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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西安 !

月 "# 日专电 （记者
梁爱平）中国航天员
科研训练中心近日将
神舟十号载人飞船搭
载的 !" 个微生物菌
种交给位于陕西西安
的神舟太空集团，该集团经过培育，
将研制出太空酱油、太空醋等产品，
使更多太空食品进入寻常百姓家。

据了解，这些微生物菌种搭载在
神舟十号载人飞船，在太空遨游 !#

天。这也是神舟太空集团第 !$次进
行的搭载实验。这批微生物菌种通过

进一步的研发，将形成一批与普通老
百姓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新产品。

此次神舟十号载人飞船搭载的
!"个微生物菌种包括黑曲菌、小克
银汉菌、掷孢酵母等药品、保健品菌
种。此外，还搭载了制面包用的贝酵
母、制葡萄酒用的葡萄汁酵母、酿造

酱油用的鲁氏接合酵母和
酿醋用的威氏醋酸杆菌等
菌种。神舟太空集团董事
长赵恒说，传统食品厂选
用的菌种一般都沿用了数
十年乃至更久，新菌种的
研发生产有望给普通百姓

带来新的口味。
据了解，中国航天员中心此前

与神舟太空集团签订了航天员在神
舟飞船及空间站使用的高能食品、
国家 %&' 项目按摩仪等中国航天员
中心专利技术的太空产品转让协议，
部分产品将在今年内实现产业化。

!月 "#日，海南省三沙市永兴岛污水处理厂一

期工程竣工。该厂设计日处理 $%&&吨污水，处理后

水质达到中水回用标准。 本报记者 马跃峰摄

三沙建起污水处理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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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栏目主持人：陈振凯

