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0多年前，古丝绸之路上驼铃声
声。进入 21 世纪，中欧班列车轮滚滚，
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建设如火如荼，一部
壮丽的史诗在合作共赢中显现。

“一带一路”建设开启 3 年多来，蓝
图一笔笔绘就，建设进度和成果都超出
了预期，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
互利共赢的丝绸之路精神薪火相传。

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
者，必浚其泉源。作为“一带一路”的重
要组成部分，“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来源于中国，成
果与发展前景由世界共享。如何“抱团
取暖”积极应对全球经济的“寒冬挑
战”？如何推动中国与沿线国家贸易往
来更加公平合理？如何促进沿线国家文
化交流、民心相通⋯⋯回应这些世界发
展难题，一个重要支点就是建设“丝绸之
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在合作中挖掘潜力

2100 多 年 前 ，丝 绸 之 路 从 中 国
出发。

中国汉代的张骞两次出使中亚，开
启了中国同中亚各国友好交往的大门，
开辟出一条横贯东西、连接欧亚的丝绸
之路。西汉时的丝绸之路，以长安（今陕
西西安）为起点，途经关中平原、河西走
廊、塔里木盆地，到中亚河中地区、大伊
朗，并连接欧洲地中海各国的陆上通道。

2100 多年后的今天，“丝绸之路经
济带”倡议来源于中国。

2013 年 9 月 7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
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发表题
为《弘扬人民友谊 共创美好未来》的重
要演讲，盛赞中哈传统友好，全面阐述中
国对中亚国家睦邻友好合作政策，倡议
用创新的合作模式——共同建设“丝绸
之路经济带”，以造福沿线各国人民。

“丝绸之路经济带”简称“一带”，横
跨亚欧大陆绵延 7000 多公里，途经多
个国家，总人口近30亿。以上海合作组
织为例，组织内的 6 个成员国（中、俄、
哈、吉、塔、乌）、5 个观察员国（蒙古、巴
基斯坦、印度、伊朗、阿富汗）、3 个对话
伙伴国（白俄罗斯、土耳其、斯里兰卡）绝
大部分都位于丝绸之路沿线。在中国，
则包括陕西、宁夏、甘肃、青海、新疆等西
北五省区，以及重庆、四川、广西、云南等
西南四省区市，几乎占了西部大部分

省份。
西边牵着欧洲经济圈，东边系着亚

太经济圈，“丝绸之路经济带”是在古
丝绸之路基础上形成的一个经济发展新
区域。这个被称为“全球最长、最具发
展潜力之一的经济大走廊”是一个“经
济带”概念，体现的是沿线各个国家、
各个城市集中协调发展的思路。同时，

“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影响不局限于沿
线国家和地区，也正吸引周边相关国家
和地区的关注和参与。“丝绸之路经济
带”是中国首次提倡，但不是中国一家
的“独奏曲”，而是各国共同参与合奏
的“交响乐”，是各国共同受益的重要
国际公共产品。

加强联通释放动力

4 月中下旬的新疆霍尔果斯，早晨
的空气中还透着微凉，金亿国际贸易有
限公司的货车司机将车倒到冷库门前，
搬运工将一箱箱苹果、青椒、黄瓜等搬运
上车。这些大货车将把果蔬从霍尔果斯
运往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吉尔吉斯斯坦
等国家民众的餐桌上。

金亿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董事长于成
忠在霍尔果斯从事果蔬出口生意已近
20 年。“随着‘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
推进，霍尔果斯到哈萨克斯坦中心城市
阿拉木图的运输时间由原来的3天缩短
到 1 天，这得益于当地政府服务效率提
升，货物通关速度加快，与中亚国家的经
贸往来更加便利。现在每天要发 50 辆
出口果蔬车，每辆车装 20 吨左右，一天
就是 1000 多吨果蔬。”于成忠对自己的
生意信心满满。

汉代的张骞不仅是丝绸之路的“凿
空者”，还从西域带回了葡萄等当时我国
还未曾品尝过的美味水果。如今，宁夏
贺兰山东麓产出的葡萄美酒正从宁夏走
向“丝绸之路经济带”、走向世界，为“一
带一路”打造“紫色名片”。宁夏张裕摩
塞尔十五世酒庄有限公司、宁夏贺兰晴
雪酒庄有限公司、宁夏志辉源石酒庄有
限公司、银川宝实葡萄酒庄有限公司等，
越来越多的宁夏贺兰山东麓葡萄酒企业
逐渐有了走出国门、走向“丝绸之路经济
带”的自信和实践。

