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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通速递近日在国际化进程中又迈
出一步，正式启动“全球包裹联盟”

（Global Parcel Alliance，以下简称
GPA）。这是目前唯一一个由国内物流
快递企业发起的国际化物流快递联盟平
台，首批联盟成员来自全球 25 个国家
和地区，共 50 家网络加入联盟。圆通
速递董事局主席兼总裁喻渭蛟表示，相
信一年以后 GPA 和先达国际物流将会
成为圆通全球化的核心战略布局。

记者了解到，17 年前，圆通速递
正式在上海创业，如今公司已发展成为
一家集速递、航空业务于一体的大型企
业集团。截至 2016 年底，圆通速递在
全国已建成枢纽转运中心 82 个，累计
开通航线数量 1300 余条。与此同时，
圆通速递还陆续推出港澳台、东南亚、
中亚、欧洲、美洲、澳大利亚及韩日快
递专线产品，实现快件通达主要海外
市场。

加快创新转型步伐

“无论你什么时候用什么渠道下
单，我们的手机瞬间就能收到信息。”
上海的一位圆通速递小哥告诉记者：

“以前都是撒名片，客户发件要打电话
来，现在手机上的‘行者 APP’什么
信息都有，方便又明了。”

记者了解到，“行者 APP”是圆通
专为一线员工打造的具备抢单、即时通
信、地图导航及对快件基本操作等服务
功能的智能软件，可以快速响应客户寄
递服务需求。喻渭蛟表示：“随着新兴
技术的发展，快递业也将从传统的人工
操作向智能化、智慧化方向发展。”

“快递业被国家定位为现代化先导
性产业，迎来了最好发展机遇期，圆通
作为行业领先的企业，将紧跟国家战略
发展步伐，始终坚持‘客户要求、圆通
使命’的服务宗旨，进一步加大投资力
度，做大做强企业。”喻渭蛟向记者表
示：“时代赋予圆通最佳的发展机遇，
科技进步、世界经济的发展、国家战略
布局，都推动着我们在创新中前进。”

今年年初，由国家发改委批复、圆
通速递牵头承建的“物流信息互通共享
技术及应用国家工程实验室”在公司上
海总部揭牌。喻渭蛟表示，随着该实验
室各个项目的“开花结果”，将加快破
解物流快递业面临的瓶颈问题，有助于
加快行业创新转型步伐。

喻渭蛟表示，公司将持续把网络
“向西、向下、向外”延伸，提升产品
与服务品质；并基于快递业务，加快布
局城市高频配送网及覆盖全国的终端网
络，有序地推进仓储、冷链等多元化布
局，为客户提供一站式综合解决方案。
同时，作为互联网技术的快递平台，公
司以科技为主要支撑，推动内部运营的
信息化、自动化，进而使公司整体向智
能化、智慧化迈进，打造以科技与信息
技术为主要驱动力的智慧圆通。

自建+合作的国际化之路

在喻渭蛟看来，启动 GPA 和不久
前收购先达国际物流控股有限公司，
都标志着圆通真正具备了实施国际化
战略的能力，能够助力中国物流企业

“走出去”。
据了解，目前 GPA 已经陆续完成

了机构设立、品牌注册、系统开发等前
期工作。此次 GPA 联盟的正式启动，
标志着 GPA 开始进入试运营阶段。
圆通组建 GPA 将实现信息统一、服务
统一和未来品牌统一，包括信息的标准
化、决算的标准化都会实现统一。

“全球化是快递企业做大做强的必
由之路，快递物流企业的国际网络覆盖
范围以及产品创新和服务能力成为未来
国际化竞争的重要因素。”喻渭蛟说，

“圆通正在迈向全球化。圆通在‘走出
去’的这些国家核心区域，都注册了自
主的海外分公司，建立了海外团队，确
保每一票快递到达每一个国家和区域时
由 圆 通 自 己 的 管 理 来 实 现 ‘ 一 单 到
底’、可视可控的信息服务和快递安全
服务。”

