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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伟

如果说，节日是一个季节的性
格，那么，相对于春华秋实的嘉誉，
夏日若少了“四时花竞巧，九子粽争
新”的端午，即便是有炎炎酷暑的助
兴，恐怕也会显得有些单调了。

给夏日画龙点睛的端午，“正
是浴兰时节动，菖蒲酒美清尊共”，
老百姓在五月初五这一天，用草药
煎水沐浴，以驱邪气，制菖蒲泡酒小
酌，尽得滋味。民间端午手系彩线、
门挂艾蒿的习俗，千古而然，至今流
传。也不惟普通人家在端午日盘丝
系腕，巧篆垂簪，古时的帝王将相
也同样在这一天兴致高涨，与民齐
乐。李隆基《端午武成殿宴群官》有

诗云：“端午临中夏，时清人复长”，
作为一国之君的玄宗皇帝，端午节
体察气象时令，抒发盛世豪情。

而五月的端午，可能是中国所
有传统节日中最讲究风水的一个。
客观说来，注重择时乘气的风水，
并不完全就是一种迷信，风水其实
包含了先民对宇宙万物和生命起
源最原初的一种观察和思考。而饶
有意味的是，夏季本身就是一年四
季中最风生水起、吐故纳新的一
个，讲究逢凶化吉、趋利避害的端
午降生于夏季，或许并非偶然。

人文系于天文，风水生成风
俗。端午的风俗除了拴丝线、挂艾
草、赛龙舟、吃粽子等之外，还很难
离开一个“祭”字：无论说端午是源

起古代吴越地区的龙图腾崇拜，还
是发端于江浙一带悼念伍子胥，抑
或是如今更广为人知的“节分端午
自谁言，万古传闻为屈原。”我们看
到，礼拜供奉，祭祀水神、龙神，抑或
历史英魂，端午的起源，从庙堂到江
湖都与“祭祀”紧密相关。通过对远
古图腾抑或英魂先烈的寄望，对那
种昂扬奋进意志的铭记（龙图腾），
对忠诚勇敢行为的表彰（伍子胥和
屈原），华夏子孙以端午为节点，给自
己形设了一片深远的精神飞地。

承载着祭祀意义的端午和作
为传统节日的端午，又非常具有中
国气派——所谓“国之大事，在祀与
戎”，中华文化的根脉，不从来都是
与祭祀有着最紧密的关联么？从这

个意义上说，在火热的夏日，突出祭
祀这样一个主题，似乎又显得别有
深意：在暑气蒸腾的夏日，捧一盏清
酒，折一束苦艾，于动静相宜中觅得
一份故人沉思与心境安宁。

现如今的端午，风俗意义已远
超过其风水意味，祭祀追怀也由古
老的图腾崇拜，逐渐转变为祭奠一
位忠君爱国的浪漫诗人。在中国文
化的历史长河里，从来不乏诗意的
酵素，当绵延千年的粽香，携带周秦
汉唐的气息，从茫茫禹迹一路跨越，
飘向神州海外，我们对端午的风水
想象和风俗追忆，酝酿的正是一种
浓得化不开的中华精神乡愁。
（作者为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后）

来源：中国网

端午风俗:酝酿中华精神乡愁

周民良

对于雄安新区，学术界持有不同
看法。一些所谓的唱衰，无非就是从
沿海、沿路、临水等角度看，雄安新区
不具有优势。按照以往新城设立原
则，沿海可以收对外开放、畅通贸易
之利；沿路可利用现有的交通设施，
保障人员与货物往来；临水可形成
水城交融之势，保障城市生产生活
持续运行。的确，雄安新区不沿
海、不沿路，又处在时有旱象的华
北平原，但笔者恰恰就属于唱好派。

首先，沿海沿路布局并不成为
现代新区建设的首要考虑。这是因
为，不同经济发展阶段对新区建设
的要求不同。在对外开放初期，建
立外向型产业基地是时代需求，当
然需要选择沿海港口。但在转型升
级成为国家重点时，新区设立就不
以货物贸易往来为导向，选择港口
并不是必要条件。同时，建设联通
雄安新区与其他城市的交通连接
线、加大雄安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
力度，在资金上、技术上、能力上
都不成为障碍。现在不沿路，不等
于未来难行路。