“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为宁夏葡萄
酒产业搭建了一个平台，宁夏葡萄酒产
业借此加强与国际接轨、与沿线国家互

相交流与学习。“‘一带一路’沿线的格鲁
吉亚、匈牙利都是生产葡萄酒颇有历史
和经验的国家。这种葡萄酒的交流会是
双向的，比如格鲁吉亚去年就大量向中
国出口葡萄酒，我国给予格鲁吉亚免关
税待遇后，他们今年将向中国出口更多
葡萄酒。宁夏的葡萄酒会搭乘中欧班列
销售到国外去，国外的酒也引进来，促进
了葡萄酒贸易和文化交流。”宁夏回族自
治区葡萄产业发展局副局长徐军说。

与此同时，“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
也在为我国中小企业“走出去”搭桥铺
路。广东佛山顾美牌炉灶、爱德牌电饭
煲在伊朗畅销，广东中山依莎照明灯饰
在波兰被抢购⋯⋯自从这些企业加入重
庆大龙网跨境电商平台通过“渠道通”进
入海外市场后，短短几个月内，他们的产
品在“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便十分
畅销。大龙网整合了海外各行业线下店
铺渠道，让制造商的产品出现在千千万
万海外店铺里。供应商的产品只需有目
标国家认证，并提供有竞争力的产品价
格，便不再需要像过去一样一家家开拓
市场，企业在大龙网上可直接掌握中亚、
欧洲市场渠道，掌握当地市场流量。

目前，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经
济增长速度、发展动力和经济结构出现
了新的变化。“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将
促进中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优化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成为中国经济新常态发
展的引擎，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增
添发展新动力。

交流热络更添能量

地处我国边疆的乌鲁木齐，在中亚
国家的不少患者眼里却是国际化的医疗
服务中心。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中医
院，记者见到来自哈萨克斯坦巴甫洛达
尔州的米海乐一家三口时，他们已经相
继完成了心脏支架手术等治疗。“这里的
医疗技术高明，服务态度也好，发放医疗
签证越来越便利，中国的‘丝绸之路经济
带’建设，为我们周边邻国也带来了利
好。”米海乐动情地说。

米海乐只是到新疆看病的 1.4 万人
次外籍患者之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卫
生计生委党组副书记彭永介绍，推动“丝
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医疗服务中心建
设，自治区在人民医院、新疆医科大学第
一附属医院等5家三甲医院成立了国际

医疗服务部，先行启动国际医疗服务，并
配备专门懂俄语、哈语的导医及护理人
员。目前，5 家医院对外开放床位达到
500张。

在陕西杨凌，农业合作“花开天
下”。在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国际学院，
玛拉提·木拉提汉正在与中方科研人员
交流。他是从哈萨克斯坦来西北农林科
技大学交流的研究员，目前是哈萨克斯
坦农产品深加工科学研究院与中国高校
食品工程学院国际交流负责人。“随着

‘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推进，我们
可以将自己国家的农产品乘着东风展示
给世界，大家互帮互助、共同发展。现
在，我们国家的农业合作伙伴以中国为
主，我们很注重与中国的合作关系，已
经将小麦、面粉、大豆之类的各种农产
品向中国出口，尤其与杨凌的合作更为
紧密，我对中哈两国在农业项目上的合
作前景十分乐观。”玛拉提·木拉提
汉说。

随着“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持续
推进，各国间的文化交流也呈现出勃勃
生机。宁夏智慧宫创始人艾哈迈德·赛
义德，是名地地道道的埃及人。他介绍
说，智慧宫成立于 2011 年 9 月份，目前
已翻译出版、版权输出中文和阿文图书
700余种，占到中国、阿拉伯国家中阿出
版互译市场90%以上的份额。

“很多阿拉伯国家的人希望了解‘丝
绸之路经济带’会给他们带来什么好
处。为了让他们知道‘一带一路’是一项
国际性建设，‘一带一路’不光是中国自
己的事儿，也是全世界的事儿，尤其与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息息相关，
我们智慧宫聘请了 51 位来自阿拉伯国
家的汉学家以及教授学者从事翻译工
作，他们对中国文化较为了解，也能凭借
母语优势让译本更好地被当地读者接
受，有效促进了中阿文化交流、民心相
通。”艾哈迈德·赛义德介绍说。