针对国际物流范围窄、费用高的
痛 点 ， 圆 通 今 后 将 主 打 “ 最 具 性 价
比”的跨境全链路产品，线上对接淘
宝等电商平台，线下依托密布全国的
终端网点，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营销
模式拓展市场。在海外，圆通将复制
国 内 成 熟 的 加 盟 经 验 ， 以 “ 大 众 创
业，天下加盟”的模式在海外发展本
地末端网络。同时，将依托自身主导
建立的国际包裹联盟，搭建跨国间快
递公司的协同合作网络，以自建与合
作相结合的方式，扩大公司在全球的
业务覆盖范围，让中国服务伴随中国
制造一同走向世界，为全球客户提供
高品质的综合性快递物流服务。

不过，喻渭蛟也坦言，搭建一张成
熟的国际网络、布设全球站点、获取干
线航线资源、组建人才团队是一个漫长
的过程。

圆通速递加快国际化步伐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李治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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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阅读

当刘嫣然接到在柬埔寨找水的
任务时心生疑窦：“湄公河在柬埔
寨境内蜿蜒500公里，境内的洞里
萨湖是中南半岛最大湖泊，低水位
时面积 2500 多平方公里，雨季湖
面达1万平方公里，这样的国家会
缺水？”

刘嫣然是中铁二院工程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海外部赴柬专家组的负
责人，她最初的怀疑不无道理，因为
柬埔寨属热带季风气候，5 月份至
10 月份为雨季，11 月份至次年 4 月
份为旱季，受地形和季风影响，各地
降水量差异较大，最高可达5400毫
米，首都金边附近约为1000毫米。

在很多没到过柬埔寨的人看
来，这个拥有吴哥窟的国家美丽犹
如世外桃源。但是，只有身临其境
才知道这里的艰苦。其中，作为生
命必需品的饮用水问题首当其冲。

柬埔寨的城市里有自来水，却
不符合饮用水标准，水龙头里放出
来的水喝了必定生病，需要另外购
买桶装水才能饮用。据报道，柬埔
寨约有 1000 多家桶装水供应商，
只有约 100 家是符合资质的。而
且，桶装水水质很硬，肾结石是柬埔
寨的常见病和高发病。城市尚且如
此，乡村就更困难了。

乡村旱季缺水是中南半岛国家
普遍存在的问题。在柬埔寨的乡村
中，家里储存的雨水不够饮用，只能饮用附近污水池塘中的积
水。少数村子有水井，但在旱季照样压不出水来。

为帮助柬埔寨解决旱季缺水问题，应柬政府请求，2016
年底，中国政府决定援助柬埔寨六个省开展乡村供水工程。
中铁二院受中国商务部委托,选派刘嫣然团队开始了找水
之旅。

然而，柬方没有用于找水项目可研性研究的技术团队和
经费预算，同时水文资料稀少也是刘嫣然遇到的重要问题。
经过不断挖掘梳理，刘嫣然团队发现，在基层打过井的省份有
一些零散的信息可供使用，于是以此为基础开始了夜以继日
的工作。

在勘探和考察过程中，中国专家被柬埔寨的贫困所震
撼。柬埔寨城市中 1 美元一份的素米粉滋味寡淡，却是乡村
儿童难以企及的美味，他们的早餐是分量很少的一份油炸蚂
蚱和水塘中取来的重金属和大肠杆菌严重超标的污水。刘嫣
然是一位母亲，每当看到和自己孩子年龄接近的柬埔寨儿童
喝着脏水、吃着蚂蚱时，为这些孩子找水的任务就上升为一种
不可推卸的责任。

在柬方的配合下，刘嫣然团队最终在28天里完成了勘探
和考察工作，在两个月内提交了可行性研究报告。

2017年3月28日，中柬两国政府正式签署乡村供水项目
一期立项换文，项目正式进入了实施阶段。4月25日，柬方完
成项目承建方招标工作并下发中标通知，中标方中核集团随
即着手运送部分物探设备到达现场展开前期准备。5 月 12
日，双方正式完成总包施工合同签约。截至目前，中核方面已
完成一期5个省的水文地质调查、物探测量，进入勘察设计等
工作阶段，项目进展顺利。

