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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缅北山区，人们经常能见到一位腰
挎砍刀、又黑又瘦的男人，唱着山歌走在山
路上。他叫赛昂霸，是一名普通的缅甸籍
巡线工。作为两个孩子的父亲，赛昂霸很
满意现在的工作，“每天多做一点”是他的
口头禅，也是工作习惯。3 年来，他所负责
的管段从没出现任何险情。

赛昂霸能得到这份工作，得益于中缅
油气管道项目的开发建设。

作为项目的中方建设者，中国石油经
过 5 年前期筹备，7 年建设运营，克服了多
重困难，成功建设了一条优质、安全、环保、
绿色的油气管道。目前，中缅油气管道项
目已经成为中国石油在缅发展业务的重要
平台和“一带一路”建设的先导示范项目，
成为中缅两国经贸合作的典范。

科学管理得到各方肯定

中缅油气管道项目是国际化合作项
目，中、缅、韩、印 4 个国家的 6 家公司共同
参与投资。项目包括中缅原油管道、中缅
天然气管道和配套原油码头工程。合资公
司均采用股东会/董事会管理模式，对重要
事务共同决策。

项目在境外，参与方多达四国六方，如
何协调各方关系十分重要。自项目开始建
设以来，中国石油东南亚管道公司运营管
理团队始终遵循国际惯例和商业模式，大
力实施精细化管理，努力打造国际合作的
标杆。

在股权结构设计上，形成了利益共享、
风险共担的国际化多方合作模式；在公司
治理上，油、气两家合资公司作为中缅油气
管道项目运营的法律主体，分别在香港注
册成立，按照香港公司法、公司章程和股东
权利义务协议等规定规范运作。

股东们也非常认同这样的做法，韩国
股东表示：“与中石油这样的优秀公司合
作，我们放心。”另一家股东曾派人员参与
项目管理，经过一段时间考察后表示，中石
油团队完全可以胜任，以后不再派人了。

对外界的一些疑问和抹黑，中国石油
项目管理方及时公开披露信息，接受社会
各界监督。先后在缅召开 3 次媒体见面

会，每年更新中英缅 3 种语言的《中缅油
气管道项目手册》，积极正面回应社会关
注的管道安全、环境保护、土地赔偿等问
题。在征用土地过程中，项目坚持规范
操作，参考当地政府、合作伙伴及村民的
意见制订赔偿方案，确保村民利益，先赔
付再用地，补偿款直接发放到村民手
中。中缅油气管道项目在缅建设运营近
10年，得到了各方的充分肯定。

中国驻缅大使洪亮考察项目时说，
这个项目是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典范，
是海外项目的一张“名片”。中国丝路基
金主席杨泽军也表示，这个项目具有重
要的经济意义和政治意义，既是中国企
业“走出去”的样本工程，也是“一带一
路”建设的经典范例。

中国速度交出精品工程

中缅油气管道穿越 8 条海沟，途经
海洋、高山、沼泽、滩涂、河流和地震带，
气候高温多雨，社会经济条件落后，众多

因素给项目带来了诸多不确定性。
面对困难和挑战，中国石油东南亚管

道公司协调各方力量，全力以赴推进工程
建设，展现了“中国速度”，给国家、股东各
方交出了精品工程答卷。

2010 年 10 月 22 日，马德岛施工现场
经历了一次超强台风的严峻考验。9 级至
10 级台风持续近 9 个小时，11 级至 15 级
阵风持续近 7 个小时。为确保施工安全，
码头项目部提前预防，参建人员主动向当
地气象和海洋部门咨询，提前掌握了当地
风雨规律。台风来临时，项目部冷静应对，
分头提前捆扎固定各类设备、设施。在超
强台风肆虐过程中，原油码头项目部、监理
部和 EPC 承包商建设者坚守岗位，直到风
雨变小、风力稳定后才休息。形势稳定后，
员工立即开始巡检，及时修补被刮坏的营
房。最终，岛上人员无一受伤，海上船只无
一受损，岛上设备无一破坏。

