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喀喇昆仑公路是连接中国和巴基斯坦
的唯一陆路通道，长期以来被两国人民亲
切地称为“中巴友谊路”。但是，由于建设
初期遗留问题较多，项目区域内地形、地
质、水文等条件复杂，地质灾害频发，道路
状况不断恶化。在中巴两国人员和经贸往
来日益紧密的今天，这条“友谊路”的运力
远不能满足两国间的陆路交通需求。

2014 年 2 月 19 日，中国路桥工程有
限责任公司和巴基斯坦交通部签署了喀
喇昆仑公路改扩建二期项目（雷科特—伊
斯兰堡）的谅解备忘录。之后，中国路桥
公司向公路局提交了该项目的工程可行
性研究报告和初步设计。由于总长 487
公里的雷科特至伊斯兰堡项目工程量大，
总造价高，中巴双方本着先易后难的原则
经协商确定将该项目分为三个阶段实施，
第一阶段为赫韦利扬至塔科特段，第二阶
段为赫韦利扬至伊斯兰堡段，第三阶段为
塔科特至雷科特段。日前，改扩建二期项
目正式奠基。

始建于上世纪 60 年代的喀喇昆仑公
路穿越了喜马拉雅山和喀喇昆仑山两条
世界上最大的山脉，又沿红其拉甫河、洪
扎河、吉尔吉特河和印度河蜿蜒而下，一
直是中巴两国特殊友谊的地标性建筑。
但不同于富饶平坦的旁遮普和信德省平
原地区，巴基斯坦北部地区有着“地质灾
害博物馆”之称，在崇山峻岭间开山筑路，
除了需要精打细算的企业家精神，更需要
攻坚克难的拓荒者气魄和先进的技术、丰
富的施工经验。

早在 2006 年，中国路桥公司就承接
了喀喇昆仑公路改扩建一期项目，恢复
2008 年巴西北部大地震中遭到严重损毁
的喀喇昆仑公路。一期改扩建过程中，经
历了洪水、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的考验，
中国筑路工人用先进的设备、精准的技术
和丰富的经验，战胜了堰塞湖等严峻的施
工挑战，与巴基斯坦国家公路局一道，修
复受损路段，完成堰塞湖路段改线，重新
恢复了喀喇昆仑公路并实现全线贯通。

二期工程将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改扩建，
以使喀喇昆仑公路为当地民众出行和经
济社会发展作出更多贡献。

喀喇昆仑公路改扩建工程通过提高当
地与外界的互联互通水平，对沿线地区经
济活动产生了不可估量的拉动作用，这是
对中巴经济走廊惠民初衷的最好诠释。

阿里阿巴德是巴基斯坦北部洪扎地
区的商业中心，谢尔·阿夫扎尔从 1998 年
开始经商，看到喀喇昆仑公路贯通带来的
商机之后，2010 年他在阿里阿巴德开了
一家专售中国商品的商店。当地人很喜
欢中国商品，店内的商品大多是从中国新
疆经喀喇昆仑公路运来的。喀喇昆仑公
路改扩建一期项目完工后，从雷科特到红
其拉甫口岸的时间从以前的 14 小时缩短
到 5 小时。“从中国进货比以前快多了，前
来购物的顾客人数也比之前多了一倍。”
谢尔·阿夫扎尔说，他正准备扩大店面规
模，把生意做得更大。

直接受益于喀喇昆仑公路改扩建项

目的还有沿线的农产品贸易。之前由于
路况差并且受堰塞湖阻隔，当地许多农产
品由于保鲜问题没有销路。公路贯通后，
吉尔吉特以及洪扎地区盛产的大樱桃现
在已经摆上了伊斯兰堡市民的餐桌，当地
果农的收入有了显著提升。

日前举行奠基仪式的喀喇昆仑公路
赫韦利杨至塔科特段为了最大程度优化
路况以便利交通，全程绝大部分道路都是
新建的，并大量使用桥梁隧道，建成后的
通行条件将有显著改善。巴基斯坦总理
谢里夫在项目奠基仪式上称，该项目的建
设将把旁遮普省布尔罕到开普省辛基亚
里两地间车程从目前的 5 个小时压缩至
90 分钟，并将该地区居民与远至卡拉奇
的巴基斯坦全境连接起来，结束当地经济
闭塞的状态，为当地带来和平、发展和繁
荣。作为中巴经济走廊的大动脉，这条