中国加入世贸组织 $& 多年来，经

济总量不断超越西方列强，甚至有赶超

美国之势。这让西方不安。在他们看

来，中国没有如他们预期的被纳入西方

战略轨道，反而通过“搭便车”方式成

为“全球化的最大赢家”。

细究中国崛起的原因，除了体量庞

大外，西方将矛头指向中国所谓“国家

资本主义”模式———即所谓中国政治体

制改革滞后，赋予国有企业大量政府补

贴，从而享有不公平竞争优势。

时代不同了。以前是西方国家急于

将中国纳入国际体系而塑造之，客观上

帮助中国融入全球化；现在是它们抬高

新一波全球化门槛，排挤中国，避免中

国最终以线性路径赶超欧美的结局。

比如，近年来，西方推行对华“后

接触政策”，希望借跨太平洋伙伴关系

协定、跨大西洋贸易投资伙伴协定等高

水平自由贸易协定，引领新一波全球

化，将环境、社会成本纳入，抵消中国

的国际竞争优势，倒逼中国改革。

刚刚结束的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

上，美国明显担心增加中国的比较优势

而缩小美国相对于中国的比较优势，并

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怀有

很强的戒心。至于欧盟，则更是以“对

等接触”口号，摆出一副吃亏模样，不

断对“中国制造”进行反倾销、反补贴

调查，甚至威胁对中国光伏产品实行逐

步升级的高额惩罚性关税。

从以上事实可以得出两个结论：中

国已被国际社会公认为崛起大国；现在

是重塑中国国际比较优势的时候了。

中国一方面面临国内经济转型的压

力，另一方面又不得不面对不自信的西

方。中国的比较优势成为众矢之的。在西

方发达国家重新制订新一波全球化规

则、提升国际贸易与投资标准时，中国的

国际竞争比较优势能否持续，如何重塑？

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战略课题。

山寨？搭车？摸着发达国家的石头

过河？显然难以为继。重塑中国的比较

优势，必须从全球化红利不断转向改革

红利，通过经济结构转型和产能升级，

占据战略新兴产业制高点，增加国际规

则、标准的制订权和国内应对能力。

当下，即便欧美，也均紧锣密鼓地实

行内部变革，热心于国家建设。因为他们

清楚，未来竞争，是比拼内功。改革红利关

系各自未来国际比较竞争优势。刚刚开启

的跨大西洋贸易投资伙伴协定谈判除减

免关税外，还旨在通过减免非关税壁垒、

协调欧美资本主义模式以及再工业化等

途径，重塑欧美比较优势。一旦美欧在产

品技术标准上达成一致，将成为新的国际

标准，进而影响到整个全球化规则制订，

对全球都将产生重要影响。这些新的规则

和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一道，将大大提

升中国参与全球化的成本。中国将不得不

再次面临重塑的西方，能否通过将来的中

日韩自贸协定或中欧、中美投资协定等化

解之，考验着中国的战略智慧。

标准之争，规则之争，是下一波全

球化中国与西方发达经济体竞争的着力

点。中国的比较优势先靠体量，后靠体

制，接下来靠体魄。

（作者为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靠改革重塑中国比较优势
! 王义桅

新华社北京电 ( 月 $" 日，马英九
当选中国国民党主席。当晚，中共中央总
书记习近平向中国国民党主席马英九发出
贺电。

习近平在贺电中表示：“值此先生当
选中国国民党主席之际，我谨表祝贺。当
前，两岸关系站在新的起点上，面临重要
机遇。贵我两党实当顺应世界发展之大
势、两岸同胞福祉之大义，登高望远，深
化互信，良性互动，继续推动两岸关系全
面发展，拓宽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道路，俾
使两岸关系不断前行，共同为两岸同胞之
幸福、中华民族之复兴而携手努力。”

同日，中国国民党主席马英九复电，向
习近平表示感谢。马英九在复电中表示：
“贺电敬悉，谨致谢忱。!))$年，海峡两岸

达成‘各自以口头声明方式表达坚持一个
中国原则’的共识。本党自五年前在台湾重
返执政伊始，相关部门立即在此项‘九二共

识’的基础上，恢复两岸中断近十年的和解
与合作，迄今已签署 !)项协议。双方关系
的大幅改善，对促进两岸和平与繁荣，提升

两岸人民福祉，贡献甚大。两岸人民同属中
华民族，都是炎黄子孙，希望贵我两党在现
有基础上，继续扩大与深化两岸的交流合
作，以进一步发扬中华文化，复兴中华民
族，促进两岸永续的和平与繁荣。”

本报台北电（记者孙立极、王平）中
国国民党 $"日举行党主席和党代表选举，
现任党主席马英九共获得 $"$(#" 票，得
票率为 )!'%#*，当选连任。

据悉，此次选举的投票率为 #('%&*。
$$日正式公告党主席选举结果。

马英九在当选后召开记者会表示，往后
在党主席任期内会继续推动党内改革、团
结、培养人才，为未来选举做好准备。

马英九于 $""# 年、$"") 年两度当选
国民党主席。

习近平总书记电贺马英九当选国民党主席

登高望远 深化互信 良性互动
马英九复电习近平表示感谢

! 两岸人民同属中华民族，都是炎黄子孙，希望贵我两党在

现有基础上，继续扩大与深化两岸的交流合作，以进一步发扬

中华文化，复兴中华民族，促进两岸永续的和平与繁荣。

贵我两党实当顺应世界发展之大势、两岸同胞福祉之大

义，登高望远，深化互信，良性互动，继续推动两岸关系全面

发展，拓宽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道路，俾使两岸关系不断前行，

共同为两岸同胞之幸福、中华民族之复兴而携手努力。

!月"(日，“感知中国”中美交流项目学员走访北

京冷泉希望社区，与社区的孩子们交流，并为社区英

语角揭幕。()名来自北加州的美国中学生将参加为

期("天的交流活动，感受中国的文化和风土人情。

马 平摄（新华社发）

美国中学生“感知中国”

! !近年来，随着中泰交往日益频繁，泰国南部
各级学校普遍开设汉语课程，让孩子学习汉语成
为当地新时尚。不仅如此，汉语水平考试作为就
业“敲门砖”也越来越受到当地学生重视。

来自上海大学的普吉孔子学院中方院长张新
玲日前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汉语水平考
试）“以考促学，以考促教”，促进了泰南地区
大中小学汉语教学质量的提升。在泰国南部，这
项考试不仅是汉语学习者学习成果的重要体现，
更是当地青少年赴中国留学以及对华用人单位检
验应聘者汉语水平的普遍标准，因此成为当地青

