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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察青島海洋實驗室 促自主研發關鍵技術

習近平：發展科研建海洋強國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視點、科技日報報道：在出席上海合作組織青島峰
會後，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開始在山東考
察，習近平 12 日分別前往青島海洋科學與科技試點國家實驗室、社區食
堂，以及乘船赴威海灣劉公島考察。習近平在青島海洋科學與科技試點國
家實驗室考察時表示，建設海洋強國，我一直有這樣一個信念。他指出，
發展海洋經濟、海洋科研是推動中國強國戰略很重要的一個方面，一定要
抓好。關鍵的技術要靠自主來研發，海洋經濟的發展前途無量。

東馬沙巴版

香港特區政府指定刊登有關法律廣告之刊物
獲特許可在中國各地發行
■考察期間，習近平參觀了參觀青島海洋國家實驗室（左圖）以及考察甲午戰爭博物館陳列
館（右圖）。
新華社

12日上午，習近平首先來到青島海洋
科學與科技試點國家實驗室，了

解實驗室研究重大前沿科學問題、系統佈局
和自主研發海洋高端裝備、推進海洋軍民融
合等情況。離開實驗室時，科研人員紛紛圍
聚過來，向總書記問好。

打造「藍色藥庫」是共同夢想
習近平說，建設海洋強國，我一直有這樣
一個信念。發展海洋經濟、海洋科研是推動
我們強國戰略很重要的一個方面，一定要抓
好。關鍵的技術要靠我們自主來研發，海洋
經濟的發展前途無量。他勉勵大家，再接再
厲，創造輝煌，為祖國為民族立新功。
習近平在青島海洋科學與科技試點國家實
驗室，聽取了中國工程院院士管華詩關於海
洋藥物研發情況的介紹。習近平指出，海洋
經濟、海洋科技將來是一個重要主攻方向，
從陸域到海域都有我們未知的領域，有很大

新聞 速遞

當日下午，習近平離開青島，乘火車抵達
威海後，隨即趕往碼頭，乘船前往膠東（威
海）黨性教育基地劉公島教學區。北洋海軍
炮台遺址、甲午戰爭博物館陳列館，推開歷
史的厚重大門，傾聽戰爭的警示啟迪。習近
平說，我一直想來這裡，來感受一下，受受
教育。要警鐘長鳴，銘記歷史教訓，13億多
中國人要發奮圖強。

多地規劃海洋經濟 推動高質量發展
海洋國家實驗室
青島海洋科學與科技國家實驗室（見
圖）是科技部2006年啟動籌建的10個
國家實驗室之一，於2015年6月開園運
行。海洋國家實驗室確定了海洋動力過程與氣候變化、海洋
生命過程與資源利用、海底過程與油氣資源、海洋生態環境
演變與保護、深遠海和極地極端環境與戰略資源、海洋技術
與裝備的重點研究方向。同時，啟動高性能科學計算與系統
仿真、海洋藥物篩選、海洋科考船隊等大型平台和海上試驗
場等大型設施建設，全力構建世界第七大海洋科研中心。

香港文匯報訊 據經濟參考報報道，中國
將加速陸海統籌，實現陸地觀向海洋觀轉
變，加強智慧海洋工程建設，推動海洋經濟
高質量發展。多個省份現已陸續出台建設海
洋強省相關方案。
相關人士日前表示，中國將以推進供給側
結構性改革為主線，主動適應並引領海洋經
濟發展新常態，着力提升海洋開發利用水
平，拓展藍色經濟空間，改善海洋生態環
境，增強海洋安全保障能力。
當前，山東、廣東、浙江等地相繼發佈了
加速推進建設海洋強省、發展海洋經濟的相
關方案，涵蓋海洋信息化建設、海洋新興產
業等方面。
山東省日前發佈的《山東海洋強省建設行

