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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亚国家地处欧亚大通道的咽喉，地理
位置十分重要。与此同时，中亚国家也是欧亚
大陆经济发展的“凹陷区”，经济发展水平与
地处两端的欧盟和环太平洋经济带落差巨
大，严重阻碍了欧亚经济的深度融合。因此，
推动中亚国家实现经济腾飞，会在空间上形
成串联欧亚大陆的发展轴线，进而将彻底改
变整个欧亚大陆的经济版图。

中亚国家油气资源总储量仅次于中东和
俄罗斯，居世界第三位。充分发挥其资源禀赋
优势，加快能源产业发展，建立以能源开发和
深加工为支柱的国民经济工业体系，有利于全
面带动中亚国家经济走向现代化。

中国经过数十年的改革实践，在如何将资
源富集地区的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增长优势，
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发展模式。因此，在中国与中
亚国家能源合作过程中，可借鉴“中国模式”，引
领中亚国家逐步完成能源产业链条的下游延
伸，构建出上下游一体化的完整能源产业体系，
继而带动能源装备制造业、能源技术服务业等
相关产业发展以及国家基础设施的大规模建
设，促进中亚国家实现经济起飞。

中亚油气资源丰富

2000年以来，中亚国家逐渐成为中国海外

油气资源的重要来源国。“十二五”期间，中国
从中亚国家累计进口的油气资源量，已占到中
国总进口量的1/4，其中天然气进口量已超过
中国总进口量的45%。对中亚国家的油气资源
进口，有效地优化了中国海外能源供给结构。

与此同时，油气资源贸易合作也极大地促
进了中亚国家的能源生产，并带动其经济快速
发展。2010年以来，中亚国家平均经济增长率
超过7%，成为全球经济增长最快的区域之一。

2007年之后，中国与中亚国家能源合作
的内容已经不仅局限于能源贸易合作，能源
产业合作逐渐浮出水面。初期的能源产业合
作集中于油气资源上游勘探开采业，其主要
形式是通过企业并购获得海外“权益油”。
2014年，中国在海外获得权益油总量为1.17
亿吨，其中在哈萨克斯坦就获得权益油1591
万吨，占中国海外权益油总量的14%。但是，
在欧美国家石油企业的激烈竞争和挤压下，
哈萨克斯坦可供中国合作开发的油气资源区
块逐步减少，未来双方合作扩展的空间在不
断缩小。

为了保障中国与中亚国家油气资源贸易
的安全发展，中国和哈萨克斯坦合作修建了
中哈石油管道，该管道目前已成为中国最重
要的跨国输油管道之一。截至2015年，中哈

石油管道已累计向中国输送原油8724万吨，
年输油量超过1000万吨。同时，中国、哈萨克
斯坦、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等4国合
作修建了中亚天然气管道，该管道是世界上
最长的天然气长输管道，总投资超过3000亿
元。截至2015年，中亚天然气管道A、B、C三
线累计输送天然气达1400亿立方米。

全产业链合作是关键

中国与中亚国家的能源产业合作日益紧
密。当前，双边能源产业合作的领域还主要集
中在初级产业部门。根据欧盟、北美自贸区以
及东盟等区域经济组织的发展经验，其主流
演进路径都是“贸易合作—初级产业合作
—全产业链合作—区域经济合作”。因此，在
能源初级产业合作领域已接近饱和的前提
下，如何能够将能源产业合作延伸到全产业
链，是未来实现中国与中亚国家区域经济全
方位合作的关键一步。
“十二五”期间，中国的炼油和石油化工

业实现了跨越式发展。中国目前的炼油能力
已超7亿吨，仅次于美国。镇海石化、茂名石
化和大连石化的炼油能力都已超过2300万
吨，纷纷跻身世界前20大超级炼厂之列。同
时，中国已成为世界上少数几个掌握先进炼
化一体化装置核心技术的国家，可自主设计

制造千万吨级炼油、百万吨级乙烯的炼化一
体化成套设备；2015年，中国石油化工产品中
的苯产量为783万吨，乙烯产量为2121万吨，
分别位居世界第一位和第二位，烯烃联合生
产装置的平均产能已经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但是，2014年之后，随着国内外经济形势
的变化，中国炼油和石化产业出现了产能过
剩问题，加快国内产业升级和国际产能转移
已经迫在眉睫。与此同时，中亚国家的炼油和
石油化工业长期处于停滞状态，设备老化，技
术落后，原油加工能力差，成品油消费大量依
赖进口；而中亚国家的石化行业则基本属于
空白，乙烯等石化产品主要依赖进口。由于炼
油和石化工业是能源产业链条中的高附加值
环节，也是资源富集国家实现经济起飞的重
要推动力。因此，中亚国家要实现经济现代
化，还需大力发展油气资源下游产业，实现油
气资源产业上下游一体化的配套发展。中国
一些资源富集地区已形成了一整套资源型产
业上下游一体化发展的成功模式。在中国与
中亚国家能源合作中，可将这一成功模式推
广到中亚国家，以缩短其资源型产业体系建
设过程中的探索时间，加快欧亚经济全面融
合的进度。
（作者为西安财经学院院长、中国（西安）