大势所趋、水到渠成。中国的发展
得益于国际社会，也惠及“丝绸之路经济
带”沿线各国。物物相通、经贸合作、文
化交流、人员往来⋯⋯两千多年前的古
丝绸之路，沟通了东西方文明。今天，作
为中国融入世界的新载体，“丝绸之路经
济带”所承载的精神和理念已经深入人
心，为包括中国在内的沿线各国联动发
展注入了磅礴的正能量，正成为全球最
值得期待的亮点之一。

4 月 的 西 部 ， 春 意 盎 然 、 生 机
勃勃。

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
坛举行前夕，记者沿“一带一路”（西
部线） 进行深入采访，探寻“一带一
路”建设在重庆、陕西、宁夏、新疆
四个省 （区、市） 如何开花结果。

在重庆，渝新欧班列撬动“一带
一路”贸易发展正酣。刚刚开始进入
采访状态时很是好奇：不产一粒咖啡
豆的重庆，咖啡生意却做得风生水
起，这背后究竟蕴含着怎样的产业逻
辑？原来，凭借渝新欧铁路等通道优
势，重庆咖啡交易中心将中国云南、

东南亚、南亚、非洲等主要咖啡产区
与欧洲市场紧密联系在一起。

笔记本电脑、服装鞋帽、机电设
备⋯⋯渝新欧班列从重庆将这些产品
沿着“一带一路”输送到欧洲，再从
欧洲带回汽车、牛奶、红酒、有色金
属等产品。渝新欧已实现在沿线各个
国家和长江经济带沿线主要城市的集
结和分拨，成为“一带一路”建设和
长江经济带战略的重要基础和支撑。

在新疆霍尔果斯，百年口岸再续
开放魅力。霍尔果斯，蒙古语意为

“驼队经过的地方”，哈萨克语意为
“积累财富的地方”，自古以来就是古

丝绸之路北道上的一个重要驿站。眼
下，中哈霍尔果斯国际边境合作中心
是我国与其他国家建立的首个国际边
境合作中心，也是上海合作组织框架
下区域经贸合作的示范区。

借助“一带一路”建设，这个昔
日“驼队经过的地方”，目前已有霍尔
果斯口岸、中哈霍尔果斯国际边境合
作中心、霍尔果斯经济开发区和霍尔
果斯市“四块招牌”。霍尔果斯正在成
为中国向西开放的最前沿。

在西安国际港务区，28 个集装箱
的小麦和油脂“乘坐”从哈萨克斯坦
驶回的“长安号”中亚班列到达西

安，并被运送到西安爱菊粮油工业集
团的粮油基地；在宁夏银川，葡萄酒
产业为“一带一路”增添“紫色醇
香”⋯⋯

虽然 10 天的行程，常常是白天采
访、晚上在途、深夜写稿的节奏，颇
感疲惫。但通过深入四省份“一带一
路”建设一线，与各行各业参与其中
的人们畅谈交流，亲眼看见“一带一
路”建设 3 年多来的成就，我由衷感
到作为一名新闻工作者在这个伟大时
代记录见证历史变迁的责任和自豪。

“一带一路”建设正在书写新型国际合
作与交流的伟大篇章。

“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开启3年多惠及沿线人民——

合作理念深入人心 发展成果超出预期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温济聪

在最美经济走廊感受丝路花开
文霁翀

编者按 “丝绸之
路经济带”总人口近 30
亿，市场规模和潜力独
一无二，各国在贸易和
投 资 领 域 合 作 潜 力 巨
大。共同建设“丝绸之
路经济带”倡议使欧亚
各 国 经 济 联 系 更 加 紧
密、相互合作更加深入、
发展空间更加广阔。3
年多来，这一创新的合
作模式，正以点带面，从
线到片，逐步形成区域
合作网络，众多铁路、公
路等基础设施和工业园
区如雨后春笋般呈现在
世人面前，为沿线各国
人民带来了福祉

