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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制度创新为重点任务，以破
解影响和制约军民融合发展的体制
性障碍、结构性矛盾、政策性问题为
主攻方向，国家军民融合创新示范
区正成为推动军民融合深度发展的

“试验田”。
山东省青岛市是著名的海军城，

战略地位突出，涉海涉军产业发达，双
拥共建传统悠久，军民融合发展特点
鲜明。青岛西海岸新区是我国设立的
第9个国家级新区，承担着军民融合
和海洋强国两大国家战略实践任务，
在19个国家级新区中唯一被赋予创
建“军民融合创新示范区”的使命。

通过聚焦“全要素”，拓宽“多领
域”，力求“高效益”，青岛畅通人才、
资金、信息、管理等融合渠道，军民融
合深度发展成为新旧动能转换和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引擎，带动船
舶制造、海工装备、电子信息产业升
级和通用航空等产业快速发展，全市
船舶海工产业产值达500亿元，电子
信息产业产值突破2000亿元，地方
经济总量和发展水平实现双提升。

在陕西省西安市，中国航天科技
集团六院依托自身航天液体动力中的
核心技术，通过成果转化形成了节能
环保与高端特种装备制造两大产业。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六院院长刘
志让表示，“应该抓牢用好战略机遇，
把推动军民融合深度发展的‘试验
田’作为自己的‘责任田’，不断完善激
励机制，推动军民融合战略落实落
地，更好服务国防建设和经济发展。”

（新华社北京3月11日电）

“民参军”热情高，但苦于门路
难寻；“军转民”市场广，却仍存在体
制机制束缚。加快破除“民参军”

“军转民”壁垒是关键。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科技委副主

任、歼 20总设计师杨伟院士表示，
地方政府应更加主动积极搭建政府
主导的信息沟通平台，创造更多沟
通了解的机会，激发双方活力，逐步
拓宽军民融合领域。

来自中央军民融合发展委员会
办公室的信息显示，随着新版武器装

备科研生产许可目录面向社会公
布、全面推行装备承制资质与质量
体系认证“两证合一”改革试点等工
作的推进，简明、务实、公开、透明的
形式，为企业提供从申请到实施、从
监管到退出等环节的工作指导，审
查周期缩减一半，极大地减轻了企
业负担和准入壁垒，越来越多的民
营企业从中受益。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始终坚持走
军民融合的发展道路，面向国家战
略性新兴产业、国家公共安全和经

济社会可持续发展需求，充分发挥
电子信息产业国家队的技术优势
和影响力，逐步完善产业发展激励
与约束机制，初步形成了主业突
出、结构合理的产业布局，实现了
产业快速发展。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董事长熊
群力认为，军民融合是一项系统
化工程，是统筹军民共同发展、重
塑新的体系和布局，必将使国防
建设和国家经济建设的格局发生
重大变化。

古籍、文物容易受到水浸、风化、
虫蛀、霉菌等威胁。当航天技术遇见
文物典籍，会迸发出怎样的“新点子”？

日前，在国家古籍保护政策牵引
下，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一院与国家图
书馆、国家古籍保护中心联合研制了
古籍整体战略储备系统解决方案，提
供防火、防水、防虫、防酸等多方面保
护，具备轻便战备转运、全方位环境
监控、快捷物联管理等功能。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一院战术武
器事业部将一系列军用优势技术融
入该项目，填补了中国在古籍、文物、
档案等储备领域系统解决方案的空
白，成功践行了军民融合发展战略。

在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快舟一号
甲通用型固体运载火箭圆满完成“一箭
三星”商业发射服务，成功掌握低成本
快速进入空间的先进技术；我国首个工
业互联网平台INDICS＋CMSS顺利
搭建，为140万户各类企业提供普惠的
免费服务与个性化的增值服务……

为推动改革不断深入，十九届中
央军民融合发展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
议审议通过了《国家军民融合创新示范
区建设实施方案》，明确示范区建设的
指导思想、主要目标、基本原则和遴选
标准，努力探索军民融合发展新路径新
模式，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做法。

“中国航天近年来军民融合发
展的步伐愈发轻快。”中国航天科工
集团董事长高红卫表示，目前我国
已有2000多项航天技术成果应用
到国民经济的各个部门，对经济建
设和社会发展作出巨大贡献。

从突出强化军民融合发展顶层设计，到接连出台相关政策制度；从军民融合产业蓬勃兴起，到“军转民”“民参军”热潮
涌动……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军民融合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出发进行总体设计，组织管理
体系基本形成，战略规划引领不断强化，重点改革扎实推进，法治建设步伐加快，军民融合发展呈现整体推进、加速发展的良
好势头，全要素、多领域、高效益的军民融合发展格局加快形成，书写出波澜壮阔的时代新篇。