動方案》指出，到 2035 年，山東省將基本
建成海洋強省，重點在海洋相關信息數據、
海洋新興產業、海洋資源環境保護、海洋生
態牧業建設等方面實現突破。山東省提出，
建立市級海洋經濟核算體系。同時，大力培
育「智慧海洋」等新興產業，未來五年海洋
新興產業增加值年均增長20%以上。
浙江省此前印發的《2018 年浙江海洋經
濟發展重大建設項目實施計劃》顯示，今後
幾年浙江海洋經濟總投資額將超一萬億元
（人民幣，下同）。
廣東省發佈的海洋經濟「十三五」規劃總
體目標提出，到2020年，廣東省海洋生產總
值超過2.2萬億元，年均增長8%，佔全省地
區生產總值比重達到20%。

構建半島和平 特金會獲國際肯定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報道：朝鮮領導人金正恩與美國
總統特朗普12日在新加坡舉行會晤，並共同簽署聯合
聲明。根據聲明，兩國將努力「建立新的朝美關係」及
「構建朝鮮半島持久穩定和平機制」。國際政要紛紛對
會晤取得積極成果表示歡迎。

中國外交部：讚賞朝美領袖決斷
中國外交部12日發表聲明指，朝美領導人會晤是推
動朝鮮半島無核化和政治解決進程取得的重要進展。中
方對朝美兩國領導人作出的政治決斷表示高度讚賞，對
會晤取得的成果表示歡迎和支持，對有關各方為推動會
晤取得成功所作努力予以積極評價。中方希望並支持朝
美雙方落實好兩國領導人達成的共識，推進後續協商，
進一步鞏固和擴大成果，使政治解決半島問題成為可持
續、不可逆的進程。
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12日發表聲明，評價此次會
晤是推進朝鮮半島實現持久和平、完全、可核查無核化

進程的一個重要里程碑。他呼籲有關各方能夠抓住當前
重要契機，實現朝鮮半島無核化。

俄外長：歡迎美提停止軍演
俄羅斯外長拉夫羅夫稱，朝美領導人會談舉行，僅這
一事實就是「積極的」。美國總統特朗普此前表示，將
在與金正恩會晤後停止美韓聯合軍演。拉夫羅夫對此表
示歡迎，稱有必要停止「挑釁行動」，以緩解半島緊張
局勢。俄外交部12日表示，俄方積極評價美方決定。
韓國總統文在寅12日表示，熱烈祝賀並歡迎會談取
得成功。他高度讚賞金正恩和特朗普的決斷。他還表
示，韓國將在會晤成果的基礎上與朝鮮、美國及國際社
會開展合作，確保協議得以妥善落實。
日本首相安倍晉三表示，此次朝美領導人會晤以正式
文本形式確認朝美雙方為朝鮮半島無核化努力的意願，
金正恩與特朗普的會晤取得積極成果，
，
日本對此表示支持。他指出，這將成為全面解決各項問 ■金正恩與特朗普的會晤取得積極成果
獲得國際社會歡迎。
獲得國際社會歡迎
。
資料圖片
題的第一步，各方將加強合作解決半島無核化等問題。

