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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统一部官员 8月 16日说，
朝鲜方面要求设在朝鲜开城工业
园区的所有韩国企业 17日起使用

“平壤时间”。这意味着韩方工作
人员进出工业园区的时间将比往
常推迟 30分钟。

朝鲜 15日起正式使用比先前
推迟 30 分钟的“平壤时间”，朝韩
两国由此出现 30分钟时差。

根据韩国统一部官员的说法，
韩方 14日向朝方提交一份按韩国
时间拟定的开城工业园区通行计
划书，但这份计划书上的时间安排
未获朝方同意。

朝方 15 日向韩方发出通报，

要求开城工业园区内的韩企自 17
日起使用“平壤时间”，在平壤时间
上午 8 时（韩国时间 8 时 30 分）开
始进入园区。这意味着韩方工作
人员进出园区时间将向后推迟 30
分钟。

针对朝方这一要求，韩方表示
将予以配合。韩国统一部一名官
员说：“我们将采取一切可行措施，
保证顺利过渡到新的进出时间。”

朝鲜中央通讯社 7日报道，朝
鲜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日前
颁布政令，决定自 8月 15日起调整
标准时，使用“平壤时间”。

（新华社供本报特稿）

印度尼西亚交通部 8月 17日说，一架参与
搜救的飞机当天发现疑似失联客机残骸。目
前，搜救人员正通过陆空两路赶往疑似残骸地
点，进一步核实情况。

印尼国家搜救中心和客机所属航空公司
官员当天证实，机上所有乘客均为印尼人。

一架由印尼特利加那航空公司执飞的
IL－267航班客机 16日下午在印尼东部巴布亚
省与地面失去联系。当时，机上共有 49名乘客
和 5名机组人员。数小时后，有目击者看到客
机坠毁在一座山里，当地村民报告发现残骸。

印尼国家搜救中心负责人班邦·苏利斯蒂
约证实，疑似残骸地点位于海拔 2600 米的山
区密林中，距奥克西比尔机场大约 12公里。

“搜救飞机（从空中）发现残骸时它还在冒
烟。”苏利斯蒂约说，由于天气状况恶劣加之山
路崎岖，搜救人员要想尽快抵达那里面临不小
的困难。

目前还不清楚机上是否有人生还。按苏
利斯蒂约的说法，由印尼空军精锐力量组成的
搜救队伍将在坠机地点附近临时搭建直升机

停机坪，用于运送可能的生还者和遇难者遗
体。

特利加那航空公司危机应对中心工作人
员布迪奥诺说，机上所有乘客均为印尼人。虽
然有 9名乘客的名字出现在航空公司名单上，
但实际登机的是另外 9人。此外，巴布亚省 5
名政府和议会官员也在飞机上，他们当天乘坐
这架航班前往奥克西比尔参加 17日的印尼独
立日纪念。

疑似客机残骸被发现后，印尼一些官员更
加倾向于恶劣天气导致客机坠毁的说法。“是
那里天气（的缘故），”国家搜救中心驻巴布亚
首府查亚普拉的联络官西托告诉路透社记者，

“它总是变幻莫测，早晨还晴空万里、阳光明
媚，一转眼就可能下起雨。”

特利加那航空公司是印尼一家规模较小
的民航企业，成立于 1991年，旗下航班主要飞
印尼国内。自成立以来，这家航空公司已经发
生 14 起严重事故。因为安全“不达标”，这家
公司被列入欧盟的禁飞黑名单。

（新华社供本报特稿）

印尼发现疑似失联客机残骸
机上乘客均为印尼人

10年前，以色列宣布单边撤出加沙地带
所有犹太人定居点，结束长达 38 年的占领。
但是 10 年来，加沙人生存状况非但没有改
善，反而每况愈下。拥有 180 万人口的弹丸
之地，未来何去何从，令人忧虑。

巴勒斯坦政治分析人士接受记者采访
时指出，以色列 10 年前撤离加沙地带，是以
色列对巴勒斯坦实施长期隔离政策的一部
分，导致加沙地带与约旦河西岸完全分裂，
巴勒斯坦人建国梦想变得更加渺茫。

