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瓜达尔港作为中巴经济走廊巴方起
点以及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21 世纪海上
丝绸之路的交会点，既关乎“一带一路”
建设全局，也承载了当地人们对发展的
期盼。自 2013 年中国港控接管了瓜港
码头及 923 公顷自由区开发和运营权
后，这个世世代代以近海捕鱼为生的小
渔村正迸发出前所未有的活力。在淳朴
的当地居民中广为流传着这样一句感
慨：“只有把瓜港交给中国人经营，才能
给当地人的命运带来转变。”日前，记者
走访了建设中的瓜达尔港，亲身感受了
这颗走廊“明珠”的剧变。

每 3 个月就变个样

飞往瓜达尔的航班徐徐下降，四下
荒无人烟，只有一望无际的沙漠黄，甚至
在跑道突然出现在舷窗下的前一秒钟，
乘客们还以为飞机将会降落在沙地中。
走出可能是世界上最小的国际机场后，
记者随中国港控公司车队前往瓜达尔港
码头和自由区的起步区，那里是中巴两
国 500 多名工人日夜奋战的瓜港建设
一线。

瓜达尔在乌尔都语里的意义是“风
之谷”，强劲的海风吹打着高耸裸露的沙
山，使得这里的天空时常像是被蒙上了
一层昏黄色的幕布。然而，每当天空放
晴，幕布落下，瓜达尔港都会以焕然一新
的面貌展现在世人面前。码头和自由区
是瓜港的两大主要组成部分，相关建设
工作正在如火如荼进行中，为瓜港带来
了日新月异的变化。瓜达尔自由贸易区
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胡耀宗向记者介绍
说，按照当前的建设速度，瓜港面貌每隔
3个月就会发生一次重大变化。

瓜达尔港有着水深、距离主航道近、
不堵港等天然优势。但在中国港控接管
以前，大量码头设施长期处于闲置状态
且无法正常使用。历经数年的能力修
复，瓜港码头设施于去年 9 月份全部恢
复到可用状态，并于 11 月 13 日成功迎来
了首航仪式。目前，瓜港已有 3 个多用
途泊位可同时停靠两艘 5 万吨级货轮，
后方堆场面积达 140000 平方米，能够处
理包括集装箱，散、杂货等多种类型货
物。瓜达尔国际码头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尚飞向记者介绍说，现在平均每个月有 3
艘货轮停靠瓜达尔港，主要运输货物是
自由区建设所需物资。预计在今年年
内，走廊其他项目建设所需物资也将逐
渐实现通过瓜港运输进而带来货轮班次
的增加。

另外，随着一批工业企业进驻自由
区，其原材料进口以及产品出口也将依
赖瓜港。考虑到未来运力需求很大，瓜
达尔国际码头公司正在加紧规划码头建
设二期工程，预计到 2020 年，瓜港货物
处理能力将达到每年 1400 万吨散货和
100 万 集 装 箱 ，成 为 南 亚 最 大 的 深 水
港。深夜，码头上一片寂静，但国际航运
中心楼内亮起的灯光、楼顶上旋转的导
航雷达以及停靠在母港时刻准备出航的
拖轮，显露出瓜港成长为区域内转口航
运中心的勃勃生机。

如果说码头是瓜港的筋骨，那么自
由区则是瓜港的肌体。去年 9 月份，巴
基斯坦总理谢里夫在瓜港自由区建设启
动仪式上发表讲话时，所在地还只是港
务局门前的一片荒地。短短数月之内，
在同一地点上，一个能容纳数百名工人
起居工作的现代化营区已经建成并投入
使用。营地门前仅一路之隔的工地上，
打桩机正在一天 24 小时连续作业，不久
后瓜港自由区的大门将矗立于此。中国
港控作为园区业主，一方面正在加紧园
区基础设施建设，临近码头的自由区起
步区建设工作目前已完成 60%，预计将
在今年年底全部完工；另一方面，还通过
退还保证金等一系列措施鼓励前来投资
的企业在自身项目施工建设上保证进
度，以实现园区自身和区内企业建设同
步推进。

