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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过完60岁生日，罗显平就遇到一
件喜事。村里要申报4A级景区了。

记者见到他时，他脸上满是兴奋。
在群山环抱中，刚卸任蒋家坪村党支部书
记的罗显平举着自带音箱的大麦克风，为
游客解说蒋家坪村茶园的发展变化。

位于陕西安康市平利县老县镇蒋家
坪村的女娲凤凰茶业现代示范园区，属于
苏陕扶贫协作项目。2020年4月，习近平
总书记曾来到这里，拾级而上，步入茶园，
沿途察看春茶长势，同茶农们亲切交谈，
仔细询问茶叶收成、价格和村民土地流
转、参加分红、务工收入等情况。他指出，
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绿水青山既
是自然财富，又是经济财富。希望乡亲们
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因
茶致富、因茶兴业，脱贫奔小康。

“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持续奋斗，
我们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在中华
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历史性地解
决了绝对贫困问题……”

一年多后的7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
庄严宣告。

“今年以来，稳定脱贫的蒋家坪村又
有新的变化。”聆听过习近平总书记“七
一”重要讲话的罗显平自豪地介绍。蒋家
坪村新增种植“陕茶一号”350亩，改造茶
田300亩，已经拥有2700亩茶田。户均2
亩茶，人均年收入近万元，是2019年脱贫
时的2倍。

雾笼青山、遍野翠色的生态茶园，加
之附近风光旖旎的黄洋河，吸引着周边游
客纷至沓来。罗显平说，小山村正谋划

“茶旅融合”，建农家乐、乡风民宿，申报
4A级景区。

一条绿色振兴之路，又铺到了蒋家
坪村人的家门口。蒋家坪村的发展也是
陕西省安康市绿色转型中的一幕。

安康地处秦巴山区腹地，曾是我国
贫困程度最深的地区之一。开山采石，毁
林伐木，为了发展，也曾引进过不少破坏
生态的高污染产业，可群众的口袋并没有
因此鼓起来。

为践行新发展理念，当地转变发展
方式，开始探索“以绿生金”。由于地处我
国优质富硒土壤区域，安康的山货、蔬菜、
粮食、饮用水都天然富含硒。为了盘活硒
资源，安康在当地先后建立起富硒食品开
发工程实验室、富硒产业研究院和国家级
富硒产品科技创新孵化器。

“过去很多藏在深山无人知的富硒
产品，现在通过专业人士指导、认证、包
装、宣传，正在为安康群众创造着财富。”
安康市富硒产品研发中心主任李珺说。

紫阳县的富硒茶、平利县的绞股蓝、
汉阴县的油豆皮等富硒食品，带动“青山
经济”跨越式发展。有着千年贡茶历史的
紫阳县焕古镇，通过推行高山茶种植标准
化流程，引进先进管理企业，打造知名品
牌，使富硒茶的产值实现倍数增长。

要青山，也要绿水。
随着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启动，为保

证汉江水质，安康关停高污染、高能耗
企业 300余家，管理部门在瀛湖区域取
缔了 3.1 万口养鱼网箱，重点打击河道
采砂……

经过生态恢复，安康市地表水水质
优良比例达到100%，17个县级及以上饮
用水源地水质达标率达100%。

水清岸美，当地趁势推出包装饮用
水产业。一江碧水，变成带动当地发展的

“硒望”之水。
据统计，目前安康已有包装饮用水

企业29家，设计总产能288万吨，15家规
上企业产值年均增速达到28%。而包括
富硒水在内的整个富硒产业也已成为安
康的主导产业之一。

“找回”绿水青山的安康，如同打通了
发展的“任督二脉”。截至2020年底，安
康富硒产业产值已超过800亿元。

当地“以绿生金”的发展思路由生态
产业向外延伸，无污染、高技术的科技产
业和新兴产业逐步涌现，涉及装备制造、
新型材料、清洁能源、生物医药多个领域，
并带动医养产业、电子商务、现代物流、绿
色金融产业走向规模化发展。

“践行‘两山’理念，让安康的经济发
展迈上新台阶，也让我们真正明白了发展
生态经济的无穷魅力和无穷潜力。”安康
市委书记赵俊民说，“下一步安康还将继
续坚定走好绿色发展之路，让越来越多与
生态保护相融合、可共生的新兴产业在此
落户，为秦巴山区的‘以绿生金’探索出更
多样本。”

