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報訊】新華社南寧二十四日消息：在廣
西南寧召開的 「第五屆中國─東盟博覽會」 上，
中國和東盟各國到來參展的商品琳琅滿目，吸引
了眾多顧客。中國和東盟各國的合作孕育了無限
商機，也為中國經濟發展帶來了有利契機。截至
23日，在本屆 「中國─東盟博覽會」 上簽訂的
國內投資合作項目達80個，項目總投資519.15
億元，其中製造業、礦產開發及加工、基礎設施
、農業及農產品加工等產業佔有很大比重。

東盟簽約來華投資520億
全球陰霾下 風景這邊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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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陳麗宜、劉迎玉林二十四日電】第
五屆中小企業商機博覽（中國．玉林）（簡稱 「玉
博會」）今天上午在廣西玉林開幕。

老撾人民民主共和國副主席本揚．
沃拉吉閣下及夫人，全國人大外事委員
會副主任、中國中小企業國際合作協會
會長鄭斯林，廣西自治區黨委常委、統
戰部部長黃道偉，廣西自治區人大常委
會副主任覃瑞祥，全球中小企業發展中
心首席執行官史蒂夫．坎貝爾等多位嘉
賓出席。大會由玉林市市長金湘軍主持
，市委書記文明致辭。

本屆玉博會圍繞 「中小企業大經濟
，玉林博覽新商機」的主題，參展企業
有1177家，比去年增加150多家。其中
市外企業820家1038個展位，境外企業
72家98個展位，區內426家589個展位
。其中中國馳名商標、省地級著名商標
312家。約有11家香港企業分別與玉林
的陸川、北流、容縣、玉州區等政府簽
訂包括水泥、旅遊開發、電子、房地產

開發、工業品製造等多項產業合約。簽約的合同項
目有 106 項，合同投資額 190.2 億元；簽訂貿易合
同八項，合同貿易額6.9362億元。

桂玉博會簽近200億合同
【本報記者丁春麗濟南二十四日電】今天上午，

山東長島縣招商旅遊推介在濟南舉行。記者獲悉，該
縣連續八年營造了100多萬畝的海底森林，有效地修
復了海底生態環境。

長島縣是山東唯一一個海島縣，由 20 多個島嶼
組成，漁業資源十分豐富。海底森林是投放人工魚礁
後的海底環境一個形象稱呼，通過在水域中設置構造
物，為魚類等生物營造索餌、繁殖、生長等場所，從
而達到保護、增殖資源的目的。

從 2000 年開始，長島縣實行人工育礁，先後人
工投石八萬立方米，營造出百萬畝海底森林。經漁業
調查監測，在人工造礁後，單位水體內藻類生物量是
未投礁前的3.2倍，海洋底棲生物恢復和生長速度明
顯加快。鷹爪蝦、烏賊、螃蟹等的收穫量成倍增長，
魚類也由投礁前的五種增加到 28 種，每百平方米存
魚量由投礁前的 0.48 公斤增加到 52 公斤。海膽、鮑
魚等海珍品產量也大幅增加。

記者了解到，百萬畝海底森林既釋放氧氣、吸收
二氧化碳、氮磷等有機物，又為各類海珍品提供充足
餌料，還能抵抗風浪、形成平靜水域環境。有 30 多
種經濟魚類和200多種貝類在此生息繁衍，每年還吸
引來600多頭斑海豹，成為省級海豹自然保護區。

【本報記者賀鵬飛南京二十四日電】
繼目前中國單機容量最大的核電站——
田灣核電站一期工程建成發電之後，江
蘇省正規劃在臨近的連雲港東陬山建設
第二座核電站。江蘇省發改委新近公布
的 《 江 蘇 省 蘇 北 地 區 工 業 發 展 綱 要
（2008─2012年）》明確提出，2008─
2012年該省將加快發展核電，在完成田
灣核電站一期工程的基礎上，開工建設
2×100萬千瓦田灣二期工程，積極推進
江蘇第二核電站和田灣核電三期工程。