美國務卿今日訪華

中國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12日發佈
的《2017年中國衛生健康事業發展統
計公報》顯示，2017年中國居民人均
預期壽命由 2016 年的 76.5 歲提高到
76.7 歲，嬰兒死亡率從 7.5‰下降到
6.8‰，孕產婦死亡率從19.9/10萬下
降到 19.6/10 萬，中國居民主要健康
指標總體上優於中高收入國家平均水
平。
■中新社
中美科研人員在新一期美國《國家
科學院學報》發表論文，揭示愛滋病
病毒顆粒的組裝過程，有望推進愛滋
病治療藥物和方法開發。該研究通過
超高分辨率「光敏定位顯微鏡」發
現，在靜電作用下，愛滋病病毒的主
要結構蛋白「群特異性抗原」會以病
毒核糖核酸為支架，在宿主細胞膜上
大量聚合，最終形成數千個病毒顆
粒。
■新華社
12日發佈的《2017年中國知識產權
發展狀況評價報告》指出，中國知識
產權發展水平穩步提升，目前已位居
世界中上游。中國知識產權發展狀況
世界排名提升迅速，2012 年到 2016
年間，排名從第19位升至第10位。
■中新社
青海省國土資源廳12日表示，經探
明柴達木盆地都蘭、格爾木、德令
哈—烏蘭地區擁有 544.1 平方公里富
硒土壤資源，這是繼青海東部地區發
現大面積富硒土壤區域後，取得的又
一富硒資源勘探突破。專家介紹，硒
被譽為「抗癌之王」，是人體必需微
量元素，具有高抗氧化、提高人體免
疫力作用。
■新華社
北斗智能產業落戶南寧說明會暨北
斗學院合作簽約儀式日前舉行，中
國—東盟北斗智能產業園將落戶廣西
南寧，計劃今年內開工建設。努力建
成具有國際影響力的北斗導航應用技
術創新中心和北斗國際化產業技術與
推廣集聚基地。
■新華社
記者近日從西藏自治區林業廳了解
到，經過20多年的建設管理和保護，
羌塘國家級自然保護區內重點保護野
生動物種群數量明顯增加，藏羚羊由
5 萬隻增加到 15 萬隻以上，野牛由
7,000頭增加到1萬多頭，藏野驢由3
萬多頭增加到5萬多頭，生物多樣性
得到保護。
■新華社

的潛力。管華詩說，自己的夢想就是打造中
國的「藍色藥庫」。總書記表示：「這是我
們共同的夢想！」
「藍色藥庫」指的是海洋中孕育的藥用資
源，而該實驗室發起的「中國藍色藥庫」開
發計劃，是一項以創製海洋新藥產品為導
向，旨在對海洋藥用資源進行全面、有序、
系統開發，是一個具有引領性的海洋生物資
源開發計劃。

登劉公島籲銘記歷史教訓

督 印：香港文匯報有限公司
承印、發行：馬來西亞亞洲時報

■12日，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在山東威海考察。圖為習近平在劉公島察
看北洋海軍炮台遺址。
新華社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新華社、中新網報
道：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耿爽 13 日宣佈：
應國務委員兼外交部長王毅邀請，美國國
務卿邁克．蓬佩奧將於 14 日訪華。屆
時，中美雙方將就兩國關係發展及共同關
心的重要國際和地區問題交換意見。
韓國外交部稱，蓬佩奧13日下午抵達韓
國京畿道烏山空軍基地，對韓國進行為期
兩天的訪問。這是蓬佩奧自今年4月份就任
以後，首次正式訪問韓國。
據悉，蓬佩奧14日將與韓外長康京和會
晤，具體介紹「特金會」結果，並就韓美
合作建立朝鮮半島永久和平機制的方案等
進行協商。當天，蓬佩奧還將與康京和、
日本外相河野太郎舉行韓美日外長會談，
就朝美首腦會談的成果進行交流，探討在
對朝政策上的合作方案。

大賣廣告 中企成世盃最大「金主
金主」
」 養老保險基金
■2018
2018年俄羅斯世界盃不乏中國元素
年俄羅斯世界盃不乏中國元素。
。圖為南
京商店里世界盃吉祥物及其衍生品。
京商店里世界盃吉祥物及其衍生品
。 中新社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2018年俄羅斯
世界盃開賽在即，在這場沒有中國隊參與的足球
盛宴中，卻不乏中國元素。據市場研究機構 Zenith統計，2018年世界盃期間各國企業投入廣告
費用總計 24 億美元，其中又以中國企業廣告支
出最多，達到 8.35 億美元，是美國（4 億美元）

