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Page9  Sunday  March 26  2023  二○二三年三月廿六日（星期日）

SMC基礎設施部門與描東岸省政府
簽署了440億Nasugbu-Bauan高速公路項目合作協議
本報訊：San Miguel Corporation （SMC）

承包447.7億披索的Nasugbu-Bauan高速公路

（NBEX）項目，該項目將為描東岸省東部和

西部之間提供更便捷的連接。

此前，描東岸省政府將設計、建造、運

營和維護全程61公里的四行車道收費公路的

35年特許權授予了該公司旗下的基礎設施公

司SMC Infrastructure，SMC總裁兼首席執行官

蔡啟文稱該項目將進一步釋放描東岸省的經

濟潛力。

雙方於日前在巴拉揚政府中心舉行的儀

式上簽署了該項目的合資協議，同時，蔡啟

文也被獲正式授予描東岸之子的名義。

省長Hermilando Mandana說：「這個項目

將推動我省及我省第一區的城鎮的發展。最

重要的是，它可以為我們的人民提供更多的

幫助和服務。San Miguel 不僅在描東岸，而且

在整個菲律濱都是真正的發展合作夥伴。」

蔡啟文來說：「描東岸省一直是一個非

常貼近我的心的地方。這裡是我們許多設施

的所在地。它一直是San Miguel很有價值和可

靠的合作夥伴，因此，它對我們通過區域發

展支持我們的國民經濟和提高許多菲律濱人

的生活至關重要。」

他補充說：「我很高興我們公司將有另

一個機會通過NBEX進一步加強與描東岸的

合作，並確保其利益得到廣泛分享。我們承

諾，一旦項目開始運作，我們將把70%的利

潤交給當地政府，用於為我們在該省的同胞

們提供重要服務。這將是促進該省發展和改

善民生的關鍵。」

蔡啟文還表示，NBEX是呂宋島南部一

項重要的基礎設施計劃。它將改善描東岸各

城鎮的交通狀況，特別是第一區。一旦建

成，它將連接Nasugbu、Balayan、Lemery、

Bauan、 Calaca和其他城鎮。人員和貨物的運

輸將變得更容易、更快、更有效率，從而降

低商業成本和提高經濟活動。

蔡啟文在2023年3月22日星期三簽署協議

時概述了該項目的情況，他解釋說，這條61

公里的高速公路預計將把描東岸省Nasugbu至

Bauan之間的行車時間縮短一半，從1.5小時縮

短到45分鐘。它還將把通常5小時往返馬尼拉

的車程縮短到2小時。

以Brgy. Kaylaway, Nasugbu town為起點

的NBEX與Tagaytay-Nasugbu和Palico-Balayan

高速公路平行。 NBEX的終點是在Brgy . 

Kaylaway，連接該高速公路到另一個SMC基

礎設施項目，即通往大雅台市和甲美地省

Silang 的Cavite-Batangas高速公路（CBEX）。

該 項 目 分 為 四 個 部 分 ： 第 一 部 分 是

10.78公里，從Brgy. Kaylaway 延伸至Nasugbu

的Brgy. Banilad；第二段為13.03公里從Brgy. 