接下来的日子，罗显平还想带着大
家搞生态种植、养殖。“将来村里有了4A
级景区，把土鸡、土猪还有我们特产的辣
椒都做成原生态绿色产品，肯定受欢迎
嘛！”（新华社记者 初杭 薛天 张晨俊）

绿色的振兴——来自秦巴山区腹地的发展速写

今年以来，中俄两国启动国
际月球科研站合作；中俄核能合
作项目——田湾核电站和徐大堡
核电站顺利开工；中蒙俄经济走
廊等项目稳步推进；“湾区号”中
欧班列“深圳—俄罗斯沃尔西诺”
线路从深圳平湖南国家物流枢纽
首发……一个个项目从蓝图变为
现实，成果越来越多。

2021 年是《中俄睦邻友好合
作条约》（简称《条约》）签署 20
年。《条约》签署 20 年来，为促进两
国关系发展、维护国际和地区和
平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中俄双
方日前发表联合声明，决定《条
约》延期，《条约》延期为俄中关系
长远发展奠定更加牢固基础，注
入新动力。

密切合作，取得丰硕成果

“20 年来，中俄关系始终在向
前发展，两国关系从友好国家、建
设性伙伴、战略协作伙伴发展到全
面战略协作伙伴。”辽宁大学转型
国家经济政治研究中心副主任崔
铮在接受《中国贸易报》记者采访
时表示，《条约》确定了中俄长期
发展睦邻友好与平等信任的战略
协作伙伴关系，这一《条约》为两
国发展奠定了法律基础，将两国
永做好邻居、好伙伴、好朋友的坚

定意志用法律形式固定下来。同
时，也提出了“不结盟、不针对第
三国、非意识形态化”等国与国之
间的关系准则。其中，政治互信、
经济合作、战略合作等内容为过
去 20 年以及未来中俄政治发展奠
定了互信的基础。

崔铮表示，在经济领域，中俄
关系稳定发展，双边经济贸易逐年
上升。2018 年，中俄双边贸易额
首 次 超 过 1000 亿 美 元 ，增 幅 达
27. 1%，增速在中国前十大贸易伙
伴排名中位列第一。2019 年，中
俄贸易占俄罗斯外贸总额的比重
增至 16. 6%，同比上升 0.9 个百分
点。2020年，尽管受到新冠肺炎疫
情的严重冲击，但中俄贸易仍保持
千亿美元以上规模。

尤其在能源方面，中俄能源贸
易大幅增长，重大合作项目稳步推
进，新合作成果不断涌现，展现出强
大的韧性和生命力。数据显示，去
年，中国从俄罗斯进口产品中，石
油、天然气、铁矿石等矿产品占比达
到64.5%，规模为 369.1亿美元。

今年是乌德穆尔特石油公司
（乌石油）这家中俄两国联合运营
企业成立 15 周年。2006 年，中国
石油化工集团（中国石化）从俄罗
斯秋明—英国石油公司手中收购
了乌石油，成为首家有机会参与俄

油气上游项目的中国公司，根据签
署 的 协 议 ，两 家 企 业 分 别 拥 有
51%、49%的股份。15年来，在双方
的共同管理、运营下，乌石油取得
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共开采石油超
过 9100万吨，开发了 10个新油田，
新钻井 1200 多口，新增石油储量
7000 万吨以上，投产了 38 座工业
建设设施、775公里管道，投资额增
长 3.2 倍，总额达 1200 亿卢布。对
于乌石油 15 年来的发展整体情
况，乌石油总经理安德烈·托帕尔
和中国石化国际石油勘探开发公
司俄罗斯公司总经理杨怀义均表
示“非常满意”，称公司为助力俄中
能源务实合作作出了应有贡献。

不仅是能源领域，俄罗斯人民
友谊大学副教授奥列格·季莫费耶
夫表示，《条约》签署 20 年来，俄中
两国在多个平台上加强协调、共同
推动信息安全等领域国际合作。
俄中等国早在 2011 年即向联合国
大会提交了“信息安全国际行为准
则”草案。2015 年 1 月，上海合作
组织成员国更新这一草案并作为
联合国正式文件散发，提出了互联
网治理国际化和帮助发展中国家
弥合数字鸿沟等问题。