兩核電站僅數步之遙
根據初步規劃，江蘇第二核電站擬

建設4座l00萬千瓦級核電機組，分兩期
建設，一期建設2×100萬千瓦級壓水堆
核電機組。該項目投資主體為中國廣東
核電集團公司，首選廠址位於連雲港市
連雲區徐圩鎮境內的東陬山，西北距連
雲港市區新浦36公里，西南距灌雲縣城
34公里，東臨黃海距10公里。

值得注意的是，規劃建設的江蘇第
二核電站與在建的田灣核電站僅數步之
遙，兩者均位於連雲港市連雲區。為了
及時掌握核電站運行對周圍環境和人群
健康效應的影響，江蘇省衛生廳辦公室
本月13日專門下發《關於做好核電站周
圍放射性監測工作的通知》指出，核電
的快速發展在給人們生活帶來便利的同
時，核輻射的潛在危害也在不斷增加，
潛在的核污染不容忽視。

同時，核輻射具有影響範圍廣，涉
及人群多，危害程度重，持續時間長的
特點，一旦發生，將嚴重影響群眾的身
體健康，造成巨大的經濟損失。為此，
江蘇省衛生廳決定選擇南京市、連雲港
市、贛榆縣、東海縣、灌雲縣、灌南縣
、響水縣、濱海縣、高淳縣、溧水縣等
十個市、縣作為監測點，開展核電站周
圍放射性監測工作。監測工作包括輻射
健康效應監測、核與輻射危險認知與干
預及環境介質放射性水平監測三方面。

連雲港擬建第二座核電站 魯長島造海底森林

「真沒想到，能在博覽會現場體驗到原
汁原味的泰式按摩！」在第五屆 「中國─東
盟博覽會」泰國展館參觀的南寧市民楊先德
興奮地說。

順着他的指引，記者走入了一個名為
「WATPO泰國傳統按摩學校」的展位。展

位工作人員楊潔告訴記者，WATPO是泰國
規模最大的按摩教育機構之一。他們在這次博覽會上特別推出
了按摩現場體驗活動，目的就是通過現場演示尋求合作機會。

「這個展位很特別，稱得上是今年泰國展廳裡的 『大明星
』，來來往往的參觀者都對它很有興趣。」展廳內的服務人員
羅女士說。

幾名統一服裝的技師列成一排，熟練、細緻地為客人進行
着手臂和肩部按摩。他們不時拿起裝有泰國草藥的藥包熱敷客
人脖頸，並在客人的按摩部位塗抹特製草藥精油。展位周邊，
人們則排起數條長隊，耐心等待體驗正宗泰式按摩。

一位技師告訴記者，博覽會開幕以來，他們每天 「至少為
200名客人提供按摩服務。從早到晚，忙得沒有時間休息。」

68 歲的陳比達是 WATPO 泰國傳統按摩學校的負責人。
他告訴記者： 「已有十幾家機構願意同我商談合作。看到泰式
按摩如此受歡迎，我既高興又意外。」

（新華社南寧二十四日電）

泰式按摩大受歡迎

菲律賓是世界著名的 「椰子王國」，全
世界約六成以上的椰子產自菲律賓。在 「第
五屆中國─東盟博覽會」菲律賓展區，幾乎
一半的展位在展銷椰子製品，包括椰油、椰
糖、椰汁飲料、椰精、椰殼製品等。 「椰子
渾身是寶，它身體的任何一部分都可以變成
資源和財富。」菲律賓駐廣州領事館商務處

商務專員洪福盛說。
在菲律賓展區，懂中文的洪福盛每天賣力地向前來觀展的

客商介紹菲律賓農產品，包括鳳梨（菠蘿）、香蕉和椰子等。
「希望 『10+1』（東盟與中國）合作能將更多中國商人帶到

菲律賓，能將我們更多的產品賣到中國，尤其是椰子產品。」
他說。

「對菲律賓椰農來說， 『10+1』合作意味着一個十數倍
於本國的巨大椰子消費市場從天而降。」洪福盛說。目前菲律
賓椰子產品最大的出口市場在歐洲，其次是美國。隨着中國─
東盟自貿區建成之日臨近，擁有13億人口的中國將成為菲律
賓椰子產品企業下一個 「尋夢樂園」。

