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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陈玺撼）

郊区落后产业的环保问题，

已经成为困扰周边居民的
主要烦恼。

噪声让村民
不敢开窗
今年 7 月 23 日， 金山

区收到中央生态环保督察
组交办的信访件，反映金山
区张堰镇内多家工厂存在
噪声、臭味扰民问题，这些
工厂包括帅翼驰新材料、海
韬机械、起帆电缆等。

秦望村村民俞秀红称，

这些工厂的噪声源和他们
的距离最近只有 50 米，尤
其是夏天，工厂里废气输送
风机和叉车搬运物料的轰
鸣声十分吵闹，加之作业产
生的粉尘，让村民们不敢开
窗。

金山区生态环境局立
即前往现场核查，环境监测
单位对帅翼驰新材料集团
有限公司进行了厂界臭气、

非甲烷总烃、 噪声的监测，

厂界昼夜噪声均超标：昼夜
监测排放值分别为 74 分
贝、77分贝，而《工业企业厂
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规定
的限值分别为 65 分贝、55

分贝。

针对帅翼驰公司噪声
超标排放的违法行为，金山
区生态环境局已约见企业
负责人，并立案查处，处以
16 万元的罚款。同时，加强
对周边企业的巡查力度。

7月 27日，当事人接到
厂界噪声超标报告后开始
整改， 替换掉老化的风机，

在风机外搭建隔音房和隔
音墙， 并培训施工人员，规
范他们的作业流程，相关整
改工作已于 8月 4日完成。

为避免夜间作业扰民，

这家企业还禁止在晚间进
行噪声排放严重的卸料作
业， 使用低噪声电动叉车，

逐步替换掉厂区内现存的 9

辆柴油叉车。

经监测， 帅翼驰公司的噪声排放已经达标，

周边居民表示认可。

劝退不合环保标准企业
今年 7月 16日， 金山区收到中央生态环保

督察组交办的信访件，反映枫泾工业区通过更换
工商名称， 保留了多家已于 2016年列入关停名
单的企业，并且接收周边区域淘汰企业，导致工
业区内多家企业存在无环评、环评造假、违规生
产、不符合产业导向等问题。

经金山区枫泾镇调查核实，中央第一轮环保
督察期间， 枫泾工业区共有 54 家企业被列入
2016年关停名单，目前已全部关停，园区也不存
在接收周边区域淘汰企业的情况。但由于园区成
立至今已有 20年， 随着上海生态环保法律法规
及相关标准的日趋严格，一部分行业、企业渐渐
“跟不上”，面临转型和淘汰。

在日常巡查中， 枫泾镇发现了一些不符合
生产准入、环保标准的企业。针对发现的问题，

枫泾镇工业区成立了专门工作小组， 对涉及的
企业进行劝退，从今年 3 月至今，已劝退关停企
业 25家。

下阶段，枫泾镇将进一步加强对辖区内企业
的巡查力度，发现问题即知即改。对于多次告知
仍不听劝阻的企业，将联合进行执法，确保长效
管理机制得到有效保障。

好一个“别开生面”！
胡冯彬

第八届世界中国学论坛已圆满落下帷
幕。这张黄浦江畔的学术“圆桌”，再一次见
证了海内外学者的思想交流和智慧碰撞。

回顾这届论坛， 有些片段让人印象深
刻。比如，美国亚洲协会名誉会长卜励德此
次获颁中国学贡献奖。 这位中美建交 40年
的亲历者和见证者，已从当年的“中国男孩”

成为耄耋之人。他在获奖感言中直言中国学
贡献奖将“一名外交工作者和私营部门管理
者纳入学术荣誉者行列。这意味着那些实际
主管外交关系的人士，能够与研究和分析外
交关系的学者一道，为这一领域作出贡献。”

中国学贡献奖获奖者身份多元化的转变，多
少可窥探出世界中国学论坛的变化，那就是
不再仅仅埋首故纸堆， 而是更多关注现实，

关注实际。而这恰恰是中国学能逐渐成为一
门“显学”的重要原因之一。

中国学是一门关于“中国”的学问，没有
中国，就无所谓“中国学”。中国学脱胎于汉
学，又广于汉学。如果说汉学关注的是传统
的“关于中国语言和文化的学术”，那么中国
学则不再限于这一研究范围，而是从人文领
域跨界至社科领域，诸如政治、经济、法律，

甚至外交等更为现实的领域。研究对象的转
变，随之带来的便是研究方法的丰富。有学
者认为“中国学在研究理论和方法上，不再
拘泥于考据、注句式的微观研究，开始广泛
地运用社会科学甚至是自然科学的方法进
行别开生面的研究。”