携手共赢，加强多领域合作

“《条约》签署 20 周年与再次

续约昭示着中俄将承担更多的大
国责任，将双边关系提升至前所未
有的高水平，成为世界新型国际关
系的典范。”崔铮表示，中俄世代友
好的基本理念符合两国根本利益，
两国也成为当今世界稳定的中坚
力量。在全球地缘政治复杂多变
的背景下，中俄两国以平等和相互
尊重为基础的双边关系模式对许
多国家具有很强的吸引力，双方为
推动建设新型国际关系、构建人类
命运共同体树立典范。站在新的
历史起点上，两国将以政治、安全、
务实合作、人文交流、国际协作为
重点领域，深入发展新时代全面战
略协作伙伴关系。

面对疫情挑战，中俄同舟共
济、守望相助。两国空中航线始终
畅通，边境货运从未中断；两国政
府、医疗机构、科研院所、企业等定
期交流抗疫经验……俄罗斯莫斯
科国际关系学院教授谢尔盖·卢贾
宁认为，这生动体现了俄中两国患
难与共、互相帮助的传统友谊，也
彰显了新时代俄中关系的高水平
和特殊性。此外，在全球抗疫中，
中俄积极作为。中方率先承诺将
疫苗作为全球公共产品，并加入

“新冠肺炎疫苗实施计划”，俄罗斯
疫苗已在超过 70 个国家得到注册
和使用。

崔铮表示，后疫情时代，中俄
两国面临众多国内外压力，但双方
有共同维护国家安全、共谋发展、
合作治理世界的共同愿望，因此将
在很多方面展开合作：

一是在周边地区有相似的安
全和经济利益，需要联合应对一系
列现实挑战。同时，中俄两国可在
中亚共同开发当地的资源，帮助地
处内陆的中亚国家发展经济，同时
拓展市场。另外，中国要复兴东北
老工业基地，俄罗斯要解决远东地
区经济落后、人口流失问题，实现
地区“超前发展”，因此双方要加强
地方间的跨境交流互动。

二是从战略发展上看，中国需
要俄罗斯，俄罗斯也需要中国。俄
罗斯有着广袤的国土、丰富的资
源，以及可观的石油、天然气储量，
俄罗斯能源对中国具有战略性作
用。同时，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
体，俄罗斯发展需要中国的资金、
技术、市场、劳动力与人才，双方取
长补短，不可或缺。除此之外，未
来两国在农业、科学技术和军事技
术、基础设施建设和金融等方面有
更大的合作空间。

三是从维护世界和平的大局
来看，中俄战略协作不仅对中俄两
国，而且对地区和全世界的和平稳
定具有重大意义。

中俄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树立典范
■ 本报记者 周东洋

7月27日，台风“烟花”还未走远，位于
浙江省杭州市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里的浙
江盛达铁塔有限公司便迎来了几位特殊的
客人。当天上午 10点，该公司副总经理钱
伟从到访的杭州市贸促会副会长许水兰手
中接过了中国贸促会证明书。据了解，这
也是中国贸促会出具的浙江省内首份因台
风“烟花”引起的不可抗力事实性证明书。

浙江盛达是一家以1100千伏及以下电
压等级输电线路角钢塔、钢管塔、钢管杆等
产品的研发、制造和销售为主营业务的大型
杆塔生产企业。2019年起，该公司承接了英
国欣克利角C核电站的输变电线路钢管杆
供货业务，配合英国当地的大型总包公司
Balfour Beatty参与杆塔供货。浙江盛达负
责该输变电线路T-Pylon钢管塔的供货和
发运，合同总金额超过2000万美元。

然而，台风“烟花”带来的暴雨和潮湿，
令该公司今年即将交付的一批钢管杆表面
迟迟无法施以油漆。由此引发的生产进度
滞后极有可能令这批产品无法赶上今年 8
月中旬离港的散装货船。如果不能及时交
运，企业就有可能会遭到海外合作方的索
赔，从而带来重大的经济损失。

为此，7月 26日，浙江盛达的工作人员
通过在线方式向杭州市贸促会提交了办理
由台风“烟花”引起的不可抗力事实性证明
书的申请。杭州市贸促会商事认证窗口即
刻受理，并通过电话沟通的方式指导企业
准备相关材料。然后，通过线上方式完成
了材料审核，并于当天为企业免费办理好
证明。为了让企业能够尽早安心，7 月 27
日一大早，在许水兰的带领下，杭州市贸促
会一行 4 人主动登门，将办理好的证明书
亲自交到了企业负责人的手中。