丝绸之路研究院院长）

11月18日13时59分，神舟十
一号飞船返回舱在预定区域成功
着陆，天宫二号与神舟十一号载
人飞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在这
次载人航天任务中，多项“高精
尖”的陕西航天科技发挥了重要
作用。

航天五院西安分院

搭建信息通道

11月 19日下午 3时，航天五
院西安分院载人航天任务试验队
的 5位队员回到西安。一个多月
来，他们在北京中国载人航天工
程指挥中心，为“天宫二号”与
“神舟十一号”载人飞行任务中的
“天地通信”提供技术服务。由航
天五院西安分院研制的中继终端
和天线网络，搭建起了信息传输
的太空通道。

航天五院西安分院载人航天
任务总指挥陈岚说：“这次表现非

常圆满，整个飞控任务也非常圆
满。分院产品过硬，起到非常大
的作用。”

航天五院西安分院“神舟十一
号”飞船中继终端研制负责人余晓
川说：“习主席通过我们的中继终
端和航天员进行视频通话，话音很
清楚，图像也很清晰。作为设计人
员，我们非常自豪、非常激动。”

航天771所

装备神奇“大脑”

其实，“天宫二号”和“神舟
十一号”载人飞行任务圆满成功
的背后，还有不少陕西科技力量
的支撑。位于西安的航天九院771
所，研制的中央处理单元相当于
“天宫二号”的“大脑”，确保了
其在太空中正确有效地处理各种
数据，将采集到的数据传回地
面，并使发送的每个指令都能让
航天员接收处理。他们不仅为

“神舟十一号”飞船配备了“最强
大脑”，还打造了航天员的“私人
医生”——舱载医监设备。

航天六院

提供强劲动力

发动机，是运载火箭、宇宙
飞船的动力之源，从“天宫二
号”“神舟十一号”发射升空、准
确入轨，到两个航天器实现交会
对接，再到两名航天员顺利返回
地面，这次载人航天任务的全部
过程，都有航天科技六院精心研
制的上百台发动机保驾护航。

发动机是运载火箭、宇宙飞
船和各类卫星的“动力之源”。
位于西安的航天科技集团六院，
是中国唯一集运载火箭主动力系
统、轨姿控动力系统及空间飞行
器推进系统研究、设计、生产、
试验为一体的航天液体动力研究
院。在此次航天任务中，该院科

研人员精心研制了功能各异、性
能优越的全系列发动机，承担着
两发长征二号F运载火箭、空间实
验室、飞船上各种主推力及姿、
轨控发动机、热控分系统及生命
保障系统泵阀等的研制任务，确
保了此次载人航天工程空间实验
室飞行发射任务的圆满完成，为
中国建立大型空间站奠定了坚实
的基础。
“这次飞行发射任务，是我国

空间站建设的前哨战，也是载人
航天工程‘三步走’中第二步的
核心之战、关键之战，特别是两
名航天员在太空的驻留时间超过1
个月，对动力保障系统的要求更
加严苛，因此，也要求六院研制
交付的每一台发动机的每一个环
节都必须做到万无一失，这样才
能交出百分答卷。”火箭发动机专
家、航天六院院长刘志让说。

仅以两名航天员返回地面这
一环节来说，六院研制的载人飞
船推进系统中的系列发动机，就
发挥了关键作用。“神舟十一号”
与“天宫二号”组合体在飞行了
一个月后，必须实施分离，六院
研制的“神舟十一号”推进舱的
姿态控制发动机，就会按照预定
程序开始工作。待轨道舱与推进
舱分离后，由推进舱上的发动机
制动点火，进入到返回轨道，实
施姿态调整。推进舱与返回舱分
离后，搭载两名航天员的返回舱
开始进入自由滑行阶段。

“飞船返回舱滑行进入大气层
前，返回舱的姿态发动机就开始启
动了，为两名航天员安全返回一路
保驾护航。”刘志让介绍，依靠发
动机一系列精准可靠的工作，返回
舱保持稳定的姿态进入到大气层，
一直工作到降落伞安全顺利打开，
六院飞船推进系统姿控发动机的使
命才算真正完成。

西安卫测中心

执行测控任务

在任务过程中，数以千万计
的数据从各测控站汇集到西安卫
星测控中心，通过近百台机器的
超高速运转，进行数据计算分
析，实时了解火箭的飞行情况。
各测控站布下了一张紧密有序的
测控天网，通过接力传递，确保
把“天宫二号”准确送入预定轨
道。
“天宫二号”与“神舟十一