欧盟就美国钢铝产品
关税政策继续与美谈判

利比亚海军在西部海域
救起125名非法移民

在去年北京国际军民融合材料与装备展览会上，宝钛集团展示全球唯一采用钛合金骨架的旋翼机（资料照片）。新华社发

形成全要素、多领域、高效益
军民融合深度发展格局

加快破除“民参军”“军转民”壁垒

高质量建设推动
军民融合深度发展的“试验田”

开创新时代军民融合深度发展新局面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军民融合发展成就综述

叙政府军收复东古塔一处战略要地

3月10日，在比利时布鲁塞尔，欧盟委员会
主管贸易的委员塞西莉亚·马尔姆斯特伦（右）与
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就美国钢铝产品关税政策
继续谈判。 新华社/路透

这是3月10日在叙利亚东古塔地区拍摄的
建筑上空升起的烟雾。叙政府军当天在东古塔地
区收复一处战略要地。 新华社/法新

3月10日，在利比亚的黎波里，非法移民抵
达一海军基地。利比亚海军10日在该国西部城
市扎维耶附近海域救起125名非法移民，其中包
括14名妇女和4名儿童。 新华社发

杨惟尧滑动着手机上的航拍图，兴
奋地向笔者介绍春节前刚建成开启的
日月广场灯光夜景。从航拍图上可以
看到，整个日月广场被绚烂的灯光装饰
成凤凰的形状，寓意吉祥、如意。

一段航拍大英山灯光夜景的微信
视频，令无数海口人在朋友圈转发，并
配文向海口“表白”。

据介绍，该灯光景观项目耗资百万
元，于2017年12月开始策划实施，仅
用不到3个月的时间便完成建造。杨
惟尧说：“我们用海航速度向海南建省
办经济特区30周年献礼，也为市民游
客的春节假期‘添光添彩’。”

日月广场东、西区的中间是一片约
10万平米的公共绿地及广场，这里有
漫步小道、健身设施、儿童游乐设施和
球场，夜晚会上演精彩的音乐喷泉秀，
是繁华商圈中的休闲地带。

杨惟尧坦言，在寸土寸金的市中心
地段拿出如此大面积的土地建设市民
公共活动场所，海航付出了很多努力，
也体现了海航“大众分享”的企业理
念。他介绍，今年还将在广场上设立水
幕电影，展现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30
周年的历程，宣传海南文化与精神。据
悉，该项目已完成规划，进入实施阶段。

大英山CBD还将打造文化创意街，
将大英三街打造成一条艺术街区，展现
涂鸦、绘画等艺术作品；将省府北路打造
成一条浪漫爱情路，用唯美诗词和爬藤
玫瑰装扮街道，浪漫氛围弥漫其中。

杨惟尧表示，大英山CBD将打造成
全国“最美CBD”。如今看来，日月广场
灯光景观造就的美丽夜景，以及海口双
子塔、海南大厦、新海航大厦等超高建筑
缔造的华美天际线，加之点缀其中的特
色景区，这座“最美CBD”已呈现眼前。

契合国际旅游岛建设和海南全域旅
游战略实施的机遇，大英山将被打造成
城市度假区。 （本版撰文/曾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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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英山CBD全业态布局“城中城”
向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30周年献礼，打造海口城市新生活

无论在哪个城市，CBD都毫无疑问地代表着城市的最中心，商
业的聚集地。

高耸林立的大厦、摩登时尚的商场、行色匆匆的高级白领……
无数人把在CBD工作、生活当作奋斗的目标。

若你遇到海口人，问他海口的CBD在哪，他定会骄傲地告诉你
在“大英山”！

“我的单位在大英山CBD写字楼！”
“走，咱去大英山日月广场吃饭逛街！”
“嘿，你看这手机微信上这么漂亮的海口夜景视频，拍的就是大

英山那里！”
……
“大英山”已经成了海口人生活绕不开的日常。
但你知道吗，这并非大英山的所有。未来，大英山CBD将有13

万人居住生活，10万人工作就业，一座海南真正意义上的中央商圈
正以蓬勃发展的势头，一步步发展成为名副其实的“城中之城”。

穿梭在大英山的写字楼中间，
高耸的楼宇，时尚的建筑风格，连同
忙碌的白领一族，都能令人感受到
跳动着的时代脉搏。

CBD的价值在于，利用完备、
高端的商务配套，吸引大型、顶尖企
业入驻，形成磁场效益，以区域带动
城市发展。大英山CBD也是如此。

大英山CBD上的海南大厦、互
联网金融大厦已建成并投入使用，
其中，海南大厦作为目前海口已交
付的最高端写字楼之一，已有海南
省农信社、中石油及海航地产等一
批实力企业进驻；而海南互联网+
金融的创新创业基地——互联网金
融大厦，已有太平人寿、华为等500
强企业以及海南数据谷签约进驻。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建设银行、
中国农业银行、邮政储蓄银行、中国
光大银行、中国银行、招商银行、海
南农信社等金融机构都将海口的办

