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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中国-阿拉伯国家博览会特刊

新丝

为深化中阿合作提供新动能
本报记者

徐惠喜

许

凌

宋博奇

2015 中国-阿拉伯国家博览会 9 月
10 日至 13 日在宁夏银川举行，近 2 万名
中阿政要、客商齐聚塞上江南，共谋深
化中阿合作大计。
本届博览会通过举办系列活动，从
政府、企业、民间等多层面深化中阿合
作，推动互联互通并取得了累累硕果。

“一带一路”成为焦点
本届博览会是在“一带一路”建设
大背景下召开的，“一带一路”成为各界
关注的焦点。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书记
李建华指出，中阿合作共建“一带一
路”的倡议，“赋予了中阿博览会新的内
涵，赋予了宁夏新的使命。”当前，宁夏
正立足中阿所需、宁夏所能，努力构建
空中、网上、陆上三条通道，打造中阿
人文交流合作、贸易投资便利化和金融
合作三个示范区，努力为国家“一带一
路”建设作出应有的贡献。
“中阿博览会将有力促进中华文明和
阿拉伯伊斯兰文明两大文明之间富有成
果的合作，共同推动人类的发展。”毛里
塔尼亚总统阿齐兹指出，毛中合作包括
很多重大项目，涵盖卫生、农业、海洋
捕捞、基础设施建设等各个领域，有助
于巩固双边关系。
中 国 商 务 部 副 部 长 钱 克 明 表 示:
“中方愿与阿方同心协力，从‘丝绸之
路’的历史经验中汲取力量，进一步巩
固务实合作基础，提高相互开放水平，
推动经济结构改革，为实现各自社会安
定、经济繁荣、人民幸福作出更大贡
献。”
苏丹投资部次长艾哈迈德·沙瓦尔认
为，博览会期间举办的“网上丝绸之路
论坛，有力促进了信息沟通。”苏丹政府
非常重视网上丝绸之路建设，致力于通
过网络来加强中苏之间的信息流通、解
决信息不对称的问题。他相信，这有助
于双方经贸合作的发展。
可以说，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契
合了中阿合作的现实需要，将为中阿关
系发展打开新的机遇之门。中国贸促会
会长姜增伟表示，中国贸促会将与有关
部门和宁夏自治区政府一道，促进中国
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企业、商协会
和贸易投资促进机构的机制化合作，为
各国企业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创造良
好的环境，进一步提升多边经贸合作
水平。

本报记者

图为中阿博览会主场馆宁夏国际会堂外景。

国际性平台作用凸显
中阿博览会是国家级、国际性平台，
宁夏是具体承办地。中阿博览会自 2013
年举办以来，已成为推进中阿务实合作、
丰富中阿关系战略内涵的重要平台。随
着中阿博览会的深入发展，中阿之间越来
越多的经贸政策在这个平台上沟通，越来
越多的丝路沿线国家在这个平台上展示
推介自己，越来越多的中国与阿拉伯国家
企业在这个平台上开展交流合作。在今
年的博览会上，新设的中阿工商峰会就吸
引了 12 个外国政府部门、52 个国外商协
会、66 家国外企业、14 家国内商协会和
145 家国内企业参会。科摩罗联盟副总
统穆哈吉表示：
“ 中阿博览会为中阿就双
方互利共赢合作与协商提供了广阔的平
台，这符合双方人民的利益。”
本届博览会着力探讨中阿在电子商
务、新能源、高科技、农业、卫生、文教、旅
游等领域的全方位合作，无疑具有十分重
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中阿博览会正在
逐渐发展为中阿高层对话、经贸合作、文
化交流、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合作机制

9 月 10 日，观众在 2015 中阿博览会新能源展区内
参观。
新华社记者 彭昭之摄

和综合性平台。
阿拉伯国家联盟助理秘书长阿拉里
说:“ 发展阿中关系已经成为阿拉伯国家
联盟的战略核心。”阿盟峰会强调中阿关
系的战略属性，尽管国际国内局势风云变
幻，中阿双方始终相互理解、相互支持、相
互信任。据悉，阿盟秘书处将把“一带一
路”倡议提交阿盟经社理事会，通过相关
决议来推动中阿合作论坛框架下多边经
济外交的不断发展。

务实合作成果显著
举办中阿博览会主要是为促进“一带
一路”沿线各国企业间的经贸合作。通过
中阿博览会平台，一大批中国企业走向阿
拉伯国家和穆斯林地区，宁夏的中银绒
业、塞外香等一批优势企业，已在沙特、阿
联酋、毛里塔尼亚等丝绸之路沿线国家投
资农业、石化、采矿业项目。阿拉伯国家
和穆斯林地区的一大批企业也走进了中
国，如阿联酋投资的宁夏六盘山国际旅游
休闲度假区已启动建设；埃及在吴忠清真
产业园区投资近 1 亿美元，建设奶粉、蛋
白质的项目已落地。本届博览会期间，中

