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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12月22日电（赵胜
玉） 北京师范大学主办的 2019 京
师“一带一路”论坛日前在珠海举
行。论坛以“共建高质量的‘一带
一路’”为主题，旨在为高质量发
展“一带一路”和推进粤港澳大湾
区建设搭建交流合作平台。

北师大副校长、一带一路学院
院长王守军在开幕式致辞时指出，
在“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六年来，
这一重大倡议从概念成为现实、从
理念变为实践，不断落地生根、开
花结果。今后要更加关注共建“一
带一路”中的质量，更加关注合作
的效益和可持续性，更加关注人民
的获得感，共同书写好人类命运共
同体这一大文章。珠海市副市长闫
武表示，珠海将抓住粤港澳大湾区

建设的历史性重大机遇，加强与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基
础 设 施 互 联 互 通 ， 继 续 深 化 经
贸、科教等领域务实合作，不断
提高对外合作园区项目建设精细
化水平。

与会嘉宾高度评价“一带一
路”建设。一带一路学院特聘教
授、波兰前副总理格热戈什·W·科
勒德克指出，“一带一路”倡议为
解决全球经济问题提供了中国方
案。吉尔吉斯斯坦前总理卓奥马尔
特·奥托尔巴耶夫认为，加强人才
建设对于“一带一路”以及中国和
世界实现高质量发展至关重要。

来自40多个国家近200名外国
前政要、专家学者、企业家代表出
席论坛。

2019京师“一带一路”论坛举行

本报成都12月22日电（孔祥
文、宋强） 日前，中铁二十二局集
团轨道公司负责的成都有轨电车蓉
2号线校园路西南交大段市政道路
顺利通车，标志着中国西南地区首
条有轨电车工程——成都有轨电车
蓉2号线完工，为全线开通运营奠
定了坚实基础。

中铁二十二局集团轨道公司项
目经理唐述平介绍，全长39.3公里
的成都有轨电车蓉2号线是成都首
条从市中心延伸至近郊区县的地面
轨道交通线路，连接青羊区、金牛
区、高新西区与郫都区四个区县。
线路呈 Y 型布局，全线共设站 42
座，最高时速可以达到 70 公里，
旅行速度为每小时 20 公里。运能

可达1万人次每小时，较常规公共
汽车运量大 3 至 7 倍，较大型快速
公交汽车运量大1倍以上。

有轨电车蓉2号线建成后，将
与地铁 2、4、6、9 号线及市域铁
路成灌铁路相连，形成无缝换乘。
该工程将电子科技大学、西南交大
等知名院校及菁蓉小镇、高新综合
保税区、工业园区等片区串联起
来，将进一步提升成都市主城区辐
射带动能力，为市民创造更便捷、
舒适、通畅的出行环境，也有利于
成 都 市 建 设 “ 世 界 生 态 田 园 城
市”，促进外围新城的发展，对推
动轨道交通产业发展、促进成都市
社会经济发展和产业转型升级等都
有重要作用。

西南地区首条有轨电车工程完工

本报北京12月22日电（记者
王俊岭） 记者日前从中国出口信用
保险公司获悉，自 2001 年成立至
2019年11月，中国信保18年来累计
支持的国内外贸易和投资规模已超
过4.5万亿美元，为超过16万家企业
提供了信用保险及相关服务，累计
向企业支付赔款近140亿美元，累计
带动 200 多家银行为出口企业融资
超过 3.5 万亿元人民币，为中国外
经贸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相关报
告评估，作为全国唯一政策性出口
信用保险机构，中国信保每年直接

和间接拉动的出口占我国同期出口
总额的四分之一。

在服务小微企业方面，中国信
保创新银保合作模式，缓解企业尤
其是民营企业和小微企业“融资
难、融资贵”问题，支持了一大批
企业提升国际竞争力、开拓海外市
场。截至 2019 年 11 月，中国信保
共服务小微企业近14万家，支持小
微企业出口近3870亿美元。

在促进“一带一路”建设方面，
中国信保承保覆盖铁路、公路、水
路、油气管道、输电通道、信息通道
等多个领域，支持了蒙内铁路、中亚

天然气管线、乌克兰“空中快车”轨
道交通、斯里兰卡科伦坡机场等一
批重大项目。2013 年至 2019 年 11
月，中国信保累计支持对“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的出口和投资约 8133
亿美元，支付赔款近32亿美元。

在支持中国品牌出口方面，截
至 2019 年 11 月，中国信保累计承
保自主品牌出口 1.2 万亿美元。在
中国信保的支持下，振华、三一重
工、美的、TCL、联想等一批中国
知名企业积极扩展海外市场区域，
逐步建立了广泛的国际营销网络。