“杭州市贸促会的反应真是太迅速了。”
浙江盛达铁塔有限公司副总经济师程序在
接受采访时告诉记者，其实这已经是该公司

第二次向杭州市贸促会申请办理不可抗力事实性证明书
了。“2020年国内新冠肺炎疫情流行期间，我们也曾经向杭
州市贸促会申请办理过相关的不可抗力事实性证明书。
对于杭州市贸促会的工作，我们十分感谢。”程序说。

杭州市贸促会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不可抗力事实
性证明书是企业依法主张免除违约责任的重要证据之
一。合同一方可以凭借中国贸促会出具的不可抗力事实
性证明书向合同相对方主张部分或全部免除不履行、不
完全履行或迟延履行合同的责任。

连日来，受台风“烟花”的影响，浙江省内出现了大范
围的强风暴雨，严重影响企业的生产经营和物流运输。7
月 24 日，浙江省政府将全省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 1
级。为帮助全省外向型企业减少台风等灾害带来的违约
损失，浙江省内各级贸促会第一时间通过公众号向社会
发布了《关注外贸企业注意，受“烟花”台风影响的不可抗
力事实性证明今日起可办理！》的信息。该信息显示，全
省外贸企业因受台风“烟花”影响导致无法如期履行或不
能履行国际贸易合同的，可向全省各级贸促会申请办理
不可抗力事实性证明书。截至发稿，据浙江省贸促会统
计，全省贸促系统已累计为企业成功办理因台风“烟花”
引起的不可抗力事实性证明书 3份，其中杭州市 1份、宁
波市2份，以维护企业合法权益、减少相关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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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
禹
松 近日，在位于河北省唐山市滦南县的唐山鑫万达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生产车间里，工人正在紧张装配青饲料收获机割台。近年

来，唐山市滦南县大力发展现代农机制造产业，鼓励企业不断提升自主研发能力和水平，涌现出30多家创新能力强、产品竞争优势
明显的农机制造企业，年产各种农机整机6200台（套）、配件13万件，畅销全国各地，并出口非洲、欧洲、东南亚、南北美洲等多个国
家和地区。 中新社发 张永新 摄

本报讯（记者 江南）7月28
日，由中国贸促会主办、中国国际
商会和浙江米奥兰特商务会展股
份有限公司联合承办的区域全面
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成员国国际贸
易数字展览会在北京开幕。这是
在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为推动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RCEP）生效实施、进一步深化
RCEP成员国区域产业对接与贸
易投资合作、加快构建新发展格
局的具体举措。

中国贸促会副会长张慎峰在
开幕式上表示，RCEP 是一个全
面、现代、高质量和互惠的自贸协
定，不仅包括货物贸易、服务贸
易、投资等市场准入，也包括知识
产权、电子商务等新兴领域内容，
涵盖了贸易投资自由化和便利化
的各个方面，将有力推动区域内
企业重构供应链、产业链和价值
链，加快构建一个更加稳定繁荣
的亚太经济圈。

张慎峰介绍说，此次展会共有
超过 2000家企业参展，展出内容
涵盖智能制造、新能源及设备、汽
车及零配件、服务贸易、电子商务
等多个行业和领域，预计将有来自
RCEP成员国的各行业专业采购
商2万多人在线参观洽谈。

印度尼西亚驻华大使周浩
黎、中国驻泰王国大使馆临时代
办杨欣、中国—东盟中心贸易投
资部主任郭传维、中日韩三国合
作秘书处副秘书长姜度好等出席
开幕式并致辞，RCEP 地区相关
国家商协会代表、中外企业家代
表等300余人在线参加开幕式。

此次展会为期 10天，通过在
线展示、数字匹配、数据挖掘、信
息推送、商洽对接、贸易直播等多
种功能和手段，为中国企业与
RCEP 地区的卖家提供沟通、交
流、开展经贸投资合作的平台。
展会同期，还举办RCEP 经贸合
作论坛，以及多场次行业专场直
播对接活动。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成员国国际贸易数字展开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