号”载人飞行任务的圆满成功，
标志着中国完整掌握载人航天器
太空长期驻留技术，具备了建设
空间站的基础能力；同时标志着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空间实验室阶
段任务取得了具有决定性意义的
重要成果，为后续空间站建造运
营奠定了更加坚实的基础，也意
味着中国人的太空探索站在了一
个新起点上。陕西航天人也将再
接再厉，争取为中国航天事业作
出更大贡献。

本报电 （田立阳）
韩服试穿、韩国拌饭、
韩式辣白菜……11月 19
日上午，由韩国旅游发
展局主办的、为期两天
的 2016年中国西安韩国
旅游文化节盛大开幕，
来自韩国釜山市、仁川
市、江原道、济州道、
丽水市丰富多彩的旅游
特色产品一经亮相，就
吸引了西安众多“粉
丝”围观。

随着时代发展，选
择自由行出境游的人越来
越多。有调查显示，“90
后”人群已经成为韩国自
由行主力军。为了使更多
西安市民进一步了解韩国
旅游产品，开幕式上特别
设置了文化体验项目，来
自韩国的跆拳道表演一度
掀起高潮。现场观众还通

过VR超现实影像感受2018年平昌冬奥会滑
雪，韩国艺人化妆师专业团队为“韩迷”们
现场指导化妆造型，传统典雅的韩服试穿更
是令西安的“粉丝”着迷。

此次旅游文化节上，韩国皇家加勒比
邮轮及西安8家知名旅行社为西安市民奉上
了冬季赴韩旅游优惠盛宴。据悉，赴韩旅
游乘邮轮的游客已经从10月开始实行免签
政策。

生在陕西是我的福

份，因为陕西历来都是

文人大家聚集之地，也

是书法大省。笔者有幸

从5岁开始跟随祖父和

父亲练书法、临碑帖，至

今已整整60个年头了。

作为一名炎黄子

孙，能够3次为公祭轩

辕黄帝创作书写祭文，

让我感到骄傲与自豪。

黄帝陵是中华文明

的精神标识。重视祭祀

礼仪蕴涵的人文精神，

在中国古代绵延不绝。

黄帝之所以被后人尊为

人文初祖，与黄帝时代

所取得的巨大文明成就

有密切关系，与黄帝时

代中华先民们所立的大

功大德紧密相连。黄帝

时代开始驯养使用牛

马，发明了车、船，学会

了打井、养蚕和缫丝，使

用铜制兵器；发明文字，创制历法，发展原

始农业，美术、音乐等创作也繁荣起来；开

始设区治民，在制度文明建设方面迈出了

重要一步。因此，公祭黄帝能使我们将中华

悠久的灿烂文明代代传承。

公祭轩辕黄帝，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

统文化，缅怀人文始祖功德。每一年的公祭

大典，都吸引着全球炎黄子孙的目光。

公祭轩辕黄帝的祭文内容既要融入中

国和陕西一年内的重大事件，又要以诗词歌

赋的形式表现出来，所以要求十分严格。作

为一名传统文化爱好者，我从上世纪80年

代就开始收集国家历届祭祀黄帝的祭文，在

细心研究的同时，开始尝试书写黄帝祭文。

祭文书写，要求更高。不管采用什么风

格的书法字体，都要注重笔力，凝重稳雅，用

笔方园兼施，风格淳正、刚柔兼备。同时，还

要兼顾不同祭文恭读者的身高、臂展，确定

书写祭文纸张的大小，再在纸张上精心谋篇

布局，如此才能确保圆满完成祭文的书写。

2011年和2015年公祭黄帝的祭文用

的是颜体楷书。之所以选用颜体，是因为自

黄帝时代仓颉造字以来，唐代书法家颜真

卿把汉字书法艺术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

结构方正茂密，笔力浑厚，挺拔开阔雄劲。

2016年公祭黄帝的祭文用的是汉隶，汉隶

历史蕴含丰富，表现形式工整、恭敬，更加

契合祭祖典礼的氛围。

赫奕我祖，人文之光。肇造吾华，大国

泱泱……望我三秦，虎腾龙骧，经济发展，

民生改善，争先进位，再谱新章。

陕西航天科技
助力神舟翱翔

田立阳 张美书 张 平 文/图

深化中国与中亚国家能源合作

丝路经济开启机遇之窗
胡 健

人民日报海外版编辑部

陕西省委对外宣传办公室
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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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天六院研制的“神舟十一号”飞船推进分系统航天六院研制的“天宫二号”推进分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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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为中乌合作翻开新的篇章。图为一列专列驶向乌兹别克斯坦安格连-帕

普铁路卡姆奇克隧道进口。该隧道由中铁隧道集团承建。 新华社记者 沙达提摄

中亚国际货运“长安号”回程班列到达西安后，工作人员卸车作业。 姜 峰、唐振江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