超过 70 万座，终端连接数超过 1.8 亿个，
97% 以上的 5G 基站实现共享。
　　二是 5G 产业支撑能力不断提升，应
用终端不断丰富。截至目前我国获得入网
许可的终端达 253 款，其中 5G 手机 218
款。5G 多形态、多种类、多功能的泛终端

持续突破，国内已经有十款模组获得了入
网许可，多款 5G 模组已开始商用。
　　三是 5G 融合应用生态加速构建。
智能制造、医疗健康、能源、农业等行业
成为 5G 热点领域，一批远程诊疗、远程
办公、远程教育等应用使 5G 应用场景
不断地丰富，融合应用的大生态正加速
形成。
　　国家发展改革委副秘书长苏伟表
示，政府部门将加大统筹协调、政策供给
和国际合作力度，重点做好 5G 网络完
善、应用跃升和共享共赢，推动 5G 建设
和发展。

连接终端超 1.8 亿个

中国正成为全球 5G“先行者”

　　新华社昆明 11 月 26 日电（记者浦超）据
云南省能源局消息，近年来，云南省着力打造
“绿色能源牌”，能源产业跃升为第一大支柱产
业。截至目前，云南省电力总装机达 9988 万
千瓦。
　　云南省能源局副局长乔国新介绍，“十三
五”以来，澜沧江乌弄龙、里底、黄登、大华桥、苗

尾等水电项目相继投产；金沙江乌东德水电
站投产 4台机组。目前，金沙江、澜沧江水电
基地已投产水电站 20座，总装机达 4599万
千瓦，比 2015 年总装机 3686 万千瓦增长
24.8%。同时，全省风电总装机达 878万千瓦，
光伏总装机达 387万千瓦，“西电东送”能力
由“十二五”末的 2500万千瓦提升到 3990万

千瓦。
　　另外，“十三五”期间，云南省能源工业
保持迅速发展，成为经济增长主要拉动力。
2019 年，能源工业增加值达到 1300 亿元，
比 2015 年的 685 亿元增长近 90%，能源
产业跃升为云南省第一大支柱产业。

电力总装机达 9988 万千瓦

云南：能源成第一大支柱产业

▲ 11 月 26 日，参观者体验 5G 网络支持下的无人驾驶。 新华社记者邓华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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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接 1 版)5 月上旬，一座规划面积 80
亩的海南州大数据产业园一期工程投运，
主要用于建设华为—海南州大数据中心、
海南州智慧城市功能中心和能源中心。这
是全国首个全清洁能源运营的大数据产
业园。
　　海拔 3000 多米的海南州共和县，受高
原大陆性气候影响，年平均气温仅 4.1 摄氏
度。据介绍，这个大数据产业园三期全部建
成后，园区大数据中心的机架总规模将达
到 10 万架，可容纳 133 万台标准服务器。
　　 11 月 24 日，国家青藏高原科学数据中
心青海分中心战略合作在北京签约。随着柴
达木云数据中心暨青藏高原数据灾备中心、

三江源国家级大数据基地、高分辨率对地
观测系统青海数据与应用中心等一批大数
据项目相继建成，发展没有污染、生态友
好、高附加值的大数据产业，在青海高原框
架、路径愈发清晰。
　　与此同时，西北地区首台根镜像服务
器在青海获批部署并上线运行，西宁国际
互联网数据专用通道获得工信部批复……
一系列数据信息重要节点、高速通道的相
继落地，正为青海发展数字经济提供坚实
基础。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青海有限公司网
络管理部高级项目经理吴福甲介绍，以根
镜像服务器、国际互联网数据专用通道为

代表的互联网基础设施不断完善，青海依
托广阔的西北地区，将实现云计算、大数
据、物联网等信息产业集聚发展，数字产
业前景可期。
　　“找准青海在全国一盘棋中的定位，发
挥比较优势，补齐短板弱项。”青海省委书
记王建军说，青海将谋划好“十四五”发展，
最大限度融入国家战略，适应新发展阶段、
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在建设
富裕文明和谐美丽新青海的征程中不断取
得新的更大成绩。
　　绿色发展育新机，产业转型开新局。青
海在奋力实现“绿水青山出颜值、金山银山
有价值”的征途上，蹄疾而步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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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作废或注销处理。需项目部章 、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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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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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公司不慎将法人章遗失，特此

声明。
砀山汉兴城市建设开发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