Ban i l ad至Balayan；第3段為6.3公里，從

Balayan 至Lemery ；而第四段為20.79公里，

從Lemery至Bauan。

在講話中，蔡啟文表示，由於簽署合資

協議的Hermilando I. Mandanas省長所領導的省

政府大力支持，該項目將可以如期交付。

他說：「NBEX是一個令人興奮的機

會，讓我們再次聚在一起，為我們的描東岸

省人民建設更美好未來的共同目標而努力。

我們期待著與Mandanas省長以及該省其他領

導人及持份者方合作，使這一目標成為現

實。」

該項目具體竣工目標是48個月，包括12

個月的詳細工程設計開發。

NBEX是SMC不斷增長的基礎設施投資

組合的最新項目之一，SMC是菲國最多元化

的企業集團。

除 了 N B E X ， S M C 還 運 營 T a r l a c -

Pangasinan-La Union高速公路（TPLEX），

通過高架高速公路連接Balintawak和Makati的

Skyway道路網絡；South Luzon Expressway高速

公路和Southern Tagalog收費幹線公路Southern 

Tagalog Arterial Road ( STAR ) Tollway。

 破局全球性挑戰  

博鰲年會本屆呈現四大看點
中新社上海3月25日電 博鰲亞洲論壇

2023年年會召開在即。從最新會議日程看，

本屆年會直面當下多個全球性挑戰，併力圖

尋求破局之道，可謂看點紛呈。

——求解世界經濟困局
進入新的一年，世界經濟並未呈現新氣

象。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世界銀行

等接連下調2023年全球增長預期，多個主要

經濟體面臨下行壓力。

通脹高企是世界經濟面臨的主要挑戰。

但當控通脹成為一些發達經濟體的首要政策

目標，貨幣政策激進轉向又導致美歐銀行業

「爆雷」、發展中國家債務上升等風險。這

種情況下，「通脹、滯脹與加息」議題被納

入本屆年會日程，與會者將聚焦如何在收緊

貨幣政策與促進經濟復甦之間尋求平衡點，

跳好「鋼絲上的舞蹈」。

亞洲是眼下世界經濟為數不多的亮點，

IMF專家預計亞洲國家今年對全球經濟增長

的貢獻將達70%以上。博鰲亞洲論壇自然不

會缺乏亞洲聲音，在「世界經濟展望」「亞

洲區域合作：新機遇，新挑戰」等分論壇

中，人們可以為世界經濟應對挑戰、擺脫困

局尋找東方靈感。

——激發全球合作動能
疫情蔓延、地緣政治衝突等因素，加

劇了近年來抬頭的「逆全球化」趨勢。部分

國家濫用金融制裁、推行經濟「脫鉤」，又

給本已困難重重的全球化進程增加了人為阻

礙。全球化進程終結了嗎？回應這一困惑，

「重塑全球化」「全球自由貿易港發展論

壇」等多場會議將聚焦全球化前景，探討如

何促其朝著更加普惠均衡的方向發展。怎樣

更好地落實世貿組織多邊貿易規則，促進商

品和服務國際自由流動，亦是熱點話題。

直面逆風激發全球合作動能，中國提出

的「一帶一路」倡議作出了有益嘗試。十年

來，它已成為一項重要全球公共產品，豐富

了國際發展合作機制與內容。在充滿挑戰的

下一個十年，「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需要加

快數字化轉型，深化經貿合作，力促經濟復

甦。本屆年會「一帶一路：共享發展機遇」

分論壇的與會者，將為此探尋最優路徑。

——力挺疫後持續復甦
經歷3年多時間，世界似乎終于有機會

真正走進「後疫情時代」。儘管新冠病毒尚

未完全消失，但人們正努力回歸正常生活。

今年博鰲亞洲論壇年會完全以線下方式舉

行，便是一個例子。

不過，疫情衝擊也讓人們更加在乎復甦

和發展的可持續性。本屆年會上，「終結新

冠大流行」分論壇將持續關注病毒變異新特

