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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上海10月25日电（记者
樊曦 贾远琨）继350公里时速“复兴
号”中国标准动车组在京沪高铁线
投入运行后，“复兴号”家族将增添
新成员。10月25日，中国铁路总公
司在上海宣布，为满足不同线路的
运输需求，时速 250 公里“复兴号”
中国标准动车组列车的研制工作正
式启动。

研制不同速度等级的中国标准

动车组，既是为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
运输服务需求、改善旅行体验的需
要，也是实现“复兴号”中国标准动车
组系列化，打造中国高铁国际品牌的
需要。

在时速350公里“复兴号”中国标
准动车组技术平台基础上，中国铁路
总公司持续开展不同速度等级、适应
不同环境需求的“复兴号”中国标准动
车组系列产品的研制。

中车青岛四方机车车辆股份有限
公司、中车长春轨道客车股份有限公
司、中车唐山机车车辆有限公司、青岛
四方庞巴迪铁路运输设备有限公司、
中车南京浦镇车辆有限公司等动车组
列车制造企业，向中国铁路总公司递
交了时速250公里中国标准动车组应
征技术方案。

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张波
介绍，接下来将进行技术方案的比选

和融合，根据运行需求和技术发展方
向，计划两个月之内确定技术方案，
2018年上半年出样车，力争2018年
底完成实验。

时速 250 公里“复兴号”中国
标准动车组的研制将进一步推进
中国动车组列车自主化、标准化发
展。

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首席工程
师赵红卫介绍，与既有时速 250 公

里“和谐号”动车组相比，时速 250
公里“复兴号”中国标准动车组将实
现全面自主化和性能提升，同时实
现动车组智能化状态监控、维修、服
务。时速250公里“复兴号”列车将
系统采用中国标准，结合中国铁路
运营环境、运行需求，实现列车操
纵、运用及检修维修的统一，不同厂
家动车组可以重联运营，有利于降
低运用维修成本。

“复兴号”家族将添新成员
时速250公里新车研制启动

空客亚洲总装线
首架A320neo飞机交付

新华社天津10月25日电（记者呼涛 张建
新）空中客车公司25日在天津向马来西亚亚洲航
空交付了由空客亚洲总装线完成总装的首架
A320neo飞机。该飞机装备了CFM国际公司的
LEAP－1A发动机，采用了创新的舒适空间客舱
布局，共可容纳186名乘客。

亚洲航空是A320系列飞机最大的航空公司
客户，共订购了578架该系列飞机，其中404架为
A320neo系列飞机。

空中客车中国公司民用飞机总裁陈菊明表
示：“首架A320neo飞机的交付是我们空客亚洲
总装线的一个重要里程碑，这将有助于满足中国
及亚太地区客户强劲的需求。”

马来西亚亚洲航空首席执行官爱琳·奥马
尔表示，非常高兴这架飞机加入我们的机队，目
前它能降低最多15％的燃油消耗并增加500海
里的航程，这意味着客户可以享受到更低的机
票价格。

位于中国天津的空客亚洲总装线创建于
2008 年，是全球范围内继图卢兹和汉堡之后
的第三条空客单通道飞机总装线。同时，这也
是空客在欧洲以外的首条总装线。目前，已有
大约 340 架飞机在中国天津完成总装并交付
给客户。

13年来中央政府首次面向国际投资者发行

中国这笔主权债券不简单
财政部25日在香港召开发行20亿美元主权债券的推介会，这是2004年以来中央政府首次面向国际投资者发行主权外币债券。为何此时

发债？为何把香港作为发行地点？此次发债对中国企业以及国际投资者有何意义？新华社记者采访了财政部相关负责人和业内专家。

此次20亿美元主权债券，分为5
年期和10年期各10亿美元，在香港
联合交易所挂牌上市交易。就发债
体量而言，20亿美元规模并不算大。

财政部有关负责人解释，与10年
前相比，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从27万亿
元增长到80万亿元，稳居世界第二；财

政收入从5万亿元增长到16万亿元，
为国家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提供了雄
厚的物质基础；外汇储备从1.5万亿美
元增长到3万亿美元，稳居世界第一，
人民币汇率保持了基本稳定，为我国

对外支付和融资提供了可靠保证。
“在经济持续增长、外汇充足的情

况下，中国政府并没有强烈的外部融
资需求，本次发行主权外币债券，融资
并非我们的首要考虑，所以发行规模

不大，募集的资金将用作一般政府性
支出，统筹使用。”这位负责人说。

那么，重启发行主权外币债券意
义何在？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连平
解读，这是继续推进中国金融对外开