其次，水资源不成为雄安新区设
立的制约因素。华北平原固然缺水，
但雄安新区依托白洋淀，一池湖水可
以解决雄安的生态用水；适当扩张白
洋淀汇流区，并在雨季增加库容，可
提高用水保障度；南水北调工程增设

向雄安的输水管道，可对新区适度补
水；华北夏秋之际多雨云，可人工增
雨，等等。即使所有这些因素都不存
在，以用水需求否定雄安新区设立的依
据也不充分。新区建设的出发点是要疏
解北京的非首都功能，把部分经济社会
活动由北京疏解到雄安，其用水需求也
只是在华北平原地域上做了简单位移，
究竟是有利于解决水的问题，还是不利
于解决水的问题，一目了然。

从京津冀协同发展角度，雄安处
于一个以北京为顶点、以京广、京津
两条轴线为两翼的扇形三角展开地
带，可接受各大城市的辐射和扩散，
便于和主要城市沟通、交流。尤其是，
在首都以南设立雄安新区，就是要建
立一个相对于北京的“反磁力中心”，
明确疏解工作的头与尾、本与末，抵
消北京吸引力，增加雄安新区对资源
与要素的吸引力，既缓解北京大城
市病，又增大雄安的经济存量，还使
疏解成本不至于过高，是一个双赢
的选择。雄安新区虽位于河北境内，
但为党中央、国务院设定，而非河北
省自定新区，政治地位相对超然。在
雄安新区召开京津冀协同发展会
议，就既无“主场”“客场”之分，亦无

“龙头”“龙尾”之争，笔者甚至以为，
把京津冀协同发展协调机构放在雄
安，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京津冀协同
发展智库研究员、博导）

来源：人民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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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自动控制联合会复杂大系
统技术委员会主席汪小帆在《人民
日报》刊文说，网络在促进经济全
球化深入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一
定的负面冲击，要科学应对其带来
的风险和挑战，就要尽量避免网络
非均匀发展导致的“富者更富”。

网络中的连接往往不是均匀分
布的，而是具有明显的非均匀性或
不平等特征：少量节点的连接很
多，而大部分节点的连接较少。例
如，社交网络上少数人拥有很多粉
丝或好友，航空网络中存在少量航
线特别多的枢纽机场等。在网络科

学中，这种非均匀性也被称为无标
度特征，它意味着平均值不再具有
典型意义。研究表明，如果网络在
发展过程中出现非均匀发展的现
象，即新节点更愿意与网络中的高
连接度节点相连，网络连接就会出
现“富者更富”的局面。今天，全
球发展之所以出现严重失衡，与全
球经济网络的非均匀发展紧密相
关。因此，在网络节点和连接不断
增加的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应通过
有效的机制促进网络均匀发展，最
大限度避免出现“富者更富”的不
平等现象。

促进网络均匀发展 避免“富者更富”

上海外国语大学国家语言文字
智库沈骑教授在光明网撰文认为，
语言能力建设是“一带一路”的基
础性工作。

第一，语言是促进“民心相通”
的根本保障。“民心相通”是“一带一
路”建设的社会根基，加强语言教育
与语言传播，能够促进沿线国家和
地区的语言互通和文化交流，进而
实现“民心相通”。第二，语言是
服务“互联互通”的重要支撑。互
联互通是“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
内容和基础工程，涉及各国基础设
施、制度规章以及人员交流等多方

面开放与合作，扎实可靠的语言知
识储备和外语能力将成为“互联互
通”的重要支撑。第三，语言是确
保丝路安全的战略资源。丝路安全
问题的跨国性和外溢性会使相关国
家处于“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情
况。语言在防范、规避、预警及保障
丝路安全问题时，在消除和化解非
传统安全威胁和风险过程中，都具
有无可替代的战略价值。第四，语言
是彰显国家实力的重要标志，国家
语言强弱，不仅是国家盛衰的标志，
国家语言能力也会促进国家的发展
与强大，维护和拓展国家利益。