2005年 8月 15日，在时任总理沙龙的部
署下，以色列开始撤离位于加沙地带的 21个
犹太人定居点。截至当月末，约 8000名定居
者全部撤出加沙地带。

仅两年后，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武
装人员与总统阿巴斯领导的安全部队在加
沙地带大打出手，哈马斯随后武力夺取加沙
地带控制权。

与此同时，以色列以安全为由，封锁加
沙地带陆路口岸和沿地中海海域，大幅削减
入境以色列打工的巴勒斯坦人名额，严格控
制人员和货物进出加沙地带。

巴勒斯坦政治分析家阿克拉姆·阿塔拉
赫说：“以色列撤离加沙地带仅仅是一种姿
态，因为加沙地带的海陆空和边境仍处于以
色列控制之下，这种控制远未结束。”

专家们认为，单边撤离加沙是以色列深
思熟虑的结果，目的是通过割裂约旦河西岸

与加沙地带，造成巴勒斯坦内部分裂。与巴
勒斯坦人的利益相比，撤离加沙更加符合以
色列人的利益。

爱资哈尔大学政治系教授纳吉·舒拉布指
出，过去 10年，巴以和谈陷入僵局；约旦河西
岸地区犹太人定居点非但没有冻结，反而越建
越多；加沙地带与约旦河西岸之间政治分裂持
续加深；加沙地带人道危机不断加剧……这
些都是以色列一手造成的结果，也是以色列
当初实施单边撤离行动的目的所在。

舒拉布认为，巴勒斯坦当局未能在以色
列撤出后成功治理和发展加沙地带，相反各
派别陷入政治争斗，对加沙地带经济、乃至
整个巴勒斯坦解放事业造成巨大危害。

也有分析人士认为，加沙地带与约旦河
西岸分裂局面未来可能会进一步加剧，不能
排除造成在加沙地带建立独立政治实体的
可能性，而这将彻底摧毁巴勒斯坦人在约旦
河西岸和加沙地带建国的梦想。

巴勒斯坦政治分析家塔拉勒·乌卡勒认
为，以色列单边撤离的最终目的是让巴勒斯
坦人接受在加沙地带建立独立政治实体的
现实。以色列的政策很明确，那就是巴勒斯
坦只能在加沙地带建国。而巴勒斯坦要想
避免产生这样的局面，必须尽早结束内部分
裂局面，采取统一一致的政治策略与以色列
对抗。

（据新华社加沙8月16日电）

以色列撤离十年 加沙何去何从

朝要开城韩企用平壤时间

世界技能大赛
中国队揽多金

8月17日，在印尼查亚普拉，失联客机乘客的家属在危机应对中心哭泣。新华社发

▲8 月 16 日，参加美发项目比赛的聂凤在颁奖仪式上
庆祝获得金牌。

◀8 月 13 日，来自北京的选手王帅在数控车床项目的
比赛中。 新华社发

“太空电梯”通云霄
“一步登天”或成真

加拿大公司设计太空旅行新蓝图

8月 17日，泰国士兵封锁爆炸现场。 新华/法新

这或许是每个孩子都曾有过
的想法，为什么要向太空发射火
箭，而不是建一部直达太空的巨型
电梯。

如今这或将成为现实，科研人
员已发明一种可充气“太空电梯”，
建成后高度达 2万米，直插云霄。

英国《每日电讯报》8 月 16 日
报道，加拿大托特技术公司已被授
予这项“太空电梯”专利。

根据这家公司的新设计，这部
“太空电梯”被称作“托特X塔”，由
一些加固部件组成，顶端有一条可
供发射航天飞机或卫星载荷的跑
道。利用复杂的飞轮组合来抵消
弯曲，塔将垂直而立。

蓝图中，加压车可在这一建筑
核心内行驶，就像在传统的气动系

统管道内一样，或是就像缆车一样
从塔外部爬升。每辆车可运载大
约 10吨重货物。

因塔的高度达到平流层，从那
里向太空发射航天飞机或卫星会更
容易。“宇航员将通过电梯升至大约
2万米的高度，”发明者布伦丹·奎因
说，“从塔顶，航天飞机将仅用单节
火箭便可发射至轨道，还可返回塔
顶重新加注燃料并再次起飞。”