为了让建设更加顺畅，在设计上，中缅
油气管道项目科学周密安排，管道线路选
择有利地形，尽量避开高地震烈度区、地震

活动断裂带、滑坡等不良地段，避免通过
人口稠密、人员活动频繁地区。

在项目准备上，项目严格按照国际
管道项目规范和模式操作，在包括设备
选型、设计、施工在内的每一个重要环
节，均严格遵守美国 API 和 ASME 标准
等国际标准；采用国际一流的 X70 碳素
钢管和德国伯马、舒克等国际知名厂商
的设备产品；采用国际公开招标模式，在
全球范围优选建设资源。

在项目实施过程中，中国石油严格
遵循国际标准，创新工程管理方式，加强
工程质量全过程管控。管道线路焊口一
次 合 格 率 98.68% ，管 道 深 埋 合 格 率
100%，各项质量指标均超国际同类管道
工程。项目实施过程保持了“零事故、零
污染、零损伤”的良好业绩。中缅天然气
管道工程于 2016 年荣获“中国石油优质
工程金奖”，并问鼎中国工程建设领域最
高奖项“鲁班奖”。

价值共享履行社会责任

2012 年的泼水节，马德岛的居民们
过得十分开心，他们尽情地泼洒着干净
的自来水，表达着对美好生活的祝福和
对中缅油气管道工程的真诚谢意。

马德岛上没有河流、湖泊，地质以泥
岩为主，基本打不出水来，岛上居民之前
基本靠积攒雨水生活。为了便于岛上居
民及工程用水，中国石油马德岛管理处
组织人力物力，集中优势设备，仅用了
127 天就完成了一座 65 万方的水库建
设，并相继铺设近 5000 米的水管线，建
起了一个 500 方的水塔，建成 15 个居民
供水点，每年提供 22 万吨清洁用水。千
年荒岛，一步进入了现代生活，马德岛居
民全部用上了清洁的自来水。

中国石油在建设过程中，秉承“一带
一路”建设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履行企
业的社会责任，与当地共享建设成果。

“由中缅两国共同建设完成的马德
岛港是缅甸首个具有国际水准的石油港
口，将使国家和人民双方受益。”缅甸前
副总统吴年吞表示。中缅天然气管道的
建成，解决了缅甸天然气下游市场难题，
实现了出口创汇，还为缅甸带来了包括
国家税收、投资分红、路权费、过境费、培
训基金等在内的可观经济收益。

同时，项目也带动了就业，缅甸当地
用工累计超过 290 万人次，在中缅油气
管道施工阶段高峰期，当地用工达到
6000 多人，先后有 220 多家缅甸企业参
与工程建设。随着项目的进一步推进，
公司遵照缅甸外商投资法规定，继续提
高员工本地化、国际化水平，项目现有当
地雇员 800 余人，占员工比例 72%。此
外，公司注重当地青年人才的培训培养，
为缅籍员工量身定制岗位培训计划，为
当地培养了一批能源及相关专业人才。

不仅于此，项目还支持当地公益事
业，积极开展社会援助。截至 2017 年 3
月底，中缅油气管道项目已累计投资
2300 多万美元，实施新建改建中小学
校、医院、医疗站等社会经济援助项目
178项。

四国六方建管道 合作共赢成范本
——中国石油参建中缅油气管道项目纪实

本报记者 齐 慧 实习生 杨 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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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空调行业的后起之秀，远大在美
国成功抢滩的故事在业内广为流传。

远大集团是中国较早一批“走出去”的
民营企业，1997 年就在美国设立了远大美
国公司。如今，远大公司的非电空调覆盖
了美国东西海岸的 21 个州，占领了美国
40%以上的非电中央空调市场份额。

远大美国公司总部位于新泽西州哈肯
萨克市。“参加一个国际制冷展，让远大公
司有幸敲开了美国空调市场的大门。在那
次制冷展上，远大空调的制造工艺和技术
吸引了客户的眼光。在同类国际品牌产品
中，美国客户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比日、韩品
牌价格高出近三分之一的远大空调。接踵
而来的美国订单让集团领导层一致决定把
海外第一家子公司设在美国。”远大集团董
事长张跃回忆道。他说，远大非电空调能
成功占领美国市场，一是靠过硬的产品质
量，二是靠良好的售后服务口碑，三是靠绿
色节能技术。