语言能力建设是“一带一路”的基础性工作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赵福军等
在《经济日报》刊文认为，现行 PPP
相关税收优惠政策是通过完善促进
公共服务事业发展相关的税收优惠
政策得到支持的，部分税收优惠政策
主要面向政府及事业单位，同时部分
税种的税收优惠政策只是针对公共服
务。应该看到，当前的税收优惠政策安
排不足以激发PPP的全部潜力：第一，
土地使用税、房产税、契税等优惠政策
主要面向政府及事业单位，对 PPP
针对性不强；第二，针对公共服务实
施的税收优惠范围较窄；第三，税收

优惠期限较短，不能满足 PPP 的需
要；第四，部分与PPP模式发展相关
的税收政策还有待完善。

因此，亟需加快完善与 PPP 模
式发展相适应的税收优惠政策体
系，加快完善相关税收政策体系，将
PPP模式撬动公共服务事业发展的
潜力激发出来：一是加快探索建立
与PPP模式发展相适应的税收优惠
政策体系；二是尽快完善现行与
PPP模式发展相适应的税收优惠政
策；三是加快出台针对 PPP 资产移
交阶段的税收优惠政策。

完善税收优惠政策 激发PPP模式潜力

上海师范大学教授何云峰在
《文汇报》刊文认为，劳动幸福是文
化价值体系的核心，劳动幸福的最
根本标志是创造性诚实劳动得到应
有的尊重。作为社会主义最核心的
价值主张，“尊重劳动”有其特殊的
含义，即尊重劳动展现社会主义的
本质。

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劳动是一
切平等的根源、一切自由的根源，以
及人的价值的根源。因此，尊重劳动

可以看作是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
征。如果说资本主义坚持的是所谓
天赋人权，那么社会主义坚持的就
是劳动人权。这是因为：尊重劳动反
映了社会主义不同于资本主义之最
根本的核心要旨。资本主义强调资
本，甚至唯资本至上；社会主义则把
尊重劳动当作社会立法、社会公平
正义以及自由的根源和终极说明。
只有劳动得到应有的尊重，社会才
能达到劳动幸福的整体状态。

劳动幸福是文化价值体系的核心

N 本期聚焦

徐侠民

中东欧地区地处“一带一路”
的重要区域，区位优势独特，而
且劳动力成本和人才、技术等相
对优势明显，是中国企业进入欧
洲市场的优质“门户”，是中欧
经济合作的桥头堡。深度了解中
东欧国家经贸环境，是加强与中
东欧国家经贸合作，助推宁波企
业“走进”中东欧的重要前提条
件，有助于培育一批熟悉欧洲经
贸环境、走得进欧洲的跨国企
业，助力宁波国际港口名城、东方
文明之都建设。

一、中东欧国家经贸环
境：差异明显、趋欧盟化

中东欧 16 个国家差异性大，
非同质化现象突出。在地理分布
上跨度较大，可分为中欧国家、东
南欧国家和波罗的海国家；在国
土面积和人口规模上也存在显著
差异，最大的国家波兰国土面积
约 32 万平方公里、人口 3800 多
万，而最小的国家黑山国土面积
1.38万平方公里、人口仅62万余。
中东欧国家经过20余年“欧洲化”
转型，却呈现出不同的进程状态，
形成了多样的区域性组织结构，
差异明显；目前有 11个为欧盟成
员、5个加入欧元区、8个为申根国
家、13个为北约成员；尚未入盟的
国家有塞尔维亚、黑山、马其顿、波
黑和阿尔巴尼亚，但这些国家均以
加入欧盟为对外政策优先目标。

1、经贸体制日趋“欧盟化”。
从 20世纪 90年代开始，中东欧国
家从中央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市场
经济体制，中东欧国家加速推进

“欧盟化”进程，纷纷争取加入“欧
盟”大家庭，至目前已有11个中东
欧国家加入欧盟。欧盟成员国的
市场和技术准入标准较高，新成
员国产品必须符合欧盟技术标
准，适用共同体的非关税措施，包
括反补贴、反倾销、保障措施、数
量限制和进出禁令等；新成员国
与非欧盟国家的贸易受欧盟共同
贸易政策的约束；尚未加入欧盟
的中东欧国家均以加入欧盟为目
标，其贸易体系日益开放，贸易体
制与欧盟逐步接轨。