“中巴友谊路”将继续作为中巴全天候战
略合作伙伴关系的一个缩影，在新的历史
时期绽放出新的光彩。

中企承建喀喇昆仑公路改扩建工程二期项目开工

“中巴友谊路”绽放新光彩
本报驻伊斯兰堡记者 梁 桐

在英国通讯技术行业枢纽城市雷丁，一
片占地14万平方英尺的办公设施吸引着全
英200多家通讯技术企业的关注。这是华为
英国公司总部所在地。日前，在英深耕市场
15年、员工数量超过1100人的华为公司，
与英国贸易投资总署签订了为期3年的谅
解备忘录，强化双方间的合作，增进英国信
息通讯技术生态系统建设，这一新的合作也
被视为华为在英国市场的一大跨越。

在金融中心伦敦金融城，海通证券旗
下 100%控股投资银行海通银行已经正
式进驻伦敦证交所大楼。自海通证券完成
对葡萄牙圣灵投资银行收购并将其更名
为海通银行后，海通银行在英国迅速扩
展，成为中国金融企业在英国市场的最新
进入者。虽是“新人”，但海通银行近期不
断扩大在现金股票、研究、固定收益、资产
管理和并购领域的经营，计划打造伦敦领
先的离岸人民币服务提供商。

从高端制造业领域到金融领域，从长
期深耕英国通讯市场到深入拓展英国金
融市场，英国华为公司和海通银行的发展

从不同侧面展示了中国企业积极拓展英
国市场的深度、广度。目前，英国成为中国
企业的优选投资目的地之一。中国企业投
资领域涉及金融、贸易、电信通讯、医药、
石化、高端制造、研发中心等部门，投资足
迹遍布英伦三岛。从数据上看，中国企业
对英投资近年来一直引领中国对欧投资。
据统计，2015 年中国企业在英完成并购

（参股）和绿地投资 22起。
2015 年，中国制造业企业在英投资

并购掀起了新一轮热潮。其中，中车株洲
电力机车有限公司以 2.29 亿英镑全资收
购英海洋工程企业 SMD，向海洋工程深
海装备领域拓展。吉利集团投资 3 亿英镑
在英建设集研发和生产于一体的全新工
厂，生产下一代纯电动和超低排放的“伦
敦出租车”。

在金融领域，英国被视为中国金融机
构进入欧洲的桥头堡。随着近年来伦敦

“人民币业务中心计划”的不断拓展，在英
设立经营性分支机构和非经营性机构的
中资金融企业不断增加，国开行正式在伦

敦设立代表处，中国银行在伦敦正式推出
中国银行伦敦交易中心。

近年来，英国基础设施和房地产市场
成 为 中 国 企 业 投 资 融 入 的 重 要 领 域 。
2015 年，中国港湾公司中标英国潮汐潟
湖电站公司斯旺西湾潮汐发电项目，建成
后能够为 15.5 万个家庭提供 120 年的清
洁电力资源。与此同时，英国潮汐潟湖电
站公司已经与中国企业签署了谅解备忘
录，计划在完成对亚洲地区市场先期调研
基础上，力争在亚洲地区建 3 座潮汐潟湖
电站，作为英国专业技术出口和中国工程
建设合作开发第三方市场的试点。在房地
产项目上，中资企业继续进军伦敦房地产
市场。平安集团、泰康人寿相继斥资收购
伦敦金融城房地产项目，位于伦敦新金融
城金丝雀码头的路透社总部大楼也被海
航集团收购。

