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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建设“花开”巴尔干——

获益“一带一路”建设

中国企业赴巴尔干投资恰逢其时
本报驻索非亚记者

田晓军

巴尔干半岛是欧洲南部三大半岛之
一，是欧亚联系的陆桥，地理位置极为重
要。自“一带一路”建设稳步开展以来，巴
尔干半岛凭借其便利的地理位置，
巨大的
市场潜力，
以及丰富的自然资源与中方开
展经济贸易合作，取得了显著成效，贸易
和投资都有显著提高。
特别是中国加大对
巴尔干半岛产能、
基础设施等领域的投资
合作力度，
直接带动当地经济发展。

中国商品受到塞民众欢迎
“ 一 带 一 路 ”建 设 与 中 国 — 中 东 欧
（
“16＋1”
）合作机制在过去几年里迅速
发展，为中国与巴尔干国家合作带来了
新的机遇。中国与巴尔干国家就基础设
施、能源和其他领域的许多合作项目已
完成或已达成协议。正如塞尔维亚国民
议会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扎尔科·奥布
拉多维奇所说：
“ 这是双赢的合作，中国
提供了促进经济增长和巴尔干地区发展
的机遇。可以想象，未来将有更多基础设
施项目开建，更多连通各个国家的道路
和桥梁建成。”
塞尔维亚是中东欧地区第一个同中
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的国家。
中塞两国在
各领域保持着良好的交流合作。近年来，
中塞两国政府和企业积极探寻发展双边
经贸合作的新领域、新途径及新模式，在
稳定和推动双边贸易的同时，
挖掘投资潜
力、扩大基础设施大项目合作，在互利共
赢中推动双边经贸关系再上新台阶。
截至目前，两国经贸合作已在众多
领域展开并且成果丰硕。在工程承包领
域，中资企业在塞承建跨多瑙河大桥项
目 ，科 斯 托 拉 茨 电 站 一、二 期 项 目 以 及
E763 高速公路项目等均得到了各方肯
定和赞扬。其中，跨多瑙河大桥即泽蒙博尔察大桥，是中国企业在欧洲承建的
第一个大桥项目，被誉为“中国第一桥”，
全长 1.5 公里，历时 3 年完成，这也是塞
尔维亚在多瑙河上近 70 年来首座新建
大桥。大桥的建成是中塞友谊结出的硕
果，建设过程中使用的是中国装备，同时
也带动当地大量就业。大桥的建成，极大

北京铁路进口货值一年翻三倍
本报讯 记者顾阳报道：新年一上班，在北京丰台口岸
从事一线监管多年的北京海关关员高燕平惊喜地发现：
2016 年北京铁路进口货值涨幅喜人，总进口货值比上年翻
了三倍。
北京丰台口岸是 1994 年开放的内陆铁路货运口岸，目
前货运量占北京地区铁路运输进出口货物的百分之九十以
上。因为铁路运输有天然的低成本、低效率属性，因而丰台
口岸历来以低价值货物为主，2014 年之前每年进口货值基
本都在 2000 万美元左右。
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北京丰台口岸进口货值
业 务 量 开 始 加 速 增 长 ，连 续 两 年 保 持 在 6000 万 美 元 左
右。2016 年 8 月份,北京海关与北京铁路局多次召开会
议，研究在“一带一路”建设和津京冀一体化大战略背景下
如何实施通关一体化等改革措施,并就推进北京外向型经
济发展深入探讨。在双方共同努力下，2016 年北京丰台口
岸进口货值飙升至 1.89 亿美元，创下历史新高。
“以前走海运，费用低但是速度慢，走空运速度快但是
收费高。现在这么走，一来比空运便宜，二来还能比海运节
省时间 30%以上呢。”北京奔驰公司报关业务员徐肖寅说。
跨境铁路运输向来有多重阻碍，沿途国家的轨距不同、
语言文字不同、托运方法和程序不同，所以一直处在“通而
不畅”的尴尬境地。
“ 一带一路”建设实施以来，各国海关协
商、衔接渠道不断拓宽，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硬件环境逐步
改善，人文交流不断增强。这些都推动跨境列车运输时间
不断缩短，安全性提升，企业尝到甜头后，纷纷开始使用跨
境列车方式运输高价值商品。
目前，在北京地区定期开行的货运列车主要有从阿拉
山口入境的“郑新欧”班列及经“德国—波兰—白俄罗斯—
俄罗斯—满洲里”从满洲里入境的班列。

