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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委員

「海歸」雙博士
政壇展抱負

A32版

陳　偉
山東省全國人大代表

精心建設
濟南機場新航站

A34版

費雲良
山東省全國人大代表

中建三局領軍人
A38版

熊德榮
湖北省全國人大代表

早年歸國
服務僑界40年

A39版

饒曼妮
山東省全國政協委員

做好每份
提案調研工作

A43版

寧崇瑞
甘肅省全國政協委員

矢志CHINA復興
A44版

鄭　禕
港區全國政協委員

2008年也許是一個普通的年份，就像歷史長河中流淌過的每一個年輪。然而，對中國而

言，2008年又有太多的不同——奧運會第一次來到中國，改革開放迎來了30周年，還有在

3月召開的全國兩會。

08兩會正逢換屆之年，無論是全國人大、政協，還是從中央到地方的各級政府，都有一

批更年輕、更新銳、更開放的新人走向前台。在民族復興路上負重前行的中國，也走到了

發展的拐點。30年前，中國在鄧小平的推動下開始了改革開放的新長征，經濟社會發展一

日千里，國家綜合實力大增，民眾生活水平日高。可在經濟騰飛的同時，古老中華也付出

了環境急劇惡化、貧富懸殊加大的代價。

接力棒交到了第四代，胡溫新政適時提出科學發展、以人為本的執政理念，民生、生

態、可持續發展，成為中國的流行用語，在這背後，是中國人民的新追求──走向和諧─

─人與人之間的和諧，人與環境之間的和諧，改革進取與穩定富強之間的和諧，以及中國

與這個世界之間的和諧⋯⋯

2008，將以中國人民進一步走向和諧為標誌，在歷史長河留痕！

兩會
神州

華晨汽車

自主創新實現大跨越 A26版

中科院凍土實驗室

研究成果豐 A27版

江蘇：致力「綠色製造」

打做新蘇南模式 A28版

天津：濱海新區展翅

增長引擎啟鳴 A29版

天津濱海新區

爭當科學發展排頭兵 A30-31版

青啤總裁金志國：

專注鑄就卓越 A33版

遼寧：

進入綠色增長時代 A35版

海寧：

環杭州灣現代工貿市 A36版

東北魅力城市：

長春、吉林 A37版

么喜龍：

筆走游龍腕底風 A40-41版

內蒙古：重視環保

做強特色優勢產業 A42版

華晨汽車

自主創新實現大跨越 A26版

中科院凍土實驗室

研究成果豐 A27版

江蘇：致力「綠色製造」

打做新蘇南模式 A28版

天津：濱海新區展翅

增長引擎啟鳴 A29版

天津濱海新區

爭當科學發展排頭兵 A30-31版

青啤總裁金志國：

專注鑄就卓越 A33版

遼寧：

進入綠色增長時代 A35版

海寧：

環杭州灣現代工貿市 A36版

東北魅力城市：

長春、吉林 A37版

么喜龍：

筆走游龍腕底風 A40-41版

內蒙古：重視環保

做強特色優勢產業 A42版

華晨汽車

自主創新實現大跨越 A26版

中科院凍土實驗室

研究成果豐 A27版

江蘇：致力「綠色製造」

打做新蘇南模式 A28版

天津：濱海新區展翅

增長引擎啟鳴 A29版

天津濱海新區

爭當科學發展排頭兵 A30-31版

青啤總裁金志國：

專注鑄就卓越 A33版

遼寧：

進入綠色增長時代 A35版

海寧：

環杭州灣現代工貿市 A36版

東北魅力城市：

長春、吉林 A37版

么喜龍：

筆走游龍腕底風 A40-41版

內蒙古：重視環保

做強特色優勢產業 A42版

華晨汽車

自主創新實現大跨越 A26版

中科院凍土實驗室

研究成果豐 A27版

江蘇：致力「綠色製造」

打做新蘇南模式 A28版

天津：濱海新區展翅