绝不走粗放型老路

瓜达尔港像是一枚南北向伸进阿拉
伯海的纺锤，沿着东湾公路驱车前往“纺
锤”东侧顶端的途中，清澈碧蓝的海水和
海面上五颜六色的小渔船提醒着人们，
这里的生态环境原始且脆弱。胡耀宗副
总经理向记者介绍说，第一次来瓜达尔
港看到这一景色时，就下决心在瓜港的
发展模式上绝不走先污染后治理的粗放
型老路。但另一方面，瓜达尔港乃至其
身后的整个俾路支斯坦省缺乏经济腹
地，一味规避污染而拒绝上马大工业项
目又难以真正带动当地经济发展。为了
从一开始就处理好发展与环境之间的平
衡，瓜达尔自由区有限公司与巴方瓜达
尔港务局共同设计出一套因地制宜的最
优方案，即在自由区起步区仅引进商贸、
轻工等无污染企业，在面积更大的自由
区北区则适度引进大工业企业，前提条
件是要求企业通过巴方的环评并在生产
全程中按高标准采取减排措施。

据悉，预计年产量 100 万吨，占地
1200 余亩，提供 5000 个以上就业岗位

的某特种钢材厂有望成为进驻自由区北
区的首个大型工业企业。记者在瓜港采
访期间恰巧遇到了为该钢厂做配套环保
设施的企业代表团前来现场勘查。据介
绍，这家企业在国内就与该钢厂有着成
熟的合作并使后者成为减排示范企业。
通过使用现代化减排技术，钢厂不会对
当地生态环境带来明显影响。钢企未
到，环保先行，体现的正是瓜港建设中对
环境和生态的高度重视。除了严格控制
入驻企业自身的排放外，瓜港自由区还
致力于吸引绿色科技领域的公司前来投
资，与记者同机的一名乘客就是刚刚完
成对自由区北区考察的国内某绿色科技
企业代表。据他介绍，通过引进国内在
沙地种植方面的先进技术，能够在几年
之内完成瓜达尔港的绿化改造，变沙海
为绿洲，将黄沙烈风驯化为温润海风，极
大地提高当地的生态宜居水平。

红利惠及当地百姓

如何让当地居民从中获益，是世界
各地大型基础设施项目建设面临的共同
问题。面对瓜达尔港当地居民大多数靠
近海捕鱼为生，受教育水平不高的现实，
中国港控作为瓜港的开发和经营者，多
管齐下打出了一套惠及当地民生的“组
合拳”：

一是因地制宜，将当地人赖以为生
的捕鱼业做大做强。胡耀宗副总经理向
记者介绍，中国港控在瓜港开发上坚持
的一个原则就是绝不能让当地世代以捕
鱼为生的渔民失去生计。因此，结合自
由区起步区内将引进海产品加工企业的
规划，力推有关企业以半出售半赠送的
方式为当地渔民建造适合远海捕捞的现
代化大型渔船，向渔民提供操作培训，最
终再对其捕获产品就地收购加工。二是
集中培训，提高当地人专业化技能水
平。根据规划，未来瓜达尔港内将建成
一所职业培训中心，用于向当地居民提
供短期职业技能培训，以迅速提高其参

与瓜港建设的能力，逐渐扭转瓜港建设
初期需要大量依靠外来劳动力的局面，
提高当地人的参与度和拥有感。三是积
极奉献，为当地提供基础公共产品。由
中国和平发展基金会无偿援助的中巴瓜
达尔地区法曲儿公立小学是瓜港开发建
设为当地民生带来福祉的一个缩影。将
自家土地无偿捐出用于学校建设的 75
岁老人舍尔·莫哈玛德向记者表示，以前
当地的孩子只能到外地去求学，对于贫
困家庭来说仅路费就是一笔不小的开
支，当得知中国要在当地捐资助学却遭
遇政府征地难的消息后，他不顾当地土
地价格快速攀升带来的经济诱惑，只用
了两周的时间就决定捐出自家唯一一块
富余的土地用作校址。目前，法曲儿小
学的学生总数已达到 349 人，已超过最
初设计招生规模一倍以上。另外，由中
国红十字会援助的一座医院也已经开始
建设，总建筑面积达 2000 平方米，建成
后将为自由区内中巴两国建设者以及整
个瓜达尔港地区居民提供优质可靠的医
疗服务。