2、投资营商环境改善显著。
在投资政策方面，中东欧国家对
外资实行各自的优惠政策，入盟
新成员国优惠政策受欧盟法规的
约束。已加入欧盟的中东欧国家，
其会计法、银行法、竞争保护法、
公司税法、消费者保障法、关税法
及金融服务法等已与欧盟法律实
现对接；在税收方面，其税收体系
日益与西欧趋同，建立了现代的
以增值税和所得税为核心的税收
制度，其中部分中东欧国家实行
单一税率制度。在营商环境方面，
根据世界银行数据，中东欧国家营
商便利指数2017年较2014年成倍
改善，2017年全球190个国家和地
区的营商指数排名显示，马其顿和
波罗的海三国营商环境名列前茅。
加入欧盟的中东欧国家基础设施
市场受到欧盟的严格监管，对项目
招投标、工程施工以及技术标准
均有严格的法律要求。

3、金融环境日渐便利。目前
中东欧国家金融环境受欧盟金融

政策影响，实施资本账户自由
化，对外汇管制较少。当前中国
银行业正逐步进入中东欧国家，
中国与中东欧国家金融合作越来
越广泛。中国银行机构已在波
兰、匈牙利、捷克等设有分支机
构，波兰成为首个加入亚投行的
中东欧国家，中国与匈牙利有
100 亿人民币规模的双边本币互
换协议，中国工商银行与捷克、
波兰、拉脱维亚等国家组建 100
亿欧元中国-中东欧基金等。这些
为走进中东欧的宁波企业提供更
加便利、更加坚实的金融服务与
金融保障。

4、人力资源素质较高、成本
相对较低。目前，中东欧国家大
多未出现老龄化现象，劳动力充
沛，且每年培养了大量的大学
生，其中 70%大学生熟练掌握外
语，人力资源素质高、成本低，
极具优势。

5、交通物流环境日趋畅通、
便捷。近年来，中东欧国家交通物
流等基础设施建设上也得到了极
大改善，其中斯洛文尼亚、匈牙
利、捷克、斯洛伐克、克罗地亚等
国家的基础设施较为完善。目前，
中东欧各国都在加大基础设施建
设，大力改善本国交通运输网络、
港口设施的运行能力。

二、中东欧发展需求与
宁波企业机会：需求多元，机
会多现

1、 贸 易 ： 升 级 “ 全 球 买
卖”枢纽。一是双边贸易额显著
增长。2016年，中国与中东欧进
出口贸易额为 586.54亿美元，其
中 宁 波 对 中 东 欧 16 国 进 出 口
23.65 亿美元，较去年同期增长
5.9% （ 按 人 民 币 计 算 增 长
12.6%），约占全国 1/25。二是双
边贸易新机会涌现。目前，中国物
美价廉的日用消费品在中东欧深
受当地消费者喜爱，中东欧国家
进口中国的食品饮料烟草、运输
设备、家具玩具出现较快增长；中
东欧国家特色产品对中国出口实
现较大幅度的增长，食品、化妆
品、日用品、母婴用品深受跨境电
商的喜爱。中东欧国家跨境电商
发展空间大，与宁波及浙江发达
的电商产业发展对接。三是宁波
优势与宁波实践将提速双边贸易
发展。开建金甬铁路，连接宁波舟
山港和义乌国际陆港，连通甬新

欧、义新欧班列，打造义甬舟陆海
双向开放大通道，畅通“买全球、
卖全球”贸易通道；以中国-中东
欧国家贸易便利化国检试验区落
户宁波为契机，率先实现双边贸
易“快进快出”“优进优出”的便利
化；以宁波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
验区建设为起点，打造联通中东
欧贸易的“网上丝绸之路”；力争
中国-中东欧国家投资贸易博览
会永驻宁波，以展会促进经贸发
展，使中东欧国家商品“走遍世
界、宁波最好”。