增長引擎啟鳴 A29版

天津濱海新區

爭當科學發展排頭兵 A30-31版

青啤總裁金志國：

專注鑄就卓越 A33版

遼寧：

進入綠色增長時代 A35版

海寧：

環杭州灣現代工貿市 A36版

東北魅力城市：

長春、吉林 A37版

么喜龍：

筆走游龍腕底風 A40-41版

內蒙古：重視環保

做強特色優勢產業 A42版

華晨汽車

自主創新實現大跨越 A26版

中科院凍土實驗室

研究成果豐 A27版

江蘇：致力「綠色製造」

打做新蘇南模式 A28版

天津：濱海新區展翅

增長引擎啟鳴 A29版

天津濱海新區

爭當科學發展排頭兵 A30-31版

青啤總裁金志國：

專注鑄就卓越 A33版

遼寧：

進入綠色增長時代 A35版

海寧：

環杭州灣現代工貿市 A36版

東北魅力城市：

長春、吉林 A37版

么喜龍：

筆走游龍腕底風 A40-41版

內蒙古：重視環保

做強特色優勢產業 A42版

華晨汽車

自主創新實現大跨越 A26版

中科院凍土實驗室

研究成果豐 A27版

江蘇：致力「綠色製造」

打做新蘇南模式 A28版

天津：濱海新區展翅

增長引擎啟鳴 A29版

天津濱海新區

爭當科學發展排頭兵 A30-31版

青啤總裁金志國：

專注鑄就卓越 A33版

遼寧：

進入綠色增長時代 A35版

海寧：

環杭州灣現代工貿市 A36版

東北魅力城市：

長春、吉林 A37版

么喜龍：

筆走游龍腕底風 A40-41版

內蒙古：重視環保

做強特色優勢產業 A42版

華晨汽車

自主創新實現大跨越 A26版

中科院凍土實驗室

研究成果豐 A27版

江蘇：致力「綠色製造」

打做新蘇南模式 A28版

天津：濱海新區展翅

增長引擎啟鳴 A29版

天津濱海新區

爭當科學發展排頭兵 A30-31版

青啤總裁金志國：

專注鑄就卓越 A33版

遼寧：

進入綠色增長時代 A35版

海寧：

環杭州灣現代工貿市 A36版

東北魅力城市：

長春、吉林 A37版

么喜龍：

筆走游龍腕底風 A40-41版

內蒙古：重視環保

做強特色優勢產業 A42版

華晨汽車

自主創新實現大跨越 A26版

中科院凍土實驗室

研究成果豐 A27版

江蘇：致力「綠色製造」

打做新蘇南模式 A28版

天津：濱海新區展翅

增長引擎啟鳴 A29版

天津濱海新區

爭當科學發展排頭兵 A30-31版

青啤總裁金志國：

專注鑄就卓越 A33版

遼寧：

進入綠色增長時代 A35版

海寧：

環杭州灣現代工貿市 A36版

東北魅力城市：

長春、吉林 A37版

么喜龍：

筆走游龍腕底風 A40-41版

內蒙古：重視環保

做強特色優勢產業 A42版

華晨汽車

自主創新實現大跨越 A26版

中科院凍土實驗室

研究成果豐 A27版

江蘇：致力「綠色製造」

打做新蘇南模式 A28版

天津：濱海新區展翅

增長引擎啟鳴 A29版

天津濱海新區

爭當科學發展排頭兵 A30-31版

青啤總裁金志國：

專注鑄就卓越 A33版

遼寧：

進入綠色增長時代 A35版

海寧：

環杭州灣現代工貿市 A36版

東北魅力城市：

長春、吉林 A37版

么喜龍：

筆走游龍腕底風 A40-41版

內蒙古：重視環保

做強特色優勢產業 A42版

華晨汽車

自主創新實現大跨越 A26版

中科院凍土實驗室

研究成果豐 A27版

江蘇：致力「綠色製造」

打做新蘇南模式 A28版

天津：濱海新區展翅

增長引擎啟鳴 A29版

天津濱海新區

爭當科學發展排頭兵 A30-31版

青啤總裁金志國：

專注鑄就卓越 A33版

遼寧：