非电空调是以燃油、燃气、蒸汽、热水、
太阳能、发电余热、工业废热等热能为动
力，通过溴化锂为冷媒实行热交换的节能
技术。相比同类产品，远大非电空调具有低
能耗、寿命长，多功能和易管理等优点。一
台机器可以满足客户制冷、采暖、卫生热水

等多种需求，在能源使用上可以多能源并
用，并可使用发电余热，做到制冷完全免
费。此外，远大的制造工艺无论是设备外
观、材料，还是工艺焊缝，都精益求精。远大
非电空调使用钛管材料作为内部换热管，
寿命长达 60 年，是同类产品寿命的 2 倍。
目前，远大最大的单台制冷机组可以满足
50 万平方米建筑的制冷需求。远大已经取
得了美国 ASME 压力容器安全认证、美国
UL 安全认证、欧洲 PED 压力容器安全认
证，是目前全球同行业唯一一家企业所有
产品均通过了欧美安全认证的公司。

远大美国公司总经理王曙光认为，远
大强大的研发优势是其产品保持世界领先
的强大后盾。远大拥有全球同行业规模最
大的研发队伍，不断开拓创新，改进技术、
升级材料，进入美国市场以来已经升级换
代了 6代新产品。

远大公司非常注重产品的售后服务，
在美国市场的客户服务也是有口皆碑的。
张跃经常以此勉励远大的职工：“第一台设
备是销售人员卖出去的，以后的第二台，第
三台⋯⋯都应该是服务人员卖出去。”

王曙光表示，远大的售后服务都是预
防式的，借鉴飞机的维护保养，在产品没有
出现问题之前杜绝问题，而不是被动灭

火。每台机组出厂前都配备了联网监控
系统，实时监控了解机组运行工况，当机
组发生故障或出现故障隐患时，系统会
立即报警并显示故障状况，服务工程师
及时排除故障，保证客户不间断使用。

经过 20 年的深耕细作，远大美国公
司正一步一步走向合同能源管理的全系
统服务模式。远大美国公司副总经理杨
得志说：“远大的售后价值还体现在为客
户降低能耗上，这也决定了远大服务的
出发点和别家不一样。远大售后服务更
主要的是搞清楚客户空调能耗，并帮助
客户制定节能措施和改进办法，只有为

客户创造了价值，远大的服务价值也才能
体现。”

远大非电空调在绿色节能方面也一直
保持业内先进水平。远大非电空调最早使
用板式换热器,设备能效与同类产品相比
提高 40%，比电空调节能 2 倍以上。远大
公司在 2001 年就和美国能源部合作推广
冷热电联产系统。该系统可以将一次能源
同时转化为电和冷热，系统能源利用效率
提高至 80%，大幅降低碳和污染物排放。

20 年风雨兼程，远大公司在美国成功
抢滩的故事，也书写了中国品牌进军发达
国家市场的征程。

安装在新泽西罗格斯州立大学的远大余热利用非电空调。 （郭 辑供图）

远大集团靠实力抢滩美国市场
本报驻纽约记者 朱 旌

埃塞俄比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积极参与方，目
前已有近 20 家中国纺织服装企业在该国投资，成为当
地工业化进程的中流砥柱。日前，中国纺织国际产能
合作企业联盟、埃塞俄比亚驻中国大使馆联合举办了

“埃塞俄比亚总理与中国纺织企业家见面会”，埃塞俄
比亚总理海尔马里亚姆表示，在“一带一路”建设的带
动下，双方将共同推动纺织行业合作迈上新台阶。

海尔马里亚姆表示，埃塞俄比亚发展纺织服装业
有独特优势：相对廉价的大量劳动力资源、充足廉价的
水电资源、稳定的政治环境、高速发展的经济以及坚定
的工业化决心。

“埃塞俄比亚十分重视与中国企业的合作，各相关
部门，如财政部、海关部门、投资委员会等均设立了中
国事务办公室，协助中国企业来投资合作。处于投资
黄金时期的埃塞俄比亚期待着与更多中国纺织企业有
更深入的接触，政府将以最大诚意迎接中国纺织企业
的到来。”海尔马里亚姆说。

埃塞俄比亚是非洲有重要影响力的国家之一，也
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和自然延伸。在“一带一路”建
设的带动下，不少中国企业纷纷来到埃塞投资。