正是由于为普通人带来了实实在在
的好处，当地人对瓜达尔港建设充满了
期待，对中国建设者也充满了感激。供
职于中国港控的巴方员工达度拉·尤素
福向记者表示，每当他向当地同胞提到
自己在建设瓜港的中国公司工作，都会
收获人们对中国建设者的大量溢美之
词，倍感自豪。在瓜港期间，记者有幸亲
历了当地的国庆日阅兵活动，不论是争
相与记者合影留念的普通观众，还是参
加完检阅后齐声高呼“巴基斯坦万岁、中
巴友谊万岁”的士兵，都由衷地表达出对
中巴友谊的赞美。一些别有用心者炮制
出中国在瓜达尔搞经济殖民之谬论可
休矣！

离开瓜达尔港的航班逐渐爬升，舷
窗外再次出现了完整的纺锤形，沐浴在
旭日的金光下，这是梦想照进现实，是

“ 一 带 一 路 ”建 设 为 瓜 港 带 来 的 金 色
未来。

“一带一路”建设为“风之谷”带去金色未来——

瓜达尔港，梦想照进现实
本报驻伊斯兰堡记者 梁 桐

法国戛纳春季电视节近日在法国南
部海滨城市戛纳举行。近百家中国公司
参展，多家国内领军视频平台也积极携
众多优秀影视作品在此次电视节亮相，
向“洋观众”展示了当前中国影视业的蓬
勃发展，为中国高质量影视作品“出海”
奠定基础。

戛纳电视节每年举办两次，分春季
和秋季，是全球规模和影响力最大的国
际视听产品与数字内容交易市场之一。
本次春季电视节共吸引了来自 100 个国
家和地区的 1.1万名业内人士参加。

近年来，中国影视作品频频亮相海
外市场，向全球观众发出中国声音，讲述
中国故事。在本次电视节中，中方参展
公司分别设立中国联合展台、中国浙江
省联合展台以及独立展台。中国联合展
台旗下的 26 家参展商，包括首都广播电
视节目制作业协会率领的 15 家公司，其
推介内容涵盖电影、电视、动漫、纪录片、
综艺等不同领域。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
重点推介近 10 部纪录片，其中包括反映
中国基础设施建设的《超级工程 2》以及
国内首部 4K 纪录片《航拍中国》。江苏
省广播电视总台也携国际合作的经典范

例《你所不知道的中国》第三季亮相。该
影视作品为江苏省广播电视台与英国合
作完成，将在江苏卫视和英国广播公司
新闻频道首播。

同时，中国影视业也在本次电视节
中展示了多样化的创新发展模式。包括
爱奇艺、腾讯等多个新兴视频平台也首
次在戛纳电视节设立展台，为中国影视
节目的国际化进程提供多样思路。腾讯
视频版权合作部的王爽在接受记者采访
时表示：“随着公司自制内容不断增多，
向海外推出的需求开始显现。此次设立
展台既是为了推介自制综艺节目及电视
剧，也是在推介自身品牌。”此外，多个中
国高校影视专业学生也携部分原创作品
参加本次展览，并首次在戛纳电视节展
示了多部独立制作、艺术性较强的原创
纪录短片。

中国影视作品集中推介引发了海外
业内人士的积极关注，并获得高度认
可。在 4 月 5 日晚举行的戛纳电视节荣
誉勋章颁奖仪式上，中国华策集团创始
人、总裁赵依芳获得旨在表彰为传媒行
业和国际传媒生态作出卓越贡献的传媒
业领头人荣誉勋章，并成为首位获得这