的兩倍多，更遠高於東道主俄羅斯的 6,400 萬美
元。中國企業豪擲巨資，成為本屆世界盃大「金
主」之一，既是企業實力提升的突出表現，也反
映出其國際化發展的新方向。
查閱本屆世界盃各級贊助商名單可以看到，7
家中國企業名列其中：萬達位居國際足聯7大頂
級贊助商之一；海信、蒙牛、vivo佔據本屆世界
盃官方贊助商一半以上名額；雅迪電動車、VR
公司指點藝境、帝牌男裝則是本屆賽事亞洲區域
贊助商。

提升品牌影響 進軍國際市場
由於體育賽事對速度、激情、動力的運用和展
現，可以在潛移默化中傳遞品牌形象，體育營銷

一直受到全球企業青睞。尤其對不少中國企業來
說，「有產品、沒品牌」導致其長期在國際競爭
中處於下風。通過贊助世界盃、奧運會等高水平
體育賽事獲得較高品牌曝光度，是這些企業實現
全球化營銷的重要途徑。
事實上，借這只是近年來中國發力企業品牌建設
的冰山一角。中國與全球化智庫發佈的一份報告顯
示，中企近年來不斷加大對外投資併購的最主要驅
動力之一就是「提升品牌」。中國官方也於去年起
設立「中國品牌日」，着力推進自主品牌發展。
經濟學家宋清輝認為，中國已經開始重視品牌
創建，這有利於激發企業創新創造活力，提升品
牌產品品質，實現品牌增值，形成有競爭力的自
主品牌優勢，國際競爭力水平有望進一步提升。

中國快遞業發力「運全球」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高效便捷的快
遞，是中國服務業的一張名片。近日，多家中國
快遞企業接連公佈重要舉措，加快國際網絡建
設。從「運全國」到「運全球」，國際化成為快
遞業主要拓展方向之一。
在美股上市的中通快遞 11 日表示，將與土耳
其航空、太平洋航空聯手成立合資公司，整合
各自優勢資源，佈局開拓全球航空運輸服務。

無獨有偶。A 股首家快遞上市公司圓通速遞近
日公告稱，將聯手菜鳥網絡、中國航空在香港
機場建設投資百億（人民幣）級的物流樞紐，
為構建全球 72 小時必達的物流網絡提供有力支
撐。
快遞業為何加快「出海」步伐？尋求新的增長
點是一大原因。中國國家郵政局統計顯示，2017
年中國國際/港澳台快遞業務量完成8.3億件，同

比增長33.8%，而行業整體增速為28%。
「快遞企業走出去的戰略目標是搶抓跨境電商
物流的機遇。」申萬宏源研究員王立平表示。阿
里研究院測算，2020 年跨境電商零售交易額將
達到3.6萬億元人民幣，年均增幅約37%。
「新零售在中國本土的創新和全球化的拓展，
使得中國快遞物流行業正迎來新一輪發展機
遇。」中通快遞董事長賴梅松說。

將行中央調劑制度

香港文匯報 據新華社報道，中國國務院日前印
發《關於建立企業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基金中央調劑
制度的通知》（以下簡稱《通知》），決定建立養
老保險基金中央調劑制度，自2018年7月1日起實
施。該制度將作為實現養老保險全國統籌的第一
步，均衡地區間企業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基金負擔。

以收定支 專款專用
《通知》明確，建立養老保險基金中央調劑制
度的主要內容是，在現行企業職工基本養老保險
省級統籌基礎上，建立養老保險中央調劑基金，
對各省份養老保險基金進行適度調劑，確保基本
養老金按時足額發放。
一是中央調劑基金由各省份養老保險基金上解
的資金構成，按照各省份職工平均工資的90%和
在職應參保人數作為計算上解額的基數，上解比
例從 3%起步，逐步提高。二是中央調劑基金實
行以收定支，當年籌集的資金按照人均定額撥付
的辦法全部撥付地方。三是中央調劑基金納入中
央級社會保障基金財政專戶，實行收支兩條線管
理，專款專用，不得用於平衡財政預算。四是現
行中央財政補助政策和補助方式不變，省級政府
要切實承擔確保基本養老金按時足額發放和彌補
養老保險基金缺口的主體責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