9 月 10 日，观展者参观上海主题馆展出的轻工业
产品。
新华社记者 彭昭之摄

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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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博览会秘书处与阿拉伯农工商总联盟、
海湾国家合作委员会商工联合会签署了
战略合作协议，宁夏自治区政府与约旦卫
生部、农业部签署合作谅解备忘录，并决
定将中国—阿拉伯商事调解中心秘书处
落户在宁夏。
企业对接和考察洽谈是中阿务实合
作的重要内容。博览会期间，在中阿工商
峰会这一企业直接交流平台上，多场平行
对接会和个性对话会相继举行，其中包括
国内外知名商协会合作对接会、突尼斯经
贸合作专场推介对接会，以及其他涉及农
业、科技、能源等领域的企业合作对接会
等。工商峰会还安排了企业实地考察和
项目对接，组织阿方参会嘉宾、企业及中
方有意愿的企业赴银川综保区、阅海湾商
务区等园区进行考察。
据不完全统计，
截至 9 月 11 日，
签约项
目就达 158 个，包括合作备忘录 8 个、协议
项目 110 个、合同项目 38 个、其他项目 2
个。签约项目投资总额 1446 亿元。其中，
“走出去”项目 17 个，投资金额 596 亿元；
“引进来”
项目 106 个，
投资金额 846 亿元；
中阿合作项目 63个，
投资金额 661亿元；
涉
宁项目 147个，
投资金额 1235 亿元。

图为各国与会嘉宾在认真聆听和记录会议精
本报记者 徐惠喜摄

金秋九月，五谷丰登，塞
上湖城，商贾云集，一派盛
况。宁夏进入了中阿博览会模
式，世界目光再次聚焦宁夏，
期待宁夏。
以“传承友谊、深化合
作、共同发展”为宗旨，以
“弘扬丝路精神、深化中阿合
作”为主题的中国—阿拉伯国
家博览会在贺兰山下、黄河之
滨的宁夏银川拉开序幕。9 月
初，银川往返阿联酋迪拜的直
飞航班正式投入商业运行，连
接中阿“空中丝绸之路”的宁
夏通道水到渠成。
世界瞩目的是宁夏对外
开放新格局。宁夏充分利用
中阿博览会这一重要平台，
发挥内陆开放型经济试验区
徐惠喜
和银川综合保税区先行先试
的优势，加快贸易投资便利
化改革，全力打造丝绸之路
经济带战略支点，优化产业
布局，不断深化能源、金
融、文化、教育、科技等领
域合作，成为我国向西开放
的重要窗口。目前，宁夏已
与沙特阿拉伯等 12 个国家签
署了清真食品标准互认合作
协议，与 38 个国家、51 个地
区结成了友好城市关系，同
130 多个国家开展了文化、经
贸交流，这为宁夏融入“一
带一路”建设、进一步对外
开放奠定了坚实基础。
引人关注的是中阿博览会
内 容 丰 富 多 彩 。“ 一 带 一 路 ”
战略实施，赋予了中阿博览会
新的时代内涵和历史使命。本
届博览会积极融入到国家向西
开放和“一带一路”建设，安
排了以“164”为框架的系列
扎实活动，聚焦投资贸易、农
业、卫生、网络、技术转移和
旅游等领域，通过举办高端论
坛、专业展览和对接洽谈等系列活动，以及建设中阿产
业园、中阿文化园、中阿商贸园、中阿科技园、中阿信
息港等重要项目，努力构建空中、网上、陆上三条通
道，打造中阿合作先行区、内陆开放示范区、丝绸之路
经济带重要支点。
令人振奋的是中阿务实合作前景广阔。在高层互访
和多层次交流机制的推动下，中阿经贸合作发展势头良
好，呈现出快速、全面和深入发展的特点。对阿方而
言，中国已经成为第二大贸易伙伴及重要的原油出口市
场。对中国而言，阿拉伯国家已经成为第七大贸易伙伴
和最大的原油供应基地。去年中阿贸易额达到了 2512
亿美元，中国对阿直接投资存量超过 100 亿美元，中企
在 阿 累 计 签 订 承 包 工 程 合 同 额 2551 亿 美 元 。 展 望 未
来，中阿务实合作是全方位、开放式、包容性的合作，
具有很强的亲和力、凝聚力和生命力，双方决定构建中
阿合作新格局，以能源合作为主轴，以基础设施建设、
贸易和投资便利化为两翼，以核能、航天卫星、新能源
三大高新领域为新的突破口，争取到 2023 年把中阿贸
易额提高到 6000 亿美元，把中国对阿非金融类投资存
量增加到 600 亿美元。
宁夏，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是中阿友好往来
的桥梁纽带。今天，中阿博览会已在国际上产生了广泛
而深远的影响，得到了包括阿拉伯国家及其他穆斯林国
家等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的广泛认同，不断为中阿
合作注入新的正能量。作为丝绸之路经济带上的重要支
点，世界瞩目宁夏，期待宁夏！