進入綠色增長時代 A35版

海寧：

環杭州灣現代工貿市 A36版

東北魅力城市：

長春、吉林 A37版

么喜龍：

筆走游龍腕底風 A40-41版

內蒙古：重視環保

做強特色優勢產業 A42版

二○○六年十一月十一日(星期六)丙戌年九月廿一二○○六年十一月十一日(星期六)丙戌年九月廿一

二○○八年三月七日（星期五）戊子年正月三十A36 特刊 責任編輯：莫偉平　　版面設計：林潔瑜

海寧區域經濟特色明顯，是著名
的「中國皮革之都」、「中國紡織
產業基地市（縣）」、「中國經編名
城」。目前已形成皮革、經編、家
紡三大產業，正在大力發展太陽能
利用、印刷包裝、汽車零部件、機
械裝備、電子信息五大新興產業。
２００7年，全市規模以上工業總
產值突破645.81億元，實現利稅43
億元。海寧中國皮革城、許村中國
家紡城已成為全國皮革服裝、毛皮
交易中心、華東地區的箱包皮具集
散中心和全國最大的裝飾布料集散
中心。一年一度的皮革博覽會、家
紡博覽會和觀潮節已經成為國內重
要的商貿節會活動。
海寧被譽為「中國皮革之都」，

是全國重要的皮革業生產基地和集
散中心，擁有建築面積45萬平方米

的皮革專業市場——海寧中國皮革
城，皮革服裝產量、皮革交易量和
皮革服裝出口值三項指標均列全國
第一。2007年，全市規上皮革企業
實現工業總產值130.81億元，銷售
收入127.90億元。
海寧作為「中國紡織產業基地」

之一，是全國裝飾布的主要生產基
地和重要集散中心。2007年，全市
規上家紡布藝企業實現工業總產值
46.33億元，銷售收入45.74億元。
海寧是「中國經編名城」，是全

國最大的經編產業基地，目前國內
經編產品生產加工、開發銷售和產
業信息的重要基地之一，其整體規
模、裝備水平、產品水平、開發能
力列全國第一，2007年，全市規上
經編企業實現工業總產值82.33億
元，銷售收入81.36億元。

海寧治安良好，社會穩定，交通便捷，水、
電、通訊等基礎設施完善。全市對外貿易連續8
年躋身於浙江省出口十強縣市行列，已與137多
個國家和地區建立了經貿關係。香港已成為海寧
市重要的貿易夥伴和外資主要來源之一，2007年
海寧對香港出口總額4652萬美元，從香港進口產
品總額為447萬美元。截止2007年底，在海寧的
港資企業已達289家，投資總額達15億美元，包
括新高纖維、新能紡織、德怡經編在內的大多數
港資企業在海寧取得了良好的投資效益。
改革開放以來，海寧經濟快速發展，綜合實力

顯著增強，社會事業全面進步。1985年，海寧經
國務院批准列為全國首批沿海對外開放（縣）市

之一，曾連續三屆躋身「全國綜合實力百強縣(市)」
行列，1995年被命名為浙江省首批小康縣(市)，是
全國、全省科技工作先進縣（市）、浙江省「教
育強市」。2007年，海寧實現生產總值304.25億
元，增長15.3%；財政總收入和地方財政收入分
別達到36.58億元和 17.9億元，增長27.9%和
32.9%；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農民人均純
收入分別達到20653元和10200元。
海寧第三產業發展步伐加快，去年皮革城擴建二

期建成開業，沃爾瑪大型超市、百匯海隆汽配廣場
等一批重點三產項目開工建設。預計全年共接待國
內外遊客408.51萬人次，實現旅遊總收入39.52億
元，分別增長19.2%和13.7%。

2008年，海寧將加快構築對外開放的新格局，
進一步加快接軌滬杭步伐，積極開展對外交流與
區域合作。把培育發展第三產業特別是現代服務
業作為結構調整的突破口和新的經濟增長點，加
大政策扶持和推動力度，力爭到2010年全市三產
比重達到35%。
今年將啟動沿江百里長廊開發，規劃建設物流