好一个“别开生面”！事实上，当看到第
八届世界中国学论坛的议程时， 就有人发
问：这不是政治学？那难道不是属于经济学
领域？怎么全都是中国学？这一方面表明，大
多数人对于中国学的认知依然停留在汉学
这一层面；另一方面却也证明，今日之中国
学越来越具有跨界性质。

从具体议题上看，这种“别看生面”有着
更深厚的内涵。有人总结了本届论坛的两大
亮点，一个是“一带一路”，一个是“发展”。看
上去与传统汉学研究似乎没太大关系，但恰
恰是当代中国，尤其是进入新时代的中国最
受世界关注的两个点。

“一带一路”被认为是中国为当代世界

提供的最受欢迎的公共产品，但是在推进“一
带一路”建设中，国际上有疑虑，也有一些指
责。为此，习近平主席在第二届“一带一路”国
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的讲话中特别指出，

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坚持开放、绿色、廉
洁理念，努力实现高标准、惠民生、可持续目
标，推动共建“一带一路”沿着高质量发展方
向不断前进。中国领导人的这番话，在本届论
坛期间经常会被中外专家提及， 可见其深入
人心。

围绕中国和世界的 70年，“发展” 是一个
关键词。本届论坛上，对于“发展”的讨论也有
新意，比如关于发展路径。不少学者都注意到
中国经济从高速发展迈向高质量发展所带来
的路径变化，并提出了各自的建议。这对于中
国经济实现新旧动能转化， 提升发展能级，无
疑具有积极的参考价值。

毫无疑问， 中国研究正日益凸显世界性，

而世界发展中的“中国元素”也逐步展现出特
有的魅力。所有这些，赋予中国学论坛动力和
活力。有理由相信，今后这张学术“圆桌”会有
更多令人惊喜的 “别开生面”。（作者为上海社
科院世界中国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第八届世界中国学论坛落下帷幕，圆桌会议专场论坛上数百与会者热议

中国美好愿景，令人充满新期待
■本报记者 王珍 夏斌 杨瑛

9月 11日，为期两天的第八届世界中
国学论坛落下帷幕。来自全球的数百位学
者围绕“中国与世界：70年的历程”这一主
题，举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世
界意义”“中国的改革开放与全球化”“中
华文明与世界文明交流互鉴”“中国的发
展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脱贫经
验与解决全球贫困”“中国的生态文明建
设与可持续发展”六场圆桌会议，以及第
二届“一带一路”上海论坛、青年汉学家上
海论坛两个专场。与会者对于中国发展及
其在全球治理中发挥的作用予以高度关
注，也充满新的期待。

“中国力量”惠及域外
70年来， 新中国为何能从站起来、富

起来走向强起来？ 在多个圆桌会议现场，

海内外学者从不同角度展开了热议，并对
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
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提
出了各自的解读。

中共中央党校原副校长李君如指出，

70年来，中国矢志不渝探索的是：人民怎
么掌握生产资料， 进而成为中国经济发展
的主体？人民怎么掌握政权，进而成为中国
政治生活的主人？要解决这两个根本问题，

关键在于既要坚持中国共产党对一切工作
的全面领导，又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中国在办好自己事情的同时，也在积
极为世界作贡献。来自波兰罗兹大学的学
者巴特，对中国在中东欧地区日益增长的
影响力印象深刻。“在中国的投资、建设和
协调下，以希腊比雷埃夫斯港为中心的区
域基础设施实现了互联互通， 波罗的海、

黑海和亚得里亚海（地中海）海域之间的
地理闭环初步实现。”巴特认为，这是“中
国力量”惠及域外的有力证明。

上海社会科学院原党委书记潘世伟
认为，当今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
局，中国将会是第一个以社会主义的方式
实现现代化的非西方大国。在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征程中，中国道路、中国经验、中
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将产生世界历史性的
参照价值、示范意义和深远影响。

中国对科研投入引人关注
当前，世界投资贸易格局出现了一些

变化， 这会对中国经济产生怎样的影响？

上海市经济学会会长周振华指出，世界投
资贸易是影响中国经济运行的重要变量，

当今中国的投资贸易与过去 40年相比已
发生很大变化，这与中国改革开放进程的
重要变化密切相关。改革开放的出发点从
发展社会生产力、 实现小康转为和平崛
起、推动全球经济一体化；中国改革开放
的地位从融入全球化、参与全球分工转为
主动推进经济全球化， 引领全球资源配
置；中国改革开放在方法上，从引进增量
促进改革变为以存量改革回应外资变量。