提起中企与外企联合拓展英国市场，
最具战略意义的莫过于中国企业与英国
能源产业部门的合作。2015 年，中广核集
团与法国电力签署《英国核电项目投资协

议》，项目总金额 180 亿英镑，是中国首次
与发达国家在重大战略行业开展合作。根
据协议，中方将出资 60 亿英镑，持有欣克
利角 C 项目 33.5%的股份，成为中国企业
对英国的最大单笔投资，也开创了中国企
业在发达国家投资兴建核电站的先例。华
电集团与英国石油签署液化天然气贸易
协议，英国石油将每年向华电提供 50 万
吨至 100万吨天然气；中石油与英国石油
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就页岩气和油品销售
等业务开展合作。

展望中国企业在英市场拓展前景，中
国驻英国使馆经商处公参金旭表示，中国
正在着力构建互利共赢、多元平衡、安全
高效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英国致力于成
为中国在西方“最开放和最好的伙伴”。两
国经济发展模式、产业结构和国际分工、
研发创新能力、产品竞争优势差异较大，
且两国正处于产业调整和转型的不同阶
段，互补性强，利益交会点多。未来中资企
业在制造业研发、现代服务业以及基础设
施领域，将迎来更多市场拓展机遇。

中国企业拓展英伦市场掀热潮
本报驻伦敦记者 蒋华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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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随着中国在全球经济

中参与度不断提升，中资企业掀起

了一波又一波“走出去”浪潮。与以

往单纯地拓展国际市场不同，如今

“出海”的中资企业投资方向正从产

业链整合转向全球资产配置，借海

外市场优化企业产能结构，向全球

产业链的两端迈进。在中国经济发

展、内需扩大等因素的支持下，“走

出去”的中国企业从“出口”转向“中

国制造”，借“走出去”“引进来”，为

中国和世界各国提供更好的产品和

服务。中国企业“走出去”正大步迈

进4.0时代。本版今日刊登相关报

道，介绍部分“走出去”的中国企业

在国外项目投资进展和取得的成

绩，以飨读者。

“我宣布，南欧江流域首台机组正式启动发电。”伴随
着老挝副总理宋沙瓦·凌沙瓦洪亮的声音，中国电建集团
和老挝国家电力公司重点合作项目——老挝南欧江梯级
电站首台机组正式投产发电，标志着中国企业首个以全
流域整体规划和 BOT 方式投资开发的项目正式落成，也
给老挝建国 40 周年庆典献上了一份厚礼，更为中老合作
共建“一带一路”开了个好头。

作为中国电建以全产业链一体化模式投资建设的首
个项目，南欧江梯级电站树立了产业链向价值链升华的
典范。南欧江发源于中国云南与老挝北部丰沙里接壤地
区，是湄公河左岸老挝境内最大的一条支流。流域面积
25634 平方公里，河道全长 475 千米，天然落差 430 米，
水能指标优良。然而，流域流经的老挝北部地区，电力供
应不足导致经济发展较慢，亟需加大电力等基础设施建
设以带动当地经济社会发展。

为更好地满足老挝政府开发该流域的现实需求和长
远规划，中国电建会同老挝国家电力公司等企业，以“科
学开发，绿色发展”为战略导向，经过多轮勘测设计，提出
了“一库七级”的方案，即“以最少的移民搬迁，最少的耕
地、林地淹没损失，最小的环境影响，取得最大的政治、经
济、社会、环境综合效益”。该方案在综合考虑市场消纳
过程及开发建设条件后，规划了全梯级电站总装机容量
1272 兆瓦和多年平均发电量约 50 亿千瓦时目标，并采
取分阶段开发战略，一期先开发二级、五级和六级电站，
其余电站作为二期择机开发。

据了解，该项目 7 个梯级电站建成后，装机容量占到
目前老挝电力总装机的 39%，能为老挝提供稳定优质的
清洁能源，促进老挝北部地区电网升级和与其他两个区
域电网之间的互联互通，形成统一的全国电网，有效缓解
老挝缺电的局面。不仅如此，根据规划，电站也将配套建
设较高等级的公路，带动区域的交通状况，带动物流业和
旅游业，促进老挝整个经济社会的发展。