中沙建交 20 多年来，双边经贸合作不断发展。随着“一
带一路”建设在西亚非洲地区逐步推进，中沙经贸合作也大步
迈向更高台阶。

沙特制定了实现经济多元化和产业转型升级、培养本土
人才和促进本国就业等发展目标。这与我国以人才为先导，
以设备和技术作支持，加快产业转型升级的发展理念是一致
的。据不完全统计，每年有 1 万至 3 万余名沙特商人前往广
州、义乌等地采购。在沙特民众心里，中国制造的服装、玩具、
家具、日用品等商品不仅价格优惠，质量也有大幅提升，“中国
制造”在沙特市场上已逐渐成为品质可靠的代名词。

中沙经济互补性强，且均处于经济转型时期，这为两国开
展产能合作提供了有利契机。为减少本国经济对能源出口的
依赖，沙特加快了经济多元化发展步伐，这为我国参与沙特基
础设施建设、电力、工程等方面的市场竞争提供了良好机遇。
目前，中国企业已在沙特探索出了一条行之有效的产能合作
模式，为两国产业升级和经济多元化提供了强劲动力。

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沙特规划了大量的城市地铁和铁路
网项目。我国铁路建设企业已经以多种形式参与部分项目的
建设，如麦加轻轨项目、南北铁路项目等，并正在积极参与麦加
轻轨项目二期和部分城市地铁项目、铁路项目的投标工作。

在电力方面，山东电建三公司与沙特国家电力公司合作建
设的 PP14 联合循环电站项目将建设总装机容量 1900MW
的6台燃机、6台余热锅炉及2台汽轮发电机，这是中国企业独
立承建沙特电力公司的首个大型电站，对中国电力工程企业打
响自身品牌、顺利迈入中高端市场具有重要意义。

在承包工程领域，目前已有中石化、中石油、中国港湾、山
东电建等多家工程企业在沙承揽项目，在建合同额达 268.3
亿美元。目前，我国企业在沙特建筑市场的市场份额约为
16%，物探和钻井行业市场占有率则分别达到了60%和30%。

目前，沙特政治稳定、市场容量可观，是阿拉伯地区投资
环境较好的国家。近年来，沙特大力发展石化、冶炼、新能源、
建材、汽车、家电和食品等行业，鼓励外商投资具有高附加值
和先进技术、能促进就业的项目。当前，我国在沙特投资的重
大项目包括延布化炼厂、达曼钢管厂和利雅得瓷砖厂等项目。

近期，沙特方面进一步提出了希望与我国企业在工业园
区、工业制造、物流运输、光伏、智慧城市、电子商务等领域开展
投资合作。同时，银川、广州开发区正积极跟踪开发吉赞经济城
中沙产业和工业园区。其中，广州泛亚聚酯有限公司于2016年
11月份与沙能工矿部就投资吉赞经济城项目签署了投资框架
合作备忘录，拟投资41亿美元分三期建成12个项目。

中沙双方在能源领域的密切合作为两国带来了巨大的经
济效益。沙特经济高度依赖油气资源，中国是世界上最具增
长潜力的能源消费市场。2017年一季度，我国进口沙特原油
1435.88万吨，占总进口量的13.7%，总金额57.19亿美元。除
原油之外，中沙两国在包括石化、天然气等下游产业的紧密合
作也正在开花结果。由中国石化与沙特阿美石油公司共同投
资建设的延布炼厂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生产超低硫成品油工
厂之一，2016 年全年加工原油 1926 万吨，生产成品 1804 万
吨，已成为中沙两国在能源领域最重要的合作项目。

在创造经济效益的同时，中资企业也为沙特的社会和经
济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中国石化延布炼厂积极参与当地文化、技术交流，举行环
境保护、安全消防等活动，在培训沙特籍员工、接受当地实习
生方面得到了沙特政府和民众的认可。华为公司积极响应沙
特政府的有关政策，与沙特通信与信息技术委员会签署合作
备忘录，开展“未来种子”项目，双方每年合作选拔沙特优秀在
校大学生，为其提供赴中国华为总部培训的机会，在跨文化的
工作环境中体验全球业务运营与中国文化，获取5G、LTE、云
计算等前沿技术的第一手知识和资讯，帮助沙特培养本地人
才、推动知识迁移、提升当地民众对电信行业的了解，并鼓励
沙特年轻一代参与到建立数字化社区的工作中。

经济转型提供合作契机

中沙产能合作渐入佳境
本报驻利雅得记者 宋博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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