优化监管模式 提升合作水平
这是 2016 年 5 月在塞尔维亚首都贝尔格莱德拍摄的普平大桥。由中国路桥工程有限责任公司承建的普平大桥全长 1 ．
5 公里，
建成后带动了贝尔格莱德西北部相对落后地区的经济发展，并有效减缓市区交通压力。
(新华社发)
方便了两岸民众出行，有利于促进当地
经济发展，不仅是中塞人民的友谊桥，也
是中欧互利共赢的合作桥。
在基础设施建设和产能合作领域，
2015 年 12 月 23 日，匈塞铁路项目塞尔
维亚境内段启动仪式在塞第二大城市诺
维萨德举行，匈塞铁路作为中国同塞尔
维亚、匈牙利三方合作的旗舰项目，标志
着中、匈、塞合作迈出新的重要步伐，也
表明中国同中东欧国家务实合作站在了
新的历史起点上。这不仅有力地推动了
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和互联互通，增进当
地人民福祉，促进欧洲一体化进程，也有
利于更好对接中欧发展战略，深化中欧
国际产能与投资等重点领域合作，实现
互利共赢。
中国是塞尔维亚在亚洲的第一大贸

近年来，
“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中国文化的兴趣和关注度不断提升。2016 年 12
月份，中国图书进出口总公司携“一带一路”国家主题图书巡展首次来到保加利亚参
加第 44 届索非亚国际书展。图为保加利亚儿童在中国图书展位前拍照留念。
本报记者 田晓军摄

易伙伴，中国质优价廉的商品受到当地
居民的普遍欢迎，在首都贝尔格莱德市
场，中国商品随处可见。居民楼安装的中
国产空调比比皆是。在投资方面，中资企
业被塞尔维亚优越的地理位置所吸引，
投资意愿快速增长，越来越多的中国企
业赴塞寻找投资机会，将塞尔维亚作为
今后辐射欧洲的“桥头堡”，着眼未来提
前布局，进一步拓展包括塞尔维亚在内
的中东欧国家市场乃至整个欧洲市场。

交通建设推动马经济发展
“一带一路”建设也为中国与马其
顿的合作带来了长足发展，给两国带来
了众多现实利益，惠及普通民众。2011
年至 2012 年，中国出口马其顿 202 台
双层公交车，创下中国客车批量出口欧
洲市场的纪录。这 202 辆漂亮的红色双
层大巴，已成为马其顿首都斯科普里街
头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如果说中国产公交车扮靓了斯科普
里，那么中国出口马其顿的六列动车
组，则让这个巴尔干国家感受到中国制
造带来的便利。2015 年 11 月 15 日，中
国出口欧洲的首列动车组在马其顿成功
开行。这 6 列动车组承担起马其顿列车
客运 60%的运力，不仅改善了马其顿的
客运列车现状，也体现了欧洲市场对我
国高端轨道交通装备的认可。
中国和马其顿在基础设施方面的合
作也全面提速，特别是由中国水电集团
承建的米拉蒂诺维奇-斯蒂普和基切沃奥赫里德两条高速公路，已经为马其顿
创造了不少就业岗位，有力拉动了沿路
地区的生产和消费。这两条高速公路建
成后将打通马其顿的运输网络，使马其
顿更广泛地融入区域和国际互联通道中，
有力推动马其顿交通便利和经济发展。
这两条高速公路带动了马其顿国内几乎
所有的相关行业，在当地反响非常大。
这也是“一带一路”建设在巴尔干地区
的重要项目，对中国企业在其他国家和
地区的发展也将起到很好的示范作用。