點、疫苗和藥物研發新走向；更重要的是，

聚焦怎樣築牢公共衛生體系防線，以應對下

一次危機。綠色是疫後可持續復甦的底色，

但在極端天氣、能源短缺等因素干擾下，實

現碳中和道阻且長。去年以來，部分歐洲國

家重啟煤電，多國能源結構調整困難增多。

如何在此過程中更好把握「破」與「立」？

「碳中和：困局與破局」分論壇試圖求解這

道能源結構轉型必答題。

——解碼中國發展路徑
破局全球性挑戰，世界需要聽到中國

聲音。未來五年，是中國全面建設社會主義

現代化國家開局起步的關鍵時期。博鰲亞洲

論壇，則是外界感知中國發展信號的重要窗

口。

作為解碼中國發展路徑的關鍵詞，「中

國式現代化」分論壇料將成為本屆年會焦

點。既有各國現代化的共同特徵，更有基于

自己國情的中國特色，世界密切關注，中國

對現代化路徑的探索如何為應對全球性挑戰

提供更豐富選擇。

國家機構換屆後，中國經濟政策走向

吸引各方目光。尤其在改革開放45週年的節

點，國際輿論普遍期待中國進一步擴大開

放，為世界經濟復甦注入動力。依據慣例，

眾多中國財經高官將現身博鰲，帶來各領域

最新政策動向。中國經濟下一步怎麼走，屆

時將更加明晰。

山西今年將新建
2.5萬個5G基站

新華社太原3月25日電 記者25日從山

西省工信廳獲悉，為了加快推進信息通信

基礎設施建設，這個省今年將新建5G基

站2.5萬個，累計建成5G基站9.21萬個，提

前完成「十四五」5G基站建設任務。

截至2022年底，山西省累計建成5G

基站6.7萬餘個；高鐵高速沿線通信網絡

覆蓋提質升級工程圓滿完成；太原國家級

互聯網骨幹直聯點網間帶寬達到1800G，

網絡信息通信服務支撐能力持續提升。

山 西 省 工 信 廳 相 關 負 責 人 表 示 ，

5G不僅在于建設，更在于應用。目前山

西省5G場景應用不斷豐富。在智能礦山

建設方面，完成全國首套煤礦井下專用

5G基站研發，建成了全國首個井下5G測

試網絡，獲得全國首張5G礦用設備防爆

證；在智慧旅遊方面，利用5G網絡平台

把景點搬進了直播間，皇城相府、喬家大

院等景區通過5G直播吸引了大量「雲遊

客」。

此外，目前5G技術在培育優勢產業

集群、加快構建現代產業體系、推動山西

經濟高質量轉型發展方面正發揮著越來越

重要的牽引和帶動作用。

同 時 ， 在 穩 投 資 、 促 消 費 、 助 升

級、培植經濟發展新動能等方面蘊含著巨

大的潛力。

中國國際時裝周
加力原創設計商業落地

新華社北京3月25日電 記者25日從中

國服裝設計師協會獲悉，2023秋冬中國國

際時裝周在京開幕。本屆時裝周以「極創

遨遊」為主題，包括時裝發佈、時尚論

壇、專業賽事等近百場活動。值得一提的

是，本屆時裝周更加突出對原創設計的商

業孵化，通過與商業商圈等合作，深化首

店首發，為設計師品牌加快走向市場提供

助力。

隨著人們對美好生活的需求日益提

升，中國時尚產業發展進入新階段，原創

設計力量不斷增強，人們認知時尚、熱愛

時尚的社會氛圍不斷增強。

中國國際時裝周是國內外時裝設計

師和知名品牌發佈流行趨勢、建樹品牌形

象的重要舞台。

中國紡織工業聯合會副會長陳大鵬

說，本屆時裝周在發佈上更加突出文化表

達、更加體現原創品牌對數字技術的應用

和對可持續時尚的思考。

旨在提升設計生產力，強化品牌自

信和商業落地，孵化多元時尚生態，引領

產業結構升級煥新。

在商業方面，本屆時裝周在發揮窗

口效應的同時，聚焦國潮、文創等主題，

加大與北京坊等特色商業地標、購物中心

合作。

通 過 設 計 新 品 、 新 作 與 新 秀 「 首

發」，實現消費聯動，以線上線下結合的

形式為設計師品牌開拓市場提供助力。

在產業方面，本屆時裝周著力增加

了面料企業的時尚發佈和流行趨勢發佈，

為下游服裝品牌、設計師品牌提供產業鏈

銜接。