智慧城市点亮新丝路
本报记者

携手努力

深化合作

——访约旦工业和贸易大臣玛哈·阿里
本报记者
作为本届博览会的主宾国，约旦国
王阿卜杜拉二世率领由政府官员、商界
代表和企业界人士等近百人组成的大型
代表团参会，为博览会带来了约旦国家
馆展览、旅游推荐、投资推荐、企业洽
谈、文艺演出等丰富多彩的活动。
期间，约旦工业和贸易大臣玛哈·阿
里就“一带一路”、中约双边经贸投资合
作等话题接受了本报记者的采访。玛哈
强调，阿方愿与中方携手努力，共同加
强和深化阿中各领域的务实合作。
记者：如何评价中约双边经贸投资
合作现状，对未来发展有何展望？
答: 约 中 双 边 经 贸 关 系 近 年 发 展 迅
速，中国已成为约旦第二大贸易伙伴，
去年约中贸易额达到 26 亿美元，约方对
此感到满意。博览会期间，约中双方在
可再生能源、页岩油、铁路和教育等领

域签署了协议和谅解备忘录。双方在能
源、通讯、高等教育、旅游、卫生等领
域有着广阔的合作空间，加强这些领域
的合作，将为约中关系的发展开辟新天
地，有利于实现互利共赢。
约旦奉行开放的经济政策，在投资
等各领域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当前
正在推进旨在提高生产和竞争能力的改
革，制定以“约旦愿景 2025”为题的未
来 10 年经济社会发展规划。约旦愿与中
方就发展规划实施对接，拓展互利共赢
的务实合作。
记者：中阿博览会对推进中国与阿
拉伯国家间经贸合作起到了什么样的作
用？
答:中阿博览会是一次加强阿拉伯国
家对华经济贸易合作的重大机遇，为中
国与阿拉伯国家之间的经贸合作敞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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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大门，也是重启丝绸之路合作、紧
跟世界潮流、提升中阿经贸投资合作水
平的积极举措。约旦在展会上设立了国
家形象展区和企业商品展区，采用表
演、实物和图片形式展示约旦社会经济
发展成果及独特的民俗文化，希望借此
向中国民众介绍约旦，让中国了解约
旦，从而吸引来自中国的投资，促进约
旦经济发展。可以说，博览会为约旦和
其他阿拉伯国家商界人士与中国同行提
供了直接接洽的机会，让双方更多地了
解对方的投资环境和商业机会。我们期
待双方共同致力于贸易与投资机遇的增
长，在共同关心的领域里建立新的伙伴
关系，期待着中阿博览会能够提出相关
的倡议和建议，加强中阿人民之间的经
济合作和友谊。
记者：约方如何看待“一带一路”

倡议？这对深化中阿合作有何意义？
答：中方提出的“一带一路”倡
议，对约旦发展经济十分有利。约方希
望搭乘“一带一路”快车，加强与中方
合作，尤其是在基础设施方面。约旦有
很多关键产业具有良好的投资前景，比
如信息技术和通讯、医疗、教育、可再
生能源、旅游和工业等领域。欢迎中国
企业赴约投资兴业。
中国同阿拉伯国家有着牢固的各领
域关系，进入新世纪以来，双边经贸关
系高速增长，中国已成为阿拉伯国家最
重要的贸易伙伴。现在阿方非常关注
“一带一路”倡议，这一倡议将把中国同
地处亚欧非三大洲交会地带的阿拉伯世
界连接起来，实现互联互通。阿方愿与
中方携手努力，共同加强和深化阿中各
领域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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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银川”是本届博览会智慧城市主题展的核心
组成部分。作为“智慧银川”的主要建设者之一，中兴
通讯携全新智慧城市解决方案亮相中阿博览会，展示其
智慧城市 2.0 理念以及实践成果，为“一带一路”沿线
城市信息化建设及产业转型升级提供支持。
“智慧银川”成为本次中阿博览会一大亮点。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中兴主导的智慧城市建设已
在银川落地。在“智慧银川”框架下，银川居民已实现
了“一站式”办证，企业或者市民办理各种证明或者审
批手续无需东奔西跑，一个窗口甚至足不出户在网上就
可以轻松搞定。智慧社区为社区居民提供智能化服务，
例如人脸识别门禁让业主靠刷脸直接开门；智能快递柜
既方便收发快递，还集成水电煤费用代缴、社区政务办
理等多功能自助服务；天天体检屋提供多达 18 项免费
体检服务，使居民不出小区即可享受三甲医院的服务。
在智慧交通领域，公交电子站牌实时发布公交车拥挤程
度和预计到站时间等信息，方便市民规划出行时间和
线路。
中兴通讯高级副总裁庞胜清表示，可复制、可推广
的智慧城市银川模式是中兴通讯多年摸索与实践的成果
之一，中兴通讯全球领先的智慧城市解决方案和宝贵的
成功经验将在更多城市落地生根，用智慧点亮新时代的
丝绸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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