中保农业合作初见成效
在巴尔干另一端的保加利亚，“一
带一路”建设合作成果同样显著。2016
年 8 月 31 日，中国出口保加利亚的 110
辆宇通客车正式进入首都索非亚公交系
统。这是中国客车首次批量出口保加利
亚。产品按照欧盟标准生产，达到欧六
排放标准，标志着中国制造的大客车批
量进入了对汽车排放标准十分严苛的欧
盟市场，意义深远。
中保两国在农业合作方面已先行一
步。天津农垦集团在保加利亚通过部分
购买和部分租赁的形式开发农业用土
地，总投资约 2.7 亿元人民币。投资不
仅让中方获得收益，还带动了当地的经
济发展和就业。保加利亚向中国出口的
烟草、葡萄酒、玫瑰油、奶制品、蜂
蜜、饲料、油料作物和肉类等产品呈现
稳步增长态势。保加利亚希望以“一带
一路”建设为契机，进一步扩大在中国
市场的份额。
近年来，位于巴尔干半岛西南部的
黑山共和国与中国在经贸、文化、旅游
等各种领域的交流与合作也取得了显著
成效。由中国公司承建的黑山南北高速
公路斯莫科瓦茨-马特塞沃段项目启动
仪式于 2014 年在黑山首都波德戈里察
隆重举行，黑山高速公路项目由中国贷
款 6.87 亿欧元，项目建成后将改善行车
条件和沿线人民的生活，实现互联互
通，增强巴尔港竞争力，拉动黑山和周
边国家经济的发展，意义重大。
可以说，上述项目只是中国与巴尔
干国家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合作的缩
影。当前，巴尔干各国正处于大力推动
开发建设、振兴国民经济的重要阶段，
有关发展规划及建设项目亟待落实，资
金、技术等要素缺口较大，这是中国企
业赴巴尔干兴业的良好机遇。随着“一
带一路”建设在欧洲不断延伸，中国与
巴尔干、与中东欧国家的合作将越来越
密切。

期待与中国深化合作共建海上丝绸之路

黄埔海关助力国际班列加速通关
本报讯 记者庞彩霞、通讯员埔关报道：随着“一带一
路”建设的持续推进，铁路国际货运班列以发班准、速度快
等优势，逐渐成为连接中国与中亚、欧洲各国之间的物流
“升级版”。日前，广东黄埔海关在广州保税区举办“一带一
路”国际货运班列业务推进会，邀请辖区 29 家大型企业代
表参加并向企业介绍广东（石龙）铁路国际物流中心国际货
运班列业务，帮助企业用好“一带一路”国际货运班列，降低
国际物流成本。广东省商务厅、广州开发区管委会、东莞市
商务局、中外运广东有限公司、广东省物流协会等有关负责
人参加。
据了解，自广东（石龙）铁路国际物流中心规划建设以
来，黄埔海关从丰富和拓展周边贸易功能、搭建和畅通物流
渠道两大核心要素出发，全面助力物流中心发展。目前，广
东（石龙）铁路国际物流中心开辟有石龙—阿拉山口—中亚
五国的中亚班列以及石龙—满洲里—俄罗斯—欧洲的中欧
班列，去年 1 月至 11 月份，该中心国际铁路货运班列、货运
量、货值分别达 129 班次、5.7 万吨、20.7 亿元，同比分别增
长 84.29%、64.03%和 88.27%。
据介绍，黄埔海关还与铁路国际物流中心经营单位中
外运广东有限公司签订了合作协议，双方承诺在诚信、务实
的原则下全面提升合作水平，共同推动“一带一路”国际货
运班列通关加速。

我国主导完成 4 项国际标准

中药数字化编码获国际“身份证”
本报讯 记者杨阳腾报道：经过为期 3 个月的审核投
票，由深圳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提交的中药饮片、中药
材、中药配方颗粒编码日前获得国际标准化组织（ISO）瑞
士总部批准，成为中药编码国际标准。这意味着中药产品
数字化编码获得了国际编码通行的“身份证”，对于我国中
药材、中药饮片、中药配方颗粒的进出口贸易来说，将优化
公平、公正的交易环境，维护信息公开透明的市场秩序，有
利于中医药“走出去”。
据悉，全球首个中药数字化编码分类体系和中药数字
化编码规则是由深圳市卫生计生委中医药标准化办公室主
任、深圳市中医药企业标准联盟主席、广州中医药大学博士
生导师廖利平教授提出，在国内和国际上尚无先例。受深
圳市卫生计生委委托，廖利平以中方注册专家身份，分别于
2012 年、2013 年向 ISO 组织申报重大项目，并被批准立
项。目前，包括此前获得通过的《中药编码规则》共计 4 项
国际标准已成为我国主导完成的系列中医药 ISO 国际标
准，同时也是 ISO 内设的两个委员会 ISO/TC249 及 ISO/
TC215 联合承担的 4 项系列国际标准。