一奖项的中国影视传媒人。本次电视节
的主办方法国瑞德集团电视部门负责人
洛兰·加罗德表示：“赵依芳是中国电视
行业的先锋代表，成功地把华策打造成
中国顶级娱乐内容提供方之一，其突出
的表现令国际同行印象深刻。”赵依芳在
接受采记者访时表示：“获奖既是对个
人、对华策集团的充分肯定，更体现了国
际市场对中国影视行业发展的高度认
可。中国经济的快速成长、中国影视产
业的蓬勃发展，为中外影视产业的国际
交流与合作提供了广阔空间。”

有法国传媒从业者在接受记者采访
时表示，中国影视业近年发展成就巨大，
通过在国际平台亮相，向世界展示了中
国的传统与现代文化，并展示出自身在
国际化发展进程中的优势：一是近年来
中国国家实力增强为影视行业的飞速发
展提供了重要支撑，加之拥有庞大的市
场规模及众多潜在受众，进一步促进了
影视行业的蓬勃发展；二是中国互联网
及新兴媒体发展迅速，为优质影视作品
的传播提供了更大舞台，也使“世界观
众”通过这些作品了解中国文化，分享中
国故事，同时也为新兴传媒企业提供了

巨大发展机遇；三是近年来中国影视作
品频频亮相国际舞台，并积极探索与海
外企业的合作渠道，加深了该行业的跨
国交流，通过多样、互惠的发展模式为国
内影视行业的国际化提供了成功范本。

近年来，中国影视作品受到越来越
多的“洋观众”热捧，并拥有一批“洋粉
丝”。除《西游记》《舌尖上的中国》等多
部耳熟能详的影视作品外，众多高质量
的电视剧、网络剧、纪录片等也日益受到
法国民众，特别是法国年轻人的喜爱。
2017 年，国内热播新剧《三生三世十里
桃花》被法国媒体资讯公司 THE WIT
列为“全球最流行电视剧”之一。除此之
外，《翻译官》《他来了、请闭眼》《欢乐
颂》《步步惊心》等多部优秀作品也被加
入法文字幕，在网络上受到法国民众热
捧。有法国的“中国电视剧迷”在接受记
者采访时表示：“我看过很多中国电视
剧，里面的画面、服装都非常美，让我感
受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同时，很
多现代剧的剧情也很吸引人，让我真实
了解中国年轻人的生活方式，希望未来
能有更多来自中国的影视剧被翻译成法
文，增进我们对中国的了解。”

近百家中国公司亮相戛纳电视节——

“中国故事”吸引“世界观众”
本报驻巴黎记者 李鸿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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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梁 桐摄

2015 年 3 月 28 日，国家《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文件发布。3 年来，

“一带一路”建设已由中国倡议演变成全球共识，在“政策沟
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等方面取得
丰硕成果，亮点纷呈，引发各界热议。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翟崑表示，今年中国将主
办“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这标志着“一带一路”建
设将进入 2.0 版时代。2.0 版的意义在哪？他认为有三条：
第一，中央层面全面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成为惯例；第二，

“一带一路”建设由中国倡议演变为全球共识，很多地区组
织、国际组织、专业组织纷纷与“一带一路”建设对接，“一带
一路”建设的推进成为一种履约行为；第三，“一带一路”建
设带动治国理政与全球治理相结合，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内
外联通度越来越强。

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国际友好城市交流中心主任李
新玉认为，民心相通是“一带一路”建设非常重要的社会基
础，但它是“慢工细活”，润物无声，需要下功夫来做。他们
对 2200 多对中外友好城市作了分析，发现“地缘、俗缘、情
缘、语缘、机缘”是建立友好城市的关键。中国在“一带一
路”沿线 65 个国家拥有友好城市 698 对。这些城市都有丝
路情结，而且都有发展愿望。抓好了节点城市，以点带面、
以面促点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三胞集团副总裁岳雷认为，全球化已成为当今世界不
可改变的趋势，但它需要优化，需要更具包容性和均衡性。
他说，三胞集团近年来实施“走出去”战略，坚持“走出去”和