托特技术公司估计，“太空电
梯”应用后，航天飞机将无需携带
那么多燃料，从而使得太空飞行的
成本能节省大约三分之一。

设计者设想，通过降低飞行成
本和使旅行更便捷，这一“通天塔”
将开辟太空旅游新天地。

（新华社供本报特稿）

据新华社圣保罗 8月 16日电 第 43 届
世界技能大赛 16日晚在南美最大城市圣保
罗落幕。经过 4天的马拉松式比拼，在数控
铣项目成绩尚未公布的情况下，中国队已经
取得 4 金 6 银 3 铜和 12 个优胜奖的佳绩，其
中焊接、汽车喷漆、美发、制造团队挑战等项
目获得金牌，实现世界技能大赛金牌数零的

突破。
被誉为“技能界奥林匹克”的世界技能

大赛，创办于 1950年，每两年举行一次。其
竞技水平代表了各领域职业技能发展的国
际水准，是全世界 22岁以下青年人展示职业
技能水平的最高舞台。

22岁的聂凤是个快言快语的重庆姑娘，

是代表中国出战本次大赛美发项目的唯一
选手。4天共 22小时的比赛设有 8个发型项
目，最长的女士基础发型耗时 4 小时 15 分
钟。当主持人宣布聂凤获得金牌时，这个自
信的姑娘身披五星红旗登上领奖台，脸上忍
不住绽放出开心的笑容。

制造团队挑战赛项目的 3个中国小伙子

夺得该项目的金牌。他们在得知自己夺魁
时的第一反应均是“完全在意料之外”。

中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汤
涛表示，本次中国代表团的成绩出乎意料，
而最大的收获是选手们充分展现出中国青
年的技能风采和潜力，大赛对中国未来职业
技能发展有明显推动作用。

■新闻分析

新华社曼谷 8月 17 日电 中
国驻泰国大使馆 17 日说，目前已
初步确认有 2 名中国游客当天在
曼谷市中心的爆炸袭击事件中死
亡，另有 15名中国游客受伤，部分
人员伤势严重。泰国应急中心的
最新数字说，爆炸导致 18人死亡，
117人受伤。

中国驻泰国大使馆在接受新
华社记者采访时说，中国驻泰国大
使馆在爆炸发生后第一时间启动
应急机制，多方核实中国公民伤亡
情况，使馆领事、参赞已带人赴医
院了解情况、看望伤者，并组织志
愿者到医院提供翻译服务。伤亡
情况仍在核实之中。

据当地媒体报道，当地时间傍

晚时分，曼谷市中心著名景点四面
佛神庙外发生爆炸，致逾百人伤亡。

警方称，经勘查，爆炸是由安
装在摩托车上的炸弹引爆所致。
新华社记者在现场看到，附近有
40 多辆车辆被毁，游客和行人被
疏散，警察封锁附近区域，并加强
安保措施。据在现场的警察说，警
察在现场发现了一个黑色袋子，里
面有可疑物品。

目前尚无任何组织和个人宣
称对袭击事件负责。泰国国防部长
翁素万对媒体表示，袭击者的目标
是外国人，企图借此来重创泰国旅
游业和经济。警方发言人巴武·他
翁西里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大部
分伤亡人员是外国人。

曼谷市中心爆炸
中国游客 2死 15伤

盛夏的商城，处处可见铆足劲
头全力推进的建设项目。

飘红的半年度经济数据就是
“活力指数”：今年上半年，商城县
产业集聚区完成工业增加值 13 亿
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20%；实现工
业主营业务收入 54.9亿元，较上年
同期增长 14.3%；完成固定资产投
资 37.48 亿 元 ，较 上 年 同 期 增 长
40.6%。规模以上企业达到 54家，
新增投资备案项目 5个，新开工项
目 4个。

近年来，商城这块沃土，发轫
于产业集聚区建设，迸发出了无穷
的活力，在培育主导产业、提升传
统优势产业、构建特色产业集群、
基础设施建设、打造生态环境体系
等众多转型实践中，走出了一条有
特色的路子。

产业集群 夯实腾飞之基

近年来，商城县立足“四大工
业”，全面制定了产业发展规划。依
托规划，全力推动产业集聚发展。

不断推动工业企业转型升级，取得
显著成效，食品加工、环保装备制造
两大产业集群已经初步形成。

过去，提起商城的食品企业，只
有山信粮业，如今随着中原制鬃、华
宝茶油等知名品牌企业相继落户，
以“公司+科研院校+合作社”的运营
模式，集农产品种植、收购、加工、仓