与此同时，作为政策性金融机

构，中国信保还为企业提供资信调
查服务，帮助企业识别风险。截至
目前，中国信保资信数据库覆盖超
过 2亿家海外企业数据、7000万家
中 国 企 业 数 据 、 4.5 万 家 银 行 数
据，拥有海内外资信信息渠道超过
400 家，资信调查业务覆盖全球所
有国别、地区及主要行业。

中国信保董事长宋曙光表示，
未来中国信保将不断提升政策执行
能力、风险控制能力、经营管理能
力、科技创新能力和党建治理能力，
全面履行政策性职能，为中国新一
轮高水平对外开放作出更大贡献。

中国信保累计支持贸易及投资超4.5万亿美元中国信保累计支持贸易及投资超4.5万亿美元

“在我的制陶工厂，关了灯照样生产。”在潮州碧
桂园旗下筑智陶科卫浴有限公司，碧桂园陶瓷实业部
总经理林赤峰自豪地说。

千年的窑火，烧出了广东潮州灿烂的陶瓷文化。
“南国邦郡古八邑，海滨邹鲁今潮州。”作为国家历史
文化名城，潮州的陶瓷产业与潮州灿烂的陶瓷文化一
脉相承。但现在，高质量发展转型的要求正在改变千
年窑火的固有轨迹。

树立制造业高质量转型标杆

在人们心目中，陶瓷业总脱不了“一把泥土一把
汗”的形象。但记者日前来到潮州，在碧桂园智能卫
浴项目筑智陶科卫浴有限公司见到的一幕，却完全出
乎记者意料：整条卫浴生产线部工序由机器人承
担，从坯料的搅拌制备，到胚件制模、成型、施
釉、装烧……前段填进去的仅仅是成块的胚料，后端
即是搭载智能设备排队等待包装。过去在人们眼中粉
尘弥漫的陶瓷生产车间，在这里却一尘不染——坯料
制备、制模等环节都在密闭的空间，机器人在里面单
独封闭式完成，一点尘土也不会溢出。

改革开放 40年来，潮州依托深厚的文化底蕴、鲜
明的产业特色，催生了一批知名品牌，潮州陶瓷便是
其中最知名的产业集群。目前，有着“中国瓷都”之
称的潮州，拥有陶瓷及其配套企业 5000多家，年产值
300 多亿元；近 5 年，有价值超过 100 亿元的潮州陶瓷
出口沙特阿拉伯、土耳其、泰国、印度尼西亚等 54个“一
带一路”沿线国家，潮州目前是我国最大的陶瓷产区和
最大的出口地，陶瓷产业更是潮州经济发展的“旗舰”。

但进入新世纪以来，对于潮州陶瓷业而言，能耗
高企、产品低端，遍地开花的竞争格局已越来越不适
应市场竞争。

在潮州凤泉湖高新区，经过市场招标，近日碧桂
园智能卫浴项目在此办理了第一期用地手续，碧桂园
将在此地分三期投资100亿，建设智能卫浴产品的自动
化、智能化的生产线，形成占地千亩的集研发、设计、
生产和销售于一体的智能卫浴产品制造基地。这是迄今

潮州投资额最大、最具技术含量的制造业项目之一。
“碧桂园智能卫浴项目，是潮州推动制造业高质量

发展的标杆项目。”潮州市长殷昭举介绍说，该项目不
仅为潮州陶瓷产业及各行各业树立了产品智能化、生
产智能化样板，更对潮州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模式和
理念树立了标杆；全球制造业正经历深刻变革，必须
把握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机遇，推动制造业质量变
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

推动产业迈上新台阶

目前在很多人心中，制造业投入高、回报低，并
非投资的首选，且当前制造业还面临土地能源原材料
以及物流价格上涨等问题。对潮州来说，还面临招工
难、人才引进难等现实问题。但为什么潮州会热衷引
进制造业项目？

“制造业是根本，是国民经济的主体。没有强大的
制造业，就没有国家和民族的强盛。”潮州市工信局局
长黄晓晖说，潮州市从增资扩产、技改创新、推动

“小升规”、推动4K、5G产业发展及狠抓重大项目落地
等方面，建立自己的核心技术能力和竞争优势，推动
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受各种因素影响，制造业利润率偏低，这是阻碍
先进制造业投资的重要障碍。潮州市工信局总工程师吴
宇滔介绍说，针对这个问题，潮州市在广东省出台的科
技创新十二条、实体经济十条、民营经济十条等系列
政策“组合拳”基础上，结合潮州实际，持续出台完
善产业扶持政策，形成成体系的扶持产业发展政策。