“引进来”并重，2014 年收购了英国第三大百货零售品牌福
来莎百货，加速了该品牌全球化拓展。他们还在以色列收
购了全球领先的健康养老服务企业娜塔利医疗公司，把居
家养老的智能管理系统、设备以及创新技术带到国内。

中国侨联副主席乔卫认为，“一带一路”建设蕴含的合
作共赢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中国为世界奉献的一份
财富。他说，华侨华人这个群体有 6000 多万人，尤其是其
中的华商群体是最早区域化、全球化的一支力量，他们在区
域发展中有着丰富的经验。如何发挥他们独特的作用？不
仅要有价值导向，更重要的是要精心设计利益机制，使他们
在参与“一带一路”建设中能够追求中国、驻在国和自身的
三方共赢。乔卫建议，要差别化制定合作伙伴的分享机制，
鼓励中国国有企业借助华人华侨的力量“走出去”。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王文说，经过
3 年多的建设，“一带一路”已成为中国重大的政治品牌、经
济品牌，我们一定要管理好这个品牌，要有非常好的国家级
品牌管理战略。为此，他提出三点建议：其一，对于“一带一
路”各项规划的落实与推进，需要建立实体化的统筹协调机
制；其二，对于“一带一路”各大项目的可持续发展，需要有
支撑企业“走出去”的整体服务机制；其三，对“一带一路”整
体品牌的运营管理，需要有研究评估机制。

各界热议——

“一带一路”建设进入2.0时代
中 国 倡 议 演 变 为 全 球 共 识

本报记者 王 晋

本报讯 记者武自然报道：近日，全球最大、最先进的
20000标准箱级集装箱船舶“商船三井成就”轮船靠泊天津
港，实现其中国首航，标志着天津立足深入实施京津冀协同
发展战略，加快建设北方国际航运核心区，增强辐射服务全
球能力战略再获进展。

据介绍，“商船三井成就”轮船长近 400 米、宽 58 米、高
71 米，甲板面积相当于 3 个足球场大，能源效率、规模经济
和环保性能均处于世界顶级水平，是集装箱航运界名副其
实的“巨无霸”。

建设北方国际航运核心区是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
赋予天津的重要功能定位，2016 年，《天津市建设北方国际
航运核心区实施方案》出炉。未来，天津将建成航运基础设
施完善、航运资源高度集聚、航运服务功能优良、资源配置
能力突出的国际一流大港。

全球集装箱轮船“巨无霸”首航天津港

德国拜仁首所全日制足球学校落户深圳
本报讯 记者杨阳腾报道：德国拜仁慕尼黑足球俱乐

部与深圳市政府达成共识，日前在德国慕尼黑安联球场联
合宣布，拜仁全球第一所全日制足球学校落户深圳。

据悉，拜仁（深圳）足球学校坐落于深圳市龙岗中心区，
由拜仁慕尼黑足球俱乐部正式授权运营，该项目秉承足球
主题无边界办学理念，是深圳首家体教结合、以拜仁足球为
特色、以中国本土名校为依托的国际化学校，是华南首个集
足球青训、特色办学及体育文化生态休闲于一体的功能联
动带，也是一座具有国际水准的足球训练体育公园。

霍尔果斯边境合作中心迎来运营5周年

2012 年 4 月 18 日，面积 5．28 平方公里的中哈霍尔果斯

国际边境合作中心正式运营。这个中心是集商贸洽谈、商

品展示销售、仓储运输、金融服务等多种功能于一体的综合

贸易区，享受相应的关税优惠政策，人流、物流、资金流在其

中可以无障碍跨境流动。4 月 9 日，来自哈萨克斯坦的商人

在中哈霍尔果斯国际边境合作中心中方境内选购婴儿

车。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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