代理商準備連虧兩年
事實上，很多菲律賓椰品商人已對 「10+1」框架下的中

國市場發起了進攻，經營椰油的菲律賓華僑方金兵就是其中一
個。方金兵經銷的椰油去年獲得了菲律賓油品產量冠軍的稱號
，他也在同一年走進中國，在上海找到了他的代理商。 「我做
好了在中國連虧兩年的準備，目的是拿下中國市場。」方金兵
說。

菲律賓商人同時開始嘗到了中國─東盟區域合作帶來的甜
頭。根據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早期收穫》實施計劃，從
2004年1月1日起中國和馬來西亞、新加坡、印尼、菲律賓、
泰國、文萊等東盟六國進出口關稅將逐年消減和取消，這意味
着他們的椰子產品將更多地走進中國。

「實際上，幾乎每一個菲律賓商人都有一個金黃色的 『中
國夢』， 『10+1』合作目前正在幫助他們實現這個夢。」方
金兵說。

（新華社南寧二十四日電）

菲商的中國夢

【本報訊】新華社南寧二十四日消息：在日前舉行的
「中國─東盟農墾合作發展論壇暨項目簽約儀式」上，廣西

農墾與東盟共簽約34個項目，總金額151.68億元。
自2004年以來，廣西農墾連續參加五屆 「中國─東盟博

覽會」，與新加坡、印尼、越南、菲律賓、泰國、柬埔寨等
東盟國家的企業共簽約170多個項目，總金額近460億元。

廣西農墾始建於1951年，在半個多世紀的發展過程中，
形成了以蔗糖、劍麻製品、木薯澱粉、畜牧、水產、茶葉、

亞熱帶水果蔬菜、礦泉飲料等八大產業集群；擁有土地總面
積1666平方公里；擁有直屬企業112家，其中國有大型企業
13家、專業集團公司八家。 「豐富的土地資源，優惠的財稅
政策，尤其是泛北部灣經濟合作的務實推進，使得廣西農墾
成為最具活力、東盟客商最願意 『聯姻』的夥伴之一。」廣
西農墾局副局長楊海空說。

目前，廣西農墾已在印尼、緬甸、菲律賓、越南、俄羅
斯、委內瑞拉等國家實施了系列開發項目。

從簽約項目來看，製造業和礦產開採及加工項目就達
34個，佔項目總數的42%；投資總額達190.04億元，佔投資
總額的 36.6%。其中年產 32 萬噸鋁深加工項目、年產 10 萬
噸磷酸一銨項目、年產50萬噸中低碳硅錳鐵合金項目的投
資額都超過億元。

環保高新技術佔70億
隨着產業升級，高新技術和環保產業成為企業發展的目

標。據悉，本屆 「中國─東盟博覽會」的簽約項目中，涉及
環保和高新技術產業的項目有13個，總投資達69.83億元，
無論從項目數還是投資金額上都超過了歷屆博覽會。

「人間天堂」中國蘇州、 「月牙城」老撾萬象、 「東方
硅谷」馬來西亞賽城、 「花園城市」新加坡……在本屆博覽
會上，電子信息產業合作被列為重點主題，特設的 「魅力之
城」專題，選擇中國與東盟國家有代表性的信息通信產業比
較發達的城市參加展示，不僅向世界展現亞洲城市的魅力形
象，更顯示出亞洲信息通信產業的商機。

越南木雕、緬甸玉器、馬來西亞可可粉、新加坡高科技
產品……東盟各國資源豐富，盛產農產品以及多種礦產品、
木材、橡膠等資源性產品，針對這些領域的商務及投資，既
發揮了東盟各國的自然稟賦，又有利於中國國內經濟發展的
需求。

國內信息產業闖新天
中國工業和信息化部副部長婁勤儉表示，中國和東盟國

家在加快信息通信發展、提高信息化水準、改造提升傳統產
業、加速工業化進程等方面有着很好的合作前景。

華為、中興、中國電信、中國移動、中國聯通、騰訊等
國內大企業紛紛參加本屆博覽會，並相繼簽訂一批信息通信
產業大項目。

對於東盟國家來說，中國也是戰略重地，馬來西亞、新
加坡、印尼等國家的代表團也紛紛介紹自己的電信發展情況
，或招商引資，或投資接洽，謀求與中國進行更深層次的合
作。