此外，諸多產業集群聯合發佈和參

展，通過設計師與集群地共享共創等形

式，為設計師搭建完整產業鏈。

「我們將持續打造中國國際時裝周

這個本土時尚發佈的平台，展現時尚創

意、倡導設計創新、推廣品牌形象，為中

國原創設計提供重要支撐。」陳大鵬說。

遼寧：以創新推動製造業高質量發展
新華社記者鄒明仲

「深入推進新型工業化，強化產業基礎

再造和重大技術裝備攻關，推動製造業高端

化、智能化、綠色化發展」，習近平總書記

在參加十四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江蘇代表團

審議時強調。

沿著總書記指引的方向，遼寧咬定製

造業高質量發展目標不放鬆，堅定不移走創

新路、吃技術飯，建設「數字遼寧、智造強

省」，全力在新時代東北振興上展現更大擔

當和作為。

推動先進製造業發展
春回大地，萬物復甦。走進瀋陽新松機

器人自動化股份有限公司2萬平方米的生產

車間，映入眼簾的是「機器人生產機器人」

的場景：移動機器人來回穿梭，工業機器人

「賣力」焊接，蛇形特種機器人自如伸縮，

儼然進入了機器人的世界。

「今年政府工作報告中多次提及製造

業，體現了國家以實體經濟為本的決心，也

堅定了我們繼續深耕製造業的信心。今年我

們將繼續向半導體裝備、協作機器人、智慧

城市等領域進軍。」全國人大代表、瀋陽新

松機器人自動化股份有限公司總裁張進說。

作為我國機器人行業龍頭企業，新松

機器人是遼寧深耕製造業的縮影。近日，遼

沈大地千餘個產業項目陸續開工，總投資達

2587億元，其中主要包括億緯鋰能儲能與動

力電池、恆力重工船舶建造等在內的製造業

項目，體現了遼寧對製造業發展的高度重

視。全國人大代表、遼寧省發展和改革委員

會主任李鵬宇參加全國兩會回來後，就投入

到這些重點項目開工工作中。「總書記高度

重視製造業發展，對推動高質量發展提出了

明確要求。我們開工的這些項目包括先進裝

備製造、精細化工、冶金新材料等眾多高質

量製造業項目。」李鵬宇說，依托這些項

目，遼寧正在聚力培育先進裝備製造、石油

化工、冶金新材料3個萬億級產業基地。

推動先進製造業發展，根本靠人才。今

年，遼寧深入實施「興遼英才計劃」，重點

引進製造業等領域優秀人才，預計「帶土移

植」引進300個高端人才團隊；推動放權鬆

綁，賦予領軍人才和拔尖人才更大技術路線

決定權和經費使用權，為製造業高質量發展

注入動力。

攻關關鍵核心技術
地處大連的科德數控恆溫恆濕地藏式生

產車間裡，一台台企業自主研製的、即將交

付客戶的高端五軸聯動數控機床格外醒目，

技術工人們正在做出廠前的最後調試。

「這些機床實現了關鍵核心部件全部

國產自主可控，性能可以對標國際先進水

平。」全國政協委員、科德數控董事長于本

宏說，「政府工作報告提出『推動產業向中

高端邁進』，我們堅信走向高端才能贏得未

來。下一步公司將全力以赴提升工業母機的

精密性和可靠性，努力打破國外寡頭單位對

中國市場的壟斷和技術封鎖。」

從北京回到瀋陽後，全國政協委員、瀋

陽鼓風機集團股份有限公司副總工程師姜妍

每天的日程都很滿，進入了「工作+宣講」模

式。在沈鼓集團舉行的座談會上，她一邊宣

講全國兩會精神，劃重點、細解讀，一邊結

合自己的工作實際，談理解、談打算。

「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提出『圍繞製造

業重點產業鏈，集中優質資源合力推進關鍵

核心技術攻關』。」姜妍說，「全國兩會期

間我和相關領域的幾位委員討論過，大家認

為這體現了國家對科技創新的高度重視，我

們一線科研人員深感責任重大。今年我們將

在成功研製年產150萬噸大型乙烯壓縮機組的

基礎上，再接再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