公地址设在了大英山CBD。这里
已成为海口的金融中心。

未来，随着更多的顶尖企业入
驻，大英山CBD必将成为海口城市
经济实力的象征。

目前，海口的最高楼是总高度
为249.7米的海航国际广场，而正
在建设中的海口双子塔以超过400
米的高度刷新纪录，将成为海南第
一高楼及海南地标性建筑。

据介绍，海口双子塔为海南省、
海口市重点项目，南塔设计建筑高度
428米，北塔设计建筑高度429米。
双塔以国兴大道为对称轴镜像而立，
寓意城市大门，是大英山CBD新城
市中心的地位承载。

此外，由于海口市抗震设防烈
度为8度，地震加速度值为0.30g，
加上海口为台风高发区，这使得该
项目的建设难度与台北101、马来
西亚双子塔并列全球第一。该项目

还获得了2017年度—2018年度中
国建筑城市新地标奖。

据悉，该项目南塔部分计划于
2020年底建成交付，北塔计划于
2023年底建成交付。落成后，南塔
将是一座集超五星级酒店瑞吉酒
店、万豪SOHO公寓、高级会所餐
厅、超5A甲级写字楼等多功能为
一体的综合性超高层大楼；北塔也
将集超五星级酒店华尔道夫酒店、
超5A甲级写字楼、顶部高级观光
餐厅、顶级精品商业等为一体。投
入运营后，预计每天为超2万人提
供工作和生活空间，可为300万游
客提供观光服务，为周边的餐饮、酒
店、购物等行业吸引大量人流，从而
带动一系列产业发展。

海航地产总裁杨猛表示，海口
双子塔是海航集团作为海南目前唯
一的世界500强企业为海南人民奉
献的一个作品。

自 2016年起，众多商业综合体扎堆海
口，各家大型商场相继开业。这其中，海口日
月广场48万平方米的总建筑面积格外抢眼。

海口市民周旋还记得，日月广场开业前
夕，她便和朋友约好，一定要在开业当天就

“冲”过去。“很多期待已久的品牌进驻，真的
可以过足逛街瘾！”

实际上，日月广场开业前，由于它独特的
设计和众多品牌的进驻，便已经在海口人的

“朋友圈”内被刷了个遍。
据介绍，日月广场总投资约50亿元，分为

东区、中区和西区三个地块，打造了“一个中
央广场、两个商业文化区”为框架的大型商业
文化综合体。它以12星座命名12栋商业建
筑，集购物、餐饮、休闲娱乐等业态于一体，拥
有室内免税商场、室内真冰冰场、图书城、
IMAX影院、剧院、运动会所、KTV、美食、快
时尚、电器大卖场等商业设施，更引进了首次
进入海南的H&M、ZARA、无印良品、SASA
等国际知名商业品牌。同时，还配备有机动
车停车位数3010个。

日月广场的东侧是正在建设的海航中心，
同样是一个商业综合体，总建筑面积11万平
米，预计将于2020年开业，它的开业将标志着
大英山CBD成为海口高端商业中心。据了解，
海航中心正在建设一条“空中天街”，届时，市
民游客不仅可以在地面和地下购物、娱乐，还
能在建筑物的顶端游览、闲逛，体验别样乐趣。

在海南大厦北侧，国际美食街和传统美
食街正在热火朝天地进行外立面的建造。建
成后，来自世界各地的美食和中国及海南的
传统美食将汇聚于此，调动吃货的味蕾。

此外，为缓解海口高端教育资源不足的
难题，大英山北侧建设了人大附中海口学校，
预计将于今年开学。大英山南侧建设了海南
慈航国际医院，初步计划于今年开业。

此外，海航地产正在研究将智慧城市建
设融入大英山CBD。海航地产副总裁杨惟尧
说：“不久的将来，你只要进入大英山CBD，通
过一部手机就可以找到最近的停车位，了解
餐厅的排队情况并预约排号，无论工作、生
活、娱乐都可以通过信息化手段处理。”

顶尖企业+城市地标 商务集群彰显城市实力 综合商圈+公共配套 打造城市中心摩登生活

灯光夜景+华美天际线

美丽CBD精彩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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