基地，實施皮革城三期工程和總部商務區建設，
力提升觀潮旅遊、商貿購物等優勢產業，重點

發展金融保險、現代物流、商務貿易、研發設計
等生產性服務業，積極培育總部經濟和樓宇經
濟。
海寧正以海納百川的氣度，恭候海內外嘉賓！

海寧是良渚文化發源地之一。據考古資料證明，距今6000年—7000
年，在海寧土地上已有先民生息。公元1329年易名「海寧」州，意為
江海永遠安寧，屬杭州府。1986年，經國務院批准，撤銷海寧縣，設
立海寧市。悠久的歷史，孕育了富有特色的海寧「三大文化」，即
「潮文化」、「燈文化」、「名人文化」。

天下奇觀「海寧潮」
以「一線橫江」被譽為「天下奇觀」的海寧潮，被蘇東坡譽為「八

月十八日，壯觀天下無」，海寧自古就是觀潮勝地，這與海寧獨特的
地理條件有關，錢塘江到杭州灣，外寬內窄，外深內淺，是一個典型
的喇叭口海灣。出海口東面寬達100公里，到海寧鹽官鎮一帶時，江
面只有3公里寬。江面收窄，奪路上湧的潮水來不及均勻上升，便後
浪推前浪，一浪更比一浪高，千百年來無數名人遊客為之傾倒。白居
易、李白、蘇東坡等歷代名人墨客在一睹天下奇觀後留下千餘首詠潮
詩詞。清代乾隆皇帝，六下江南中曾四次到鹽官觀賞海寧潮，賦詩10
餘首。孫中山、毛澤東等一代偉人，也曾來海寧觀潮，並留下詩文。
農曆八月十八觀每年一度的海寧觀潮節，吸引了眾多海內外嘉賓紛至
沓來感受這聞名古今中外的奇觀。2003年，時在杭州度假的前香港特
區行政長官董建華，就趕在海寧鹽官鎮的觀潮亭領略一線天潮水的宏
偉氣勢，感受潮水洶湧撲來的磅石薄景象。

輕羅萬眼「硤石燈綵」
海寧「硤石燈綵」是著名的工藝美術品，始於唐而盛於宋，經歷了

千百年的錘煉，形成了以手工藝、書畫為一體的地方民間文化特色，
具有高度的工藝價值和美學價值，早在宋代已被列為皇宮貢品。
海寧「硤石燈綵」以針刺紋精巧細美見長，集詩詞、書法、繪畫、

篆刻、金石、刺繡等藝術門類之大成，融工藝八大技法。其製作精
細，非同凡響，一個燈綵則要刺幾十萬孔，多則要刺百萬、千萬餘
孔。詩人曾用「萬窗花眼密」來形容針刺畫面。
輕羅萬眼競光輝的海寧「硤石燈綵」不僅名聞江南，在國際上也享

有盛名。周恩來總理曾將一對「硤石燈綵」作為國禮贈送給斯里蘭卡
貴賓，1994年海寧又將兩對「硤石燈綵」分贈給新加坡內閣資政李光
耀和新加坡中華總商會。近年來，「硤石燈綵」曾赴新西蘭、希臘等
國家和台灣展出，深受當地民眾的喜愛和好評。「2005年海寧「硤石
燈綵」展」於2月22至25日在尖沙咀新世界中心舉行，參觀人數達4萬
餘人，反應熱烈。
海寧每年有舉行元宵燈會的風俗，在老藝人的悉心指導下，匯聚了