放的重要举措，将为境内外主体增加
重要的投资和避险工具，丰富国际资
本市场金融产品，使国际投资者能够
分享中国经济发展的成果。

“同时，这也有助于中国经济更深更
好地融入国际经济，带动提升金融开放
水平，更好地服务开放大局。”连平说。

融资并非首要考虑 对外开放是关键

记者注意到，财政部此次发行美
元主权债券，没有采用国际评级机构
的债项评级。有人质疑，没有国际评
级机构的债项评级“加持”，投资者敢
不敢“入手”？

实际上，他们多虑了。连平表
示，中国财政部于1993年至2004年

共发行了12期美元国债，累计规模
为67亿美元。截至目前，本息均如
期兑付，保持了良好的信用记录。

“国际市场上成熟的专业投资
者，都建立了内部独立的风险定价

体系，会对中国的真实主权信用状
况做出理性判断。”他说，“因此，中
国此次发行美元主权债券虽无国际
评级公司提供债项评级，但仍将受
到投资者的踊跃认购，发行价格与

AA级评级国家主权债券价格基本
相同的可能性很大，也不排除好于
后者的可能性。”

“这种结果将在客观上表明中国
实际的主权信用状况要好于国际评级

公司的评价。”连平补充道。
北京师范大学国民核算研究院

副教授李昕告诉记者，此次债券发行
没有聘请第三方国际评级机构进行
评级，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视作对此前
某些国际评级机构无视中国客观情
况、作出误判的一个回应。

不采用国际机构债项评级 不影响此次债券发行

今年财政部将在香港发行140亿
人民币国债，规模较前几年有所缩
小。而此次选择香港作为美元主权债
券发行地点，财政部有关负责人解释，
这体现了中央政府对香港保持国际金

融中心地位的一贯支持。
据介绍，2009年以来，财政部逐

步建立了在香港发行人民币国债的长

效机制，拓宽了香港人民币市场的深
度和广度。

“目前，香港人民币国债初步形成

了覆盖所有关键期限的国债收益率曲
线，较好地发挥了市场基准作用。”这
位负责人说，“2016年以来，随着外部

环境发生变化，香港人民币市场有所
回调，经国务院批准，财政部相应减少
了人民币债券的发行规模，同时适量
发行美元主权债券，总量仍保持约280
亿元。” （据新华社北京10月25日）

支持香港保持国际金融中心地位

中国电子展在上海举行
10 月 25日，参观者在观看一个由纳米光

罩和晶圆凸块等芯片制造材料组成的展示
墙。

当日，第 90届中国电子展在上海新国际
博览中心举行。1300家展商将在本届展会上
集中展示集成电路、电子元器件、智能制造、智
能硬件等电子信息产业领域内的最新技术和
成果。

新华社记者 方喆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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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越来越多退休老人、“候鸟”老人为琼岛发展奉献余热

老有所为霞满天
10月19日，临高县新盈镇头咀村海

丰养殖基地码头一派繁忙，63岁的海丰
养殖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黄达灵和员工
正一起商议着未来深海养殖业布局。“希
望我们的深水网箱养殖快速发展，让更
多百姓脱贫致富。”虽然已到养老的年
纪，但黄达灵仍然激情饱满地每天全勤
工作，在他的带领下，海丰养殖发展有限
公司已经拥有600多口深海网箱，产品
远销近30个国家和地区，在全国27个
大中城市设有销售点，年销售额超4亿
元。今年，他被评为全国“老有所为”先
进典型人物。

“老年是人的生命的重要阶段，是
仍然可以有作为、有进步、有快乐的重
要人生阶段。”省老龄办负责人介绍，
近年来，在我省，“积极养老”的观念
越来越受到老年人的青睐，许多老人
到了退休年龄，仍用自己积累的知识、
技能和经验，为国家、社会和他人奉献
余热。

老骥伏枥投身公益造福社会

今年64岁的海口市公安局退休民
警吕大俊是老有所为的模范，他被我省
很多残疾人所熟悉。四十多年来，他经
常性地扶助了300多名贫困残疾人，志
愿为残疾人当义工服务5000多次，累计
时间1万多小时，他从自己微薄的工资
和退休金中支付了60多万元资金用于
助残。

“我想通过自己的努力集聚更多的
力量，让残疾人得到更多的呵护。”退休
后的吕大俊发起成立了“海南省扶残助
残爱心协会”，用他的话说：“人生老有所
为，实现自己的梦想和价值，一定要把扶
残助残坚持到底。”

文昌市教育局原局长薛英炳是文
昌龙楼人，2011年退休。“我的家乡，很
多孩子由于家庭困难不能完成学业。”
退休后不久，他就开始向文昌民政局
申请，组织成立文昌市龙楼镇教育慈
善会。

凭着薛英炳在教育领域的资历和口
碑，龙楼镇教育慈善会得到了政府部门

的支持。但薛英炳觉得，仅靠政府部门
的支持远远不能满足慈善会“助学、奖
教、奖学”的需求。他开始四处“化缘”，
发动亲朋好友、龙楼籍的乡镇干部或外
出干部帮助联系公司、企业捐助。多年
的助学善举，帮助一大批贫困学子圆了
求学梦。