去年上海合同利用外资510亿美元

——访印尼海洋事务统筹部部长鲁胡特·潘加丹
本报驻雅加达记者

近日，
《经济日报》记者就中印尼对接
海洋发展战略、发展海洋经济，合作共建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采访了印尼海洋事
务统筹部部长鲁胡特·潘加丹。鲁胡特部
长历任总统府幕僚长，
曾多次访华。
记者：中印尼在海洋经济发展中的
对接现状如何？
鲁胡特：中印尼双方领导人在不到
两年时间里先后五次会面，这对进一步
深化双方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具有重要意
义。目前，双方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积
极对“一带一路”建设和印尼“打造海洋
支点国家”实行战略对接。例如，旅游已
成为印尼经济尤其是赚取外汇的支柱产

业，加大发展海洋旅游业也将成为印尼
政府 2017 年工作的重中之重，要努力完
成 2019 年外国游客达到 2000 万人的目
标。其中，海外旅游需求迅速提高的中
国游客是印尼政府希望重点吸引的消费
群体。因此，当佐科总统提出要与中国
共同推动 2019 年实现中国赴印尼游客
达 1000 万人次这一目标时，双方达成默
契。这种最高领导人之间的友善和默
契，是两国进一步推动海洋合作的重要
基础。此外，在执行层面，双方已建立起
十分顺畅、高效的沟通与协作机制以服
务共同战略目标的贯彻落实。
记者：您如何看待“21 世纪海上丝
绸之路”建设过程中，中印尼双方深化
经贸合作的契合点？
鲁胡特：作为横跨太平洋和印度
洋、连接亚洲和大洋洲的重要海洋国
家，印尼高度重视“21 世纪海上丝绸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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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建设带来的机遇，并已注意到“丝
绸之路经济带”在中亚、欧洲方向的早
期收获。我认为，印尼在“21 世纪海上
丝绸之路”建设进程中，尤其是沿线国
家的互联互通方面可以发挥重要的战略
作用。佐科总统上任以来，启动了印尼
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建设海洋强国”的
战略进程。例如，为发展海洋经济并实
现全国均衡发展，印尼正加大力度建设
苏拉威西等外岛，中苏拉威西省的经济
增长率已达到 15.7%，能源、基建、装
备制造业亟待发展，进而拉动了对钢铁
尤其是不锈钢需求的快速上升。中国投
资者 2016 年在那里投入 540 万美元兴
建镍精炼厂，及时有效地增加相关优质
产能并使双方实现了共赢，预计 2017
年投资额还将增加至 840 万美元。这就
是一个中印尼深化经贸合作尤其是产能
合作的典型。

记者：中印尼深化合作对推动印尼
经济发展、促进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有何
意义？
鲁胡特：当前，全球化进程出现了
新的不确定性，对印尼等发展中国家开
展外交、保持经济增长和维护政治稳定
提出了新课题，也对中印尼强化战略合
作尤其是深化经贸合作提出了新要求。
印尼是全球最大的群岛国家，爪哇岛以
外的各岛以及偏远岛屿发展任务重、潜
力大，且至今仍有 4000 多个岛屿尚未
命名，各领域发展需求强烈。上述地区
一旦发展起来，对印尼振兴经济、促进
公平具有重要意义。其中，加快基建和
增加就业是今年的当务之急。佐科总统
近期特别要求重大基建项目的招投标务
必尽快完成，以确保 1 月至 2 月即可启
动征地、融资等事宜，其中就有中方投
资者参与的项目。

上海市商务委发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2016 年上海
合同利用外资再次突破 500 亿美元，达到 510 亿美元，实际
利用外资超过 185 亿美元，同比微增 0 ．
3％，连续第 17 年实
现增长。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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