在各种政策的引导下，潮州凤泉湖高新区、闽粤
经济合作区、韩江新城、高铁新城四大发展平台快速
发展，临港产业园、东山湖现代产业园等七大特色产
业园区建设如火如荼。除了碧桂园智能卫浴项目外，
总投资137亿元的华瀛LNG、年产值超150亿元的益海
嘉里粮油加工基地以及深能源LNG“一张网”、先进制
造产业园等一批世界500强企业投资的实体经济项目和
百亿级重大产业项目纷纷落地，引导潮州新能源、新
材料、生物医药等新兴产业集群逐步聚集。

林赤峰认为，投资制造业，走高质量发展道路，
不在于能不能做，在于怎么做。他说，等项目达产，
他手下的主力就是这600台“手眼通天”的机器人，别
的企业三班倒，他的机器人可以不吃不喝 24小时连轴
转。设计生产能力是智能卫浴产品500万套，预估产值
超100亿元，目前看来达产并不困难。现在的忧虑是前
期投资较大，对技术人员的要求高，等过了这一关，
智能卫浴项目实现每年30%的毛利还是有信心的。如果
能达到这样的收益，对潮州陶瓷企业向先进制造转型
是有示范意义的。

《潮州市推动陶瓷产业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 提
出，潮州要以陶瓷原材料供给、智能制造、设计创
新、品牌建设、工业旅游等为切入点，推动潮州市陶
瓷产业高质量发展，进一步擦亮“中国瓷都”招牌。
业内人士表示，如果碧桂园智能卫浴项目能够带动 50
家具有一定规模的潮州陶瓷企业进行智能化探索，潮
州陶瓷业高质量发展将上一个台阶。

“强核”“强链”挺起制造业脊梁

智能卫浴，依托的是潮州在改革开放中现成的卫
浴陶瓷产业基础，但因为“智能”二字，与过去的供
应链上下游截然不同，从过去的高岭土、制模施釉工
艺，到现在的机器人产业，智能化芯片……面对国际市

场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泛滥，在潮州陶瓷业高质量发
展道路上，是否也会有“技术封锁”、“芯片断供”之虞？

林赤峰认为，开放合作必不可少，但关键核心技
术要不来、买不来、讨不来，在我国制造业高质量发
展道路上，在开放合作中必须提升自力更生、自主创
新能力，牢牢掌握产业发展主动权。

碧桂园发展先进制造业，不仅仅是智能卫浴，其
实早在数年前就已经全面铺开了机器人产业发展格
局，成为广东建设世界级机器人产业集群的一部分。
林赤峰表示，如果有谁对我们进行技术封锁，我们将
视为自主创新契机；如果有谁对我们实施“断供”，我
们将视为对方主动放弃市场。

以科技创新推动智能陶瓷及相关智能制造产业从
根本上强起来，建设强大制造创新体系，不断突破关
键核心技术瓶颈，这是“强核”；突出智能陶瓷关键环
节，推动产业链向高端跃升，这是“强链”；通过“强
核”和“强链”培育推动陶瓷业高质量发展，挺起制
造业脊梁，这是潮州的新探索、新担当。

“抓住‘牛鼻子’集中攻坚、逐一突破，以新担当
新作为加快高质量发展，谱写潮州高质量发展新篇
章。”潮州市委书记李雅林说。

题图：观众在中国瓷都——广东潮州陶瓷博览会
上参观艺术瓷器展品。 鲁 谷摄 （中新社）

潮州潮州：“：“千年瓷都千年瓷都””的高质量转身的高质量转身
本报记者 李 刚

年关将至，为了更好地
推进网上办税，实现办税

“一次也不用跑”，国家税务
总局德清县税务局推出“点
单式”服务，组织税务工作
人员下乡村、下企业，实行上
门服务，辅导纳税户财务人
员熟练掌握网上办税操作流
程，提升经办效能。图为税务
人员在欧诗漫生物股份有限
公司开展“点单式”服务。

金盛图 章军航摄影报道

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扎
兰屯市向阳街道采取“扶贫车
间+产业项目+村集体+线上线
下”产销一条龙运营模式，积
极发展手工编织环保筐、中国
结、毛线钩织和玉米叶 DIY
创意四大类文化扶贫产业，使
得贫困群众通过手工编织脱贫
致富。图为 12 月 22 日，向阳
街道向阳村群众编织中国结。

韩 冷摄 （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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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中建五局安徽
公司皖北分公司开展“冬
至饺飘香、情暖工友心”
迎冬至主题活动，在阜阳
市城南新区一校园建设项
目工地上，建筑工友们通
过学习包饺子，为农民工
建设者献上爱心饺子宴，
在 寒 冬 里 送 上 温 暖 和 祝
福，喜迎“冬至”节气的
到来。图为建筑工人一起
品尝饺子。 王 彪摄

喜迎“冬至” 上门服务上门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