阳光集团于 2016 年 10 月份与埃塞投资委员会签
署协议，计划在埃塞阿达玛工业园建设一个总投资
9.8 亿美元的大型纺织服装生产基地。阳光集团董事
长陈丽芬介绍，阳光集团已启动 3.5 亿美元作为一期
投资，计划建设的 15 万平方米厂房已完成设计，即
将开建，预计 1 年后投产。华芳集团董事长秦大乾表
示，埃塞俄比亚是华芳集团的首个海外投资地。目前
公司正和埃方积极洽谈在 Hawassa 工业园二期建厂
投资项目，希望通过双方的共同努力，相关合同能够
顺利签订。

在与中国纺织企业家交流中，海尔马里亚姆就企
业提出的若干问题，如工业园区配套设施建设、农业工
业用地选址等给出了积极回应。他表示，欢迎中国企
业赴埃塞俄比亚充分调研考察后开展投资合作活动，
埃塞俄比亚政府愿意与中国纺织国际产能合作企业联
盟及众多中国纺织企业一起，在“一带一路”建设的带
动下，共同推动中埃纺织行业合作迈上新台阶。

埃塞俄比亚总理海尔马里亚姆：

推动中埃纺织合作迈上新台阶
本报记者 温济聪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 5 月份在北京成
功举行，指明了“一带一路”建设的下一步合作方向，达
成了一系列的合作项目清单。“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
峰论坛韩国代表团成员、中韩学术文化交流协会会长
申京淑日前对《经济日报》记者表示，从此次论坛情况
来看，“一带一路”倡议得到了与会各方，特别是发展中
国家的高度赞誉。与会各方普遍认为，此次论坛总结
了“一带一路”合作进展，凝聚了各方共识，为未来“一
带一路”相关的国际合作指明了方向，并提出了具体、
实质性的方案。

申京淑说，此次论坛所展现出的文化内涵让人眼
前一亮。文化代表了一个民族的精神风貌，“一带一
路”的内涵之一正是促进沿线国家的文化交流。在大
家关注“一带一路”经济影响的同时，也应充分认识到

“一带一路”所蕴含的文化内涵。
申京淑认为，“一带一路”建设也将会给韩国带来

积极影响，可把欧亚大陆最东端的朝鲜半岛纳入其
中，这对整个东北亚地区的和平与繁荣都具有积极意
义，也有助于未来打造东北亚经济共同体。中韩两国
此前签署了自由贸易协定，为两国在贸易、投资、基建
等多个领域的合作创造了机遇。今年 6 月份，亚投行
年会将在韩国济州岛举行，韩国将借此机会延续“一带
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的成果。

申京淑称，“一带一路”建设在促进经济发展的同
时，还将与文化产业相结合，带动演出、电影、电视、广
播、音乐、动漫、游戏、文化产业数字化、创意设计、文化
设施、艺术品等多领域的发展。

目前，韩国文化体育观光部已制订通过参与“一带
一路”促进对外文化交流的相关计划。相信韩国的对
外文化交流事业，尤其是中韩两国间的学术文化交流
事业将大有作为。例如，中韩学术文化交流协会将联
合中方机构举办学术论坛、文艺表演、主题展览等多种
交流活动。特别是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汉语
在世界上的影响力将日益增大。中韩学术文化交流协
会还将致力于汉语推广工作，并与中方机构共同举办

“大韩民国汉语演讲大赛”，为培养更多跨国汉语人才、
扩大汉语影响力作出努力。

中韩学术文化交流协会会长申京淑：

“一带一路”促进经济文化双繁荣
本报驻首尔记者 白云飞

本版编辑 徐 胥

“一带一路”建设已传递出各方合力打造

合作平台、为世界经济增长创造新动力、增强

经济全球化发展信心的强烈信号，这将产生重

要而深远的影响

纺织服装业产能从亚洲转移至非洲的机

遇已经来临，埃塞俄比亚是承接此番产能转移

新浪潮的佼佼者

① 中缅油气管道澜沧江跨越工程。

② 中缅油气管道线路走向示意图。

③ 南塘河大峡谷施工现场。

（齐 慧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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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在美国站稳脚跟到占据非电空调领域近乎半壁江山，远大非电空调一是靠

过硬的产品质量，二是靠良好的售后服务口碑，三是靠绿色节能技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