在项目的推进过程中，双方企业发挥战略目标引领
和优势资源配置的核心作用，采用“四位一体”发展模式，
协同发展投资开发、海外融资、建设管理、运营管理四大
业务板块。尤其是中方，积极带动集团业务结构优化、产
业升级、产品和服务向海外输出等。正因为参建各方发
挥各自优势、高效整合资源，最大可能地优化设计和施工
方案，实现了降低交易成本提高建设效率、缩短建设周
期、合理优化投资、提前发电的目标。

用老方合作企业的话说，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框
架下革新求变，其业务发展和海外布局与沿线国家发展
战略及合作需求高度契合，“南欧江流域梯级开发建设的
成功实践，树立了中老电力能源合作领域的标杆，对老挝
建成东南亚‘蓄电池’提供了有力支撑”。

“这是北威州的重要财富”，德国北威州经济部长加
雷尔特·杜因如此评价落户该州的中资企业。目前，约有
900 家中资企业落户北威州，占全德中资企业总数的三
分之一。仅 2015 年，新进驻北威州的中资企业就有
80 家。

如今，中资企业已经成为北威州最主要的海外投资
地之一，雇佣当地员工总数达 1 万多人，在当地创造了良
好的经济和社会效益。与此同时，着眼长远发展、充分尊
重雇员的专业资质和工作态度使中国企业逐渐成为极具
吸引力的雇主。此外，被中资收购的德国企业也直接打
开了通向中国市场的大门。

日前，《经济日报》记者随中国驻杜塞尔多夫总领馆、
北威州经济部和中德媒体联合代表团，走访了几家具有
代表性的中资企业。这些企业各有千秋，既有“走出去”
的成就，也面临一些新挑战。

近年来，中国成为世界最大的工程机械市场，但欧美
市场依然在整个产业中占据重要地位。欧美市场对于产
品的性能和环保要求极高，想打入欧美市场首先需要质量
过硬的产品。徐工集团欧洲研发中心总经理孙辉说：“通
过将研发机构设立到欧美等技术发达国家，对外收购行业
老牌企业等国际化的布局，徐工在加速产品升级、拓展国
际市场的同时，实现企业自身转型升级。”如今，徐工在欧
洲成立了海外首个研发中心。为保证与世界新兴技术同
步，每年以不低于营业收入 5%的比例投入研发。

南京高精传动设备制造集团有限公司是世界领先的
风力发电和工业装备传动方案供应商，于 2014年在杜伊
斯堡设立欧洲总部。集团欧洲总部总经理海因茨·彼得·
艾伦在介绍公司业务时，一口一个“我们”，显然已经把这
家中资企业完全当成了本地企业。“中资企业只有重视与
当地融合，重视中德文化差异，重视两种文化的求同存异、
取长补短，才能打造有凝聚力、向心力的企业文化。”中国
驻杜塞尔多夫总领事冯海阳说。

走访活动当天，华为与杜塞尔多夫市签订了“北威州
数字经济站点”“运动城市”两个项目的合作协议。在此之
前，华为已经为北威州数字经济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持，如
利用其敏捷场馆技术帮助德甲足球俱乐部多特蒙德打造
可容纳 8 万人的智慧球场，参与盖尔森基兴市“智慧安全
城市”项目等。“华为已经成为北威州经济不可分割的一部
分，积极参与工业数字化进程，扩大北威州在‘工业4.0’发
展的领先优势。”加雷尔特·杜因高度评价称。

南欧江梯级电站:

中老能源合作标杆
本报记者 田 原

德国北威州：

中资企业是重要财富
本报驻柏林记者 王志远

图为老挝南欧江流域。 本报记者 田 原摄

一汽集团日前在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最大的商场内举办新车展销会。近来，

一汽生产的轿车以高性价比迅速占领巴小型车市场。图为巴民众现场体验新车。
本报驻伊斯兰堡记者 梁 桐摄

在华为欧洲总部，杜塞尔多夫市市长托马斯·盖泽尔（右起第三人）现场拿起华为

与莱卡合作推出的 P9智能手机，体验拍照功能。
本报驻柏林记者 王志远摄

堰塞湖是喀昆公路改扩建工程中面临的一项严峻挑战。图为吉尔吉特大桥围堰时的施工场景。 梁 桐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