近百名的燈綵藝人，使這古老的藝術薪火相傳。

名人輩出積澱深厚
海寧人傑地靈，名人輩出。自唐至清末，海寧共有進士366人。清

代海寧陳家，「一門三閣老，六部五尚書」，簪纓科第之盛，千百年
來海內數第一。
一方山水，育一方人。在海寧這塊土地上孕育了東晉學者干寶，唐

代忠臣許遠、詩人顧況，宋代女詞人朱淑真，明代戲曲家陳與郊、史
學家談遷和查繼佑，清代三閣老（大學士）陳之遴、陳元龍、陳世
倌，詩人查慎行，棋聖范西屏、施定庵，書法家陳奕禧、查升，藏書
家吳騫、蔣光煦、蔣光，醫學家王士雄，數學家李善蘭，近代國學大
師王國維，詩人徐志摩、穆旦，軍事理論家蔣百里，佛學家太虛法
師、印順法師，學者、書法家張宗祥，訓詁學家朱起鳳，鐵道學家徐
騮良，文史學家宋雲彬，紅學家吳世昌，戲劇家沙可夫，教育家鄭曉
滄，植物學家錢崇澍，中國電影事業的奠基人之一、電影藝術家史東
山，版本目錄學家趙萬里，漫畫家米谷，科學家沈鴻，英語教育家和
翻譯家許國璋，美術理論家吳甲豐，香港實業家查濟民，作家金庸、
陳學昭，古書畫鑒定家徐邦達，篆刻書畫家錢君匋等一大批名人。眾
多品位高、影響大的名人，為海寧積澱了名人文化的獨特領域。
近年來，海寧注重名人文化的研究，修復、開放了陳閣老宅和王國

維、張宗祥等名人故居，成立了名人研究會，先後召開了海峽兩岸王
國維學術研討會、徐志摩學術研討會、史東山電影藝術研討會、金庸
學術研討會、吳世昌學術思想研討會、鄭曉滄逝世20周年紀念會、陳
學昭逝世10周年紀念會等等，並且成功主辦了「海寧杯」王國維戲曲
論文獎頒獎大會，攝製發行了反映海寧陳家的31集電視連續劇《江山
為重》。

海寧「三大文化」海寧地處浙江省北部，杭嘉

湖平原南端，東距上海120公

里，西與杭州接壤，鐵路海寧

站已成為滬杭之間首個「動車

組」停靠站。隨 以上海為龍

頭的長三角經濟區的迅速崛

起，海寧已成為國內最具活

力、最具潛力的投資熱土之

一。

海寧總面積731平方公里，

轄8個鎮、4個街道，3個省級

經濟開發區，總人口64萬。海

寧歷史悠久，文化燦爛，素有

「魚米之鄉、絲綢之府、皮衣

之都、文化之邦、旅遊之地」

的美稱。尤以燈、潮、名人三

大文化獨具地方特色。

長三角環杭州灣現代工貿強市長三角環杭州灣現代工貿強市長三角環杭州灣現代工貿強市長三角環杭州灣現代工貿強市長三角環杭州灣現代工貿強市長三角環杭州灣現代工貿強市長三角環杭州灣現代工貿強市長三角環杭州灣現代工貿強市長三角環杭州灣現代工貿強市長三角環杭州灣現代工貿強市長三角環杭州灣現代工貿強市長三角環杭州灣現代工貿強市長三角環杭州灣現代工貿強市長三角環杭州灣現代工貿強市長三角環杭州灣現代工貿強市長三角環杭州灣現代工貿強市長三角環杭州灣現代工貿強市長三角環杭州灣現代工貿強市長三角環杭州灣現代工貿強市長三角環杭州灣現代工貿強市長三角環杭州灣現代工貿強市長三角環杭州灣現代工貿強市長三角環杭州灣現代工貿強市長三角環杭州灣現代工貿強市長三角環杭州灣現代工貿強市

序號 項目名稱 佔地面積 總投資 合作形式
（畝） （萬美元）

1 機電產品物流基地 495-795 5000 中外合資或合作
2 城南商貿中心 280 12000 外商獨資
3 濱江度假村 150 4900 合資或獨資
4 經編大酒店 51 2000 外商獨資
5 群利村安置房 109 5600 外商獨資或BT
6 老人文化活動中心 100 1000 外商獨資或合資
7 員工之家公寓項目 19 1000 外商獨資
8 尖山新區療養院項目 375 50000 中外合資

海寧市重點推介項目

海寧區域經濟特色

長三角環杭州灣現代工貿強市

■外資企業奠基 ■投資洽談

■投資說明會

■硤石燈綵採蓮船 王超英 攝影
■天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王超英 攝影

■皮革城 王超英 攝影

■合作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