储、销售和农产品进出口贸易为一
体的产业链条愈发完善，形成了以
山信粮业为龙头，鬃制品、饲料、茶
产业、甜菊糖精深加工等产业竞相
发展的局面，同时，也带动了金谷粮
油购销、明鑫纸业、新洪泰纸品包装
等粮食储运、包装、物流等相关产业
发展。食品加工产业已经成为商城

的一张靓丽名片。
依托传统产业，做大“环保”招

牌。充分利用开源环保、中科钢构、
商禹机电等装备制造企业的龙头效
应，延链补链，完善产业链条，促进
产业集聚发展，不断增强核心竞争
力。全力支持开源环保公司上市，
采取优惠扶持政策，帮助其做大做
强，切实提升本土优势企业的产品
竞争力、品牌带动力和社会影响力，
通过打造龙头企业的“磁石”效应，
吸引相关企业入驻，着力构建以环
保机械为主的装备制造产业集群。

从“一枝独秀”到“花开满园”，
从分散布局到成条、成块、成群，商
城的“产业树”愈发枝繁叶茂。

优化环境 提升竞争实力

环境是客商衡量与评判当地
投资价值的重要标准。商城县产
业集聚区全力以赴为企业打造最
佳发展环境。

持续推进基础设施和生产生
活配套设施建设，提高产业集聚区

综合承载能力和服务能力。新建
的 220 千伏变电站已投入运营，改
造了 35千伏高压线路和 10家企业
10千伏电路。配套建设了 1800套
公租房，其中一期 500 套阳光社区
公租房已全部建成并实现配租，切
实解决了 1200 多名企业职工住房
问题。与上石桥镇产城一体化有
机融合，文化、娱乐、餐饮、商贸、物
流等后勤服务保障有力。规划建
设六大功能区，三纵六横的主体框
架已经形成。

坚持集团化、体系化招商，不
断优化发展环境，确保招商项目引
得来、留得下、长得快、做得大。坚
持首席代办制、领导联系制、行政
审批“一站式服务”和“一周办结
制”等，为入驻企业提供“保姆式”
服务，积极帮助企业解决实际困
难。积极营造优良环境。认真落
实产业集聚区企业“零阻碍”服务
七项制度，进一步优化经济发展环
境，多措并举扎实推进项目建设，
确保意向性项目早签约、签约项目

早落户、在建项目早投产、续建项
目早完工，不断推进持续发展。

服务平台 为企业添动能

针对企业招工难、融资难、科
技创新难等问题，集聚区成立了企
业服务中心、企业招工信息服务中
心，多次召开招工、科技、银企对接
会，为企业发展排忧解难，提供优
质服务。利用人力资源网上平台，
开展“春风行动”，组织各类大型招
工活动，为企业招工解决用工难
题。创新担保方式，为山信集团、
睿讯电子、尚为饲料等公司融资
8000万元。

以企业为主体，扎实推进技能
人才培养。加强与人社部门的沟
通对接，大力推行学历证书与职业
资格证书“双证”制度。2014 年以
来，共有 2500多名企业在岗职工取
得国家职业资格证书，培养中级技
术工人 123名，初级技术工人 1870
名。加强“校企合作”，充分发挥政
府桥梁纽带作用，出台优惠政策，

鼓励职业技术学校与用工企业签
订“委托式”、“订单式”培训协议，
形成培训、就业、输出“一条龙”机
制，实现资源共享和合作双赢。

建立了科技研发平台，鼓励引
导新老企业通过技术改造和技术
革新，不断提升市场竞争力和自身
实力。目前，已建立河南省水处理
装备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河南省籼
稻加工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2个省级
科技研发中心和信阳市鬃制品工
程技术研究中心、信阳市水利机械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信阳市稻米加
工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信阳市甜菊
糖加工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4个市级
科技研发中心。

“未来，我们将坚持稳中求进，
务实作为，持续推进招商引资，完
善要素保障，优化发展环境，不断
推进产业集聚区持续健康快速发
展，加快工业强县步伐，为美丽乡
村、文明城镇、幸福商城建设增添
新动力，为商城人民添福祉。”商城
县委书记李高岭如是说。

商城：产业集聚撑起县域经济“半边天”
□ 陈先锋 余 延

商城县四大班子领导到产业集聚区检查指导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