馬來西亞清真認證為90多個國家認可，是目前擁有全
球為數不多的國際清真認證體系的國家之一。馬來西亞清真
產業發展局官員告訴記者，馬來西亞願意向中國清真企業提
供管理、認證培訓、國際市場調查等服務，幫助中國清真食
品改造口味，並提升中國清真企業在穆斯林國家的知名度，
開拓國際市場。

馬來西亞清真產業發展公司經理本．阿卜杜爾．阿齊茲
說， 「我們非常願意與中國進行合作，這樣，我們的產品不
但可以打入東盟，還可以打入中東、歐洲和美國等市場。」

「只要我們通力合作，發揮各自的優勢，就一定能夠把
清真產業做大做強。」阿齊茲自信地說， 「這一定會是東盟
和中國合作的新的增長點！」

【本報訊】新華社南寧二十四日消息： 「通過面向東盟
『走出去』的嘗試，我國對外工程承包在東盟國家快速發展

，在國際市場上競爭力也日益強勁。」前來參加 「中國—東
盟博覽會」的中國對外承包工程商會會長刁春和對記者說。

業內人士普遍認為， 「東盟路線」樹立了中國對外承包
工程的全球品牌，但要實現真正意義上的快速健康持續發展
，仍需要破解三重障礙。

據統計，以 「中國─東盟博覽會」為契機，中國對外工
程承包行業在前四屆博覽會中簽署 「走出去」項目共189個
，投資總額58億美元。承攬東盟市場資金要求不高，施工難
度較大的項目，大大錘鍊了中國企業。

去年中國與東盟地區在對外承包工程方面新簽合同額為
124億美元，完成營業額為56億美元。今年前三季，新簽合
同額近70億美元。目前，中國與東盟地區累計簽訂承包工程
合同額近500億美元。

「一條龍」 服務不遜色歐美
刁春和把中國對外工程承包行業目前的地位形象地描述

為： 「技術實力堪比歐美，工程難度世界一流，投融資渠道
逐步完善，品牌效應舉世矚目。」他說： 「以往由於實力有
限，我們只能靠廉價勞動力掙錢。隨着金融、技術、管理水
準提升，形成了從項目立項、勘察、融資、施工、資金回收
等 『一條龍』綜合服務能力，不比任何歐美企業遜色。」

近年來，中國對外工程承包行業幾乎每年都以30%速度
增長。2005 年與東盟合作基礎設施不過 32 億美元，去年達
130億美元，今年估計超過200億美元。整個中國對外工程承
包行業去年合同額達790億美元，今年保守估計超過1000億
美元。

然而，業內人士普遍認為，這一行業要保持快速健康穩
定的發展，仍然需要破解資金融資 「瓶頸」，行業惡性競爭
「瓶頸」，政策掌握和行業合力 「瓶頸」。目前，由於缺乏

與國際接軌的信用、保險、金融信貸評估體系，中國對外工
程承包的項目貸款、融資和保險擔保仍高於發達國家。這就
需要國內金融行業進一步提升服務水準，建設有助於行業發
展的金融服務體系。

另外，中國企業必須加大規範經營行為，加大對企業履
行社會責任和項目進展中安全、品質、進度等的監控力度，
嚴格自律。

廣西農墾151億聯姻東盟

走東盟路線 樹國際品牌

中國對外工程承包額破千億美元

一場別開生面的泰國傳統婚俗表演在 「中國—東盟博覽會」 精彩上演，吸引現場不少觀眾圍觀 （新華社）

兩名身穿民族服裝的緬甸姑娘在 「中國—東
盟博覽會」 上散發着濃濃的東盟風情 （新華社）

廣西南寧國際會展中心舉行的 「中國—東盟博
覽會」 上，觀眾在菲律賓展區參觀 （新華社）

東盟魅力之城匯聚南寧。圖為觀眾在馬來西
亞展區選購食品 （新華社）

老撾國家副主席本揚（前右二）昨天在第五屆玉
博會現場參觀 （新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