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理查德·弗里曼
从研发的角度解读了中国经济前景。他认
为， 中国未来会在科技上成为一个领导
者。从研发的角度而言，没有哪个发展中
国家有像中国一样的实力。这也是历史上
第一次看到一个国家还没达到发达国家
水平，却如此重视研发的投入。他认为，未
来中国会成为人工智能的巨人。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别研究部门
部长文森特·科恩认为，在短期内，持续的
贸易冲突只是全球经济中的 “灰犀牛”和
“黑天鹅”之一，消除和解决区域不平衡和
收入不平等才是关键所在。 从长期来看，

在中国昂首迈向新中国成立百年的过程
中，需要更好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
定性作用。

“一带一路”是世界“合唱”

与会学者认为， “一带一路”虽然是
中国提出的倡议，但绝对不是中国的“独
唱”，而是世界的“合唱”，追求的是与各国
人民的共享，提倡不同国家、各国人民的
全面参与。

布鲁金斯学会中国中心主任李成研究
员认为，“一带一路” 倡议是改变全球地缘
政治和经济格局的深远创举之一， 面对美
国政界、学界、媒体、智库的各种误解，需要
通过开放交流、换位思考，区分无理指责与
合理担忧。需要明确，“一带一路”倡议是中
国维持利益的合理需求而非扩张， 是对现
有世界经济秩序的补充而非替代。

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席、上海
社会科学院国家高端智库顾问王战认为，

中国的改革开放和“一带一路”倡议有天
然联系；强调“一带一路”倡议的基础是文
明的互鉴，世界中国学应重视对“一带一
路” 沿线国家在历史上对中国影响的研
究。他认为，中国“和而不同”的宗教文化，

江南“丝、茶、纸”贸易，以及儒商重视信任
信用的商业逻辑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文明共建也有着深刻影响。

马哈茂德：中国是个负责任行动者
■本报记者 杨瑛

尽管已来过中国好多次，但对巴基斯坦
前驻华大使哈立德·马哈茂德来说， 他对脚
下的这片土地依旧满怀敬意。在他的家乡巴
基斯坦，“一带一路”倡议下的中巴经济走廊
已取得显著成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马哈
茂德肯定了中巴经济走廊的作用和影响，也
对中国对外关系和国际地位作出积极评价。

马哈茂德表示，“一带一路” 倡议造就
了合作双赢的局面。一方面，如果仅靠巴基
斯坦自身力量， 许多重大项目无法开展，

“一带一路”为当地带来经济活力；其他参
与“一带一路”项目的中亚国家也都从中受
益。另一方面，中国凭借“一带一路”开辟了

许多新渠道，符合其自身利益。他还建议，

希望借助“一带一路”，未来中巴之间能进
一步加强人文交流。

在马哈茂德看来，“一带一路”是中国国际
地位提升的体现。在过去四十年里，中国已经
从一个相对孤立的国家，发展成为一个十分重
要的大国。如今，中国正处于不断变化的全球
权力矩阵的中心， 从观察者变成积极参与者，

中国的外事外交活动也成为国际关系的焦点。

尽管当前一些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和平崛
起存在误解，但马哈茂德认为，中国领导层的
决策极具智慧。在这种策略下，大国关系未必
会走向冲突或战争， 而是各方有所调整和让
步，从而都能从中受益。

“每个国家都有发展壮大的权利，中国当
然也有这种权利。”马哈茂德表示，当前应当探
索的是一种新型大国关系，也就是在各自发展
的同时互利互惠。

滨下武志：对接现实与历史的中国
■本报记者 夏斌

熟悉滨下武志教授的人，都说他生性严
谨、不苟言笑。但在第八届世界中国学论坛
上，他成了“说话最多”的明星。昨天，获颁中
国学贡献奖的滨下武志，在现场记者的争相
提问下，一聊就是一个多小时。

他强调，自己是“亚洲派”；又笑称，自己
中文之所以“还不错”，是因为把中文当成文
学来学，“授课的八位老师都是研究鲁迅的，

所以能学到很深度的中文奥秘”。

在同行眼里，滨下武志是一个不折不扣
的“资料发烧友”。早在上世纪 80年代，滨下
武志就从中国的东北地区出发，沿着海岸线
一路往南，途经浙江、福建，一直走到珠三
角，为的就是把“现实中国”与“历史中国”更
好地对接起来。

凭借对中国近现代经济史的精深造诣，

76岁的滨下武志俨然成为日本 “回到亚洲”

思潮的领军人物。“在历史研究者眼中，欧美
长期以来被视为坐标轴，亚洲只不过是围绕
这一坐标轴运动的一个函数而已。 我的目

的，就是要从亚洲国家的立场和视角出发来设
定研究课题，以加深对中国、对亚洲、对世界的
历史、现在和未来的全面理解。”