2、投资：甬企“新天地”。一是
对中东欧国家投资持续增加，投
资领域不断扩展，投资方式呈现
多元化。据不完全统计，中国企业
在中东欧国家投资超过 80 亿美
元，涉及机械、化工、IT、电信、家
电、新能源、物流商贸、研发、金
融、农业等领域；中东欧16国在华
投资超过12亿美元，涉及机械制
造、汽车零部件、化工、金融、
环保多个领域。目前匈牙利、波
兰、捷克、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
是中国在中东欧地区投资的 5 大
主要目的地。二是双方投资合作
空间大。目前双方在“1+16”合
作框架下，双方发挥各自的优
势，在产能合作、基础设施建
设、物流等领域扩大合作，其中
宁波舟山港有能力参与中东欧国
家港口建设。三是宁波企业在中
东欧积极有为。至2016年底，宁
波企业在中东欧国家投资设立企
业42家，核准中方投资额1.91亿
美元，实际中方投资额 1.53亿美
元；宁波在中东欧 9 国承接对外
承包工程合同额 1.74亿美元，完
成营业额 1.2 亿美元，工程类别
主要涉及电力工程、房屋建筑等
项目；中东欧国家在宁波设立投
资项目78个，合同外资2.13亿美
元，实际利用外资0.67亿美元。当
前，中东欧地区优质低价资产成为
宁波企业竞购新方向，中东欧已成
为宁波企业开拓的“新天地”。

3、重点产业：双向合作互
补。在农业及农产品领域，中东
欧国家农业基础与自然禀赋优
越，克罗地亚、罗马尼亚、保加
利亚、立陶宛和波黑等国具有发
展绿色环保农业潜力。保加利
亚、罗马尼亚等国是世界葡萄酒
生产和出口的主要国家，量丰质
优。波兰、匈牙利肉类产品比较
优势较强，波兰、捷克、塞尔维

亚蛋奶产品比较优势较强。在工
业产业领域，在纺织服装方面，
中东欧是欧盟纺织服装重要的生
产基地，在出口欧盟市场上占据
优势地位。在汽车制造方面，波
兰是欧洲汽车零部件主要生产国
之一，捷克是世界上汽车制造、
设计与研发集中程度最高的国家
之一。中东欧如作为整车制造基
地或配送中心，将大量节省从东
亚至欧洲的航运成本。在生物化
工及制药方面，部分中东欧国家
在生物技术、制药方面研发实力
突出。当前，宁波依托宁波生物
产业园等为载体，大力发展生命
健康产业，可成为适时引进中东
欧先进的生物化工及制药技术。
在高端制造业方面，中东欧地区
的飞机制造技术、船舶制造技术
等高端制造行业都具有良好的基
础。目前，宁波是全国26个城市
首批通用航空产业综合示范区试
点城市之一，已经在梅山、宁
海、杭州湾新区规划了通用航空
产业园，与中东欧地区先进的飞
机制造技术的有效对接，将有效
加快宁波通用航空产业的发展。
在旅游领域，中东欧国家都拥有
着丰富的人文景观和自然景象，
合作潜力巨大，尤其是旅游基础
设施、人才培训、宣传推广、便利
往来等合作机会日渐显现，宁波
旅游企业和民间资本具有很大的
发展空间。

4、基础设施与新能源：有机
参与，绿色发展。在基础设施领
域，中东欧国家基础设施落后于
西欧，交通设施落后、亟待投资改
造，市政、环保领域亟待改造提
升，通讯工程及网络信息化建设
需求强烈。宁波富有技术和管理
经验的企业开拓市场空间巨大。
在新能源领域，根据欧盟战略规
划要求，需确保2020年可再生能
源 占 总 能 源 消 费 的 比 例 达 到
16%。中东欧国家新能源开发起
步普遍较晚，有很大发展空间，
国家从政策及资金上给予了很大
的支持和倾斜，当前，中国在核
电、风电、水电、太阳能发电等
清洁电力领域已掌握了关键技
术，互补性强，其中以东方日升
为代表的宁波新能源企业正在中
东欧大展宏图，积极参与中东欧
新能源建设。

（作者为宁波中东欧国家合
作研究院副院长）

中东欧经贸环境与宁波企业发展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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