年就业的一块“敲门砖”。
在普吉孔子学院董里

分部，旅游管理专业学生
在修完大学规定的旅游汉
语课程后，必须通过
+,- 一定级别的考试，
才可获得政府注册的导游
证。

在泰南旅游胜地普
吉，汉语水平的重要性尤
为突出。泰国国家旅游局
数据显示，$"!' 年预计有
'"" 万中国游客到泰国旅
游，而普吉岛是中国游客
的首选旅游景点之一。当
地政府机构、机场、酒店、
旅行社等对会说汉语的人
才需求越来越大，汉语教
学和考试开启了泰国学生
新的职业道路。

为满足泰南地区广大
汉语学习者的需求，普吉
孔子学院每年要举行 &到
!" 次不同类别的汉语水
平考试。仅 $"!$ 年在该
院参加考试的考生就有
$.%'人。

!月!(日在泰国南部举行的+,-考试，共吸引
了来自泰国南部%府的.!(名学生，是迄今泰国南部
举办的规模最大的一次汉语水平考试。除了泰国本
土大中小学生外，还有来自英国、马来西亚、新加坡
等国的在泰外国留学生参加考试。参加考试者年龄
跨度从%岁到&#岁。

泰国普吉府皇太后中学 !( 岁的学生陈梅花
说，她的爷爷是华人，全家人都很支持她学习汉
语。她从 !.岁开始学习汉语，已经获得 +,-的
'级考试证书，!(日参加了 .级考试。

今年上高中三年级的陈梅花准备报考中国的
大学。她说最喜欢上海，希望有一天能够在上海
工作生活，眼中充满了对未来的期许。
（据新华社曼谷 ! 月 "# 日电 黎藜、黄清

青）

泰国南部重镇宋卡王子大学孔子学院学生展

示自己制作的中国剪纸。

（新闻国际在线图片）

神十搭载微生物菌种开始培育

有望上餐桌太空酱油

太 空 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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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金斯敦 ! 月 #$ 日电 （记者朱庆翔）
国际海底管理局!)日核准了中国大洋矿产资源研究
开发协会提出的西太平洋富钴结壳矿区勘探申请。
中国成为世界上首个就'种主要国际海底矿产资源
均拥有专属勘探矿区的国家。

中国此次获得专属勘探权的富钴结壳区位于目
前所知的富钴结壳资源分布最为富集的西太平洋海
山区域，面积为 '"""平方公里。

又电 正在太平洋上执行任务的中国科考队$"

日介绍说，“蛟龙”号将于%月底赴中国西太平洋富钴
结壳专属勘探矿区进行科学考察。

中国获西太探矿权
“蛟龙”!月前往考察

据新华社长沙 ! 月 "# 日电 （记
者明星）汉代“元始二年”的经济犯
罪案卷、三国东吴“嘉禾”年间的钱
粮出入账目、西汉益阳县的乡、里官
佐的任免文件……在位于湖南益阳市
区兔子山遗址考古发掘现场，一个古
井内挖掘出了大约 #"""枚简牍。

$! 日下午举行的“益阳兔子山
遗址考古发掘专家座谈会”上，专家
考证，该遗址为西汉晚期益阳县衙署
所在地，这些简牍完整地记录了战国
末年至三国东吴时期的古县衙运转情
况，是中国罕见的古代县衙署档案实
物资料。

已清洗的简牍字迹清晰，大多为
隶书，司法文书多为刑事案件审结记
录，详细记录有文书产生的年、月、
日，承办官吏职位姓名，涉案人员，
案件发生的时间地点和经过，判决结
果，记录者书佐姓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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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 "& 日，在巴塞罗那举行的第 (* 届世界游泳锦标赛

跳水女子双人 )米板决赛中，吴敏霞（右） +施廷懋以 ))%',&分夺

得中国队本届世游赛首金。 新华社记者 郭 勇摄

世游赛 “梦之队”摘得首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