“中国经济有着非常明显的地方性特色，

但也具有深厚的海外联系，历史上曾经缔造出
一个庞大的中华经济网络。”滨下武志认为，这
一经济网络的形成，得益于历代华人移民向南
洋扩散。扩散不是“离散”，是“散”而不“离”，通
过海域网络连接起了中国与世界。

在滨下武志看来，全球化正在步入新的阶
段， 这一现实要求东亚区域化进一步发展。同
时，伴随人类进入后工业时代，如何在人力资
源与自然资源之间创立一种新的平衡与循环，

值得海内外有识之士共同探讨。“为了应对这
一根本性变化， 我们需要创建遍及全世界、打
通自然科学、 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知识网
络。”滨下武志认为，这可以从中国传统和亚洲
历史中汲取智慧。

施舟人：中国故事值得更多人讲述
■本报记者 杨瑛

生在瑞典，长在荷兰，施舟人应是位地
道的欧洲绅士。但眼前的耄耋老人除了高挺
的鼻梁以外，俨然是个“中国老头儿”：中文
流利，爱打太极拳，说到尽兴时还会随口诵
起几句《孟子》。采访中他的电话响了，他略
带腼腆地连声道，“我不好，我不好”。在第八
届世界中国学论坛上，这位欧洲著名汉学家
在谈起道教时表示，中国文化的传播是一种
全球趋势。

很多人都好奇，一个土生土长的欧洲小
伙为何会对老庄之学情有独钟？施舟人笑着
回忆道，其实自己在年轻时是个“不太好的
学生”。他最初喜欢美术，曾在博物馆里当助
理，却发现馆藏丰富的欧洲博物馆对中国文
化并不了解。后来，他进入法国巴黎大学学
习汉学。“每个星期六早上，老师会让我们看

《道藏经》，用的是原始资料，不用课本。”施
舟人与中国的缘分也就此开始。

如今，施舟人是法国汉学界的第四代研

究者。他表示，道教研究一直是法国汉学的重
要组成部分。也正因为有了法国汉学界几代人
的不断研习、积累与传承，才有了他个人今天
的学术成就。

当被问及今人研究道教具有何种现实意
义时，施舟人举了个例子：东西方哲学对于空
间和时间的看法有所不同。但其实，道教中就
有阴阳的概念， 这是古代中国人民的自然观，

但西方不了解。“90%的人还不认识道教，还有
很多东西可以学。”

好在，道教和中国文化正在走向世界。施舟
人说，欧洲人以前会觉得汉学是“绅士俱乐部”，

并非普通人所能触及。 年轻时他在法国街头打
太极拳，被误认为是在跳舞；现今，全欧洲到处
都有打太极拳的团体组织，中文也很有影响力。

近年来，施舟人致力于推动中国“五经”的
翻译。他表示，希望有更多年轻人研究汉学，以
后的“中国故事”能由更多中国人来讲述。

自贸区国别中心理事会成立
本报讯（记者 王志彦）由上海外高桥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牵头、各国别（地区）中心运营主体担
任理事单位的上海自贸试验区国别（地区）中心
理事会昨天成立。

上海自贸区国别（地区）中心建设自 2014年
启动以来，作为“服务‘一带一路’市场要素配置
枢纽”的重点工作项目，一直受到社会各界的高
度关注。此次理事会的成立有助于加快推进国别
（地区）中心建设，强化品牌宣传力度，提高感受
度与体验度。

下一步，理事会将在上海自贸区管委会和相
关职能部门的支持下，在森兰商都建设多功能展
示厅，打造集宣传推广、展示互动、共享办公、快
闪直播等多元化的复合体空间。同时，理事会将
进一步深度挖掘国别（地区）中心的平台服务需
求，提升功能定位高度，在现阶段以贸易服务功
能为主的基础上，叠加对外投资、文化交流、旅游
培训等服务贸易功能，赋予国别（地区）中心更广
阔的功能和内涵。

兰州旅游推介会在沪举行
本报讯 （通讯员 管军 记者 任俊锰）兰州

文化旅游资源暨产业项目推介会昨天在沪举行。

推介会旨在推进兰州与重点客源地市场的交流
与合作，挖掘上海旅游市场“引客入兰”的新增长
点。

此次推介会由兰州市委宣传部、兰州市文化
和旅游局、兰州市合作交流办、兰州市工商联、兰
州市政府驻上海联络处联合举办。

施舟人 1970年担任法国高等研究院中
国宗教讲座教授。1993年起兼任荷兰莱顿大
学中国历史讲座教席、荷兰皇家科学院院士。

滨下武志 日本著名历史学家、汉学家。

现任中山大学历史系世界史教授、东京东洋
文库研究部长。

哈立德·马哈茂德 巴基斯坦前驻华大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