省老龄办相关负责人表示，在我省，
有越来越多像吕大俊、薛英炳这样的老
人，他们在享受天伦之乐的同时，仍在不
断造福社会、服务他人，充分发挥好老年
群体的作用将是全社会一笔难得的财
富。“要积极支持‘老有所为’群体以适当
方式参与到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环节之
中，注重发挥社会组织的作用，搭建引
导、服务‘老有所为’的平台，让他们健
康、轻松地参与社会服务。”

“候鸟”老人发挥余热促琼岛发展

每年冬季，都有大批外地老年人来到
海南度假避寒，被形象地称之为“候鸟”老
人。在这个群体中，不乏各行各业的专业
人士和精英。其中许多人在休闲度假的
同时充分发挥自身专长，主动参与海南发
展建设，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今年2月份
不完全调查统计显示，海南共有14174名

“候鸟型”人才被挖掘使用，其中有2690
人是高层次“候鸟型”人才。

来自新疆畜牧科学院年过八旬的畜
牧专家郭志勤和夫人史梅英在10年时
间里，不辞劳苦、不计报酬，来往于相隔
万里的新疆、海南两地，深情诠释了“候
鸟”人才“海南万里真吾乡”的情怀。作
为科研人，他们明知在热带地区开展原

本在温带草原生活的奶牛扩繁养殖研究
以及规模乳品生产，在国内仍属空白，却
依然选择在三亚进行试验，把个人的荣
辱得失抛在脑后。

作为“候鸟”，他们不顾高龄，在10年
时间里频繁往来于新疆与海南，行走在海
南乡野间，分工合作，为奶牛的饲养和黑
山羊的改良扩繁殚精竭虑，不计物质上的
回报。在郭老夫妇的影响、带动下，新疆、
北京、内蒙古、江苏等地的专家纷纷将目
光投射到海南的畜牧业发展。

近年来，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候
鸟”人才，引导帮助“候鸟”老人融入海南
大家庭，鼓励欢迎“候鸟”人才参与海南
经济社会发展，积极为“候鸟”人才发挥
作用构筑平台、建立机制，多渠道、多方
式“柔性”引进人才。

今年初，省委办公厅和省政府办公
厅印发了《关于充分发挥“候鸟型”人才
作用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充分挖
掘“候鸟”人群中的人才资源，畅通了“候
鸟型”人才与用人单位的对接渠道，明确
了对“候鸟型”人才的激励保障措施。

《意见》指出，“候鸟型”人才是指来
我省季节性休养、生活、旅游，具有一定
专业知识或专门技能，在不改变其原有
人事、档案、户籍、社保等关系的前提
下，通过多种方式自愿为我省经济社会
发展服务的省外人才。《意见》提出了

“围绕我省十二个重点产业和重点领
域，到2020年，全省使用‘候鸟型’人才
1万人左右”的目标，其中“候鸟型”高层
次人才1000人左右，“候鸟型”科技创
新团队10个以上，并以此为牵引，吸引

更多的“候鸟型”人才向海南聚集。

老党员干部言传身教影响下一代

省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常务副主
任何如伟今年92周岁了。这名有着70多
年党龄的琼崖纵队老战士、老共产党员，在
耄耋之年仍然一心扑在关心下一代事业
上，以实际行动兑现70多年前那段掷地有
声的入党誓言。20多年来，他亲自撰写40
多篇向青少年进行主题教育的宣讲稿，到
省直机关、大专院校、各市县作演讲报告
400多场，受教育人数40多万人次……

值得一提的是，在全省80多个爱国
主义教育基地中，由何如伟亲自主持实
施或参与协调有关部门实施建成的就有
28个，广受各界赞誉。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在海南，
何如伟这样坚守初心的老共产党员不是
个例。

今年4月，海南大学举办了中央党校
金春明教授、李振霞教授伉俪向海南大学
图书馆捐书仪式。金春明教授是我国著
名的中共党史专家，虽然年事已高，但至
今仍笔耕不辍。李振霞教授在中国现代
哲学史研究领域颇有建树。据统计，从
2015年开始，金春明、李振霞累计向海南
大学、海口经济学院捐赠图书近7000册。

“书是文化资源，应发挥最大效益。
我们老了，这些书继续放在我们手里难
以发挥作用了。”金春明、李振霞教授伉
俪表示，他们的晚年生活选择了冬南飞、
夏北归的“候鸟”生活，半年在海南三亚，
半年在北京，书每年要躺上半年无人问
津，不起社会作用。“决定捐书，就是想让
书中的知识，长上翅膀，飞出家门，能与
众人为伴，在广阔空间大放异彩，让更多
人生活充满光辉。”李振霞说。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省老龄办
负责人介绍，在海南养老的很多离退休
党员干部“不移白首之心”，保持老骥伏
枥、老当益壮的健康心态和进取精神，发
挥正能量，他们的优良品行在家庭教育
中的潜移默化和对社会成员的言传身教
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策划/阿超 撰文/阿超 林蔚 图/阮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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