完成任务的刘嫣然已踏上回国的航班，她希望下次有机
会回到柬埔寨乡村时，能看到那些眼睛明亮的孩子们喝上干
净的水，露出纯净的笑容。她知道，那是她和无数中国员工的
努力成果。

在柬埔寨找水

本报驻金边记者

关晋勇

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国际多语言
平台“全球说”主办的“2017国际多语言
冠军挑战赛”日前在北京语言大学拉开
帷幕。

语言是人类文明世代相传的载体，
是相互沟通理解的钥匙，是文明交流互
鉴的纽带。本次语言比赛不同于传统的
语言类竞技比赛，比赛语言为联合国使
用的 6 种工作语言，每种语言按照不同
年龄组别和外国在华留学生组分别决出
冠亚季军，获奖选手将赴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总部接受颁奖。

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语言

学习热潮正在来临。今年，我国一些高
校专门新增了面向“一带一路”相关国家
的小语种专业。比如，北京第二外国语
学院今年在北京市的招生计划是 360
人，设置的专业将服务于“一带一路”建
设和首都经济社会发展。

与此同时，伴随经济全球化的深
入，国家间的交流与合作日益频繁。在
这一过程中，语言不仅是一种交流工
具，而且日益成为一种社会资源。与语
言相关的经济活动不断增多，逐步形成
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并催生出语
言产业这一新的经济形态。最近 10 年

来，语言产业的发展及其地位愈来愈引
起全球性的关注。例如，瑞士人普遍掌
握数种语言，对经济发展助益甚大。日
内瓦大学教授弗朗索瓦·格林说:“每
年瑞士国内生产总值的 10%受益于语
言多样性。”目前，世界上每年有1800
万母语非西班牙语的人学习西班牙语，
与该语言学习相关联的产业产值每年可
达 1500 亿欧元。据有关机构统计，早
在 2010 年，全球外包语言服务市场产
值就达到 263.27 亿美元。事实表明，
语言产业已经成为经济增长中的一个新
的重要因素。

近年来，我国语言产业发展非常迅
速。据 2010 年的数据，我国外语培训
市场规模达到近300亿元，从事外语培
训的机构达 5 万多家。2010 年我国外
语培训市场、翻译市场以及外语出版市
场的总值接近 1000 亿元。语音合成、
语音识别、文字识别、机器翻译、语言
康复等正在成为新兴的语言产业领域。
中国互联网络中心预测的中文语音市场
就高达 1300 亿元。据此，我国语言产
业正逐步发展壮大。在语言培训、翻
译、出版等传统产业稳步发展的同时，
语言科技、语言艺术、语言会展等新兴
语言服务业崭露头角。特别是在语言科
技领域，语音合成、语音识别、文字识
别、机器翻译等正成为新的经济增长
点。作为一种知识经济和绿色经济，语
言产业在创造社会财富的同时，也对我
国经济转型升级和“一带一路”建设起
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据统计，“一带
一路”相关国家涉及官方语言 53 种，
随着“一带一路”朋友圈的扩大，所涉
包括民族语言在内的全部语言多达几百
种。这对语言服务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巨
大需求。我国应抓住这一有利契机，推
动语言产业加速发展。

与教科文组织联合主办这一全球赛
事的机构是我国本土的语言技术公司
——“全球说”，这家机构拥有 300 多项
自主知识产权技术和著作权。经过3年
多的艰苦研发，不仅攻克了语音识别、语
音评分等国际领先技术障碍，而且开发
出了以母语学习理论为基础的100多种
语言学习课程。

国际多语言冠军挑战赛启动——

“一带一路”建设带动语言产业升温
本报记者 王 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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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喻剑报道：日前，粤港
两地40多家粤港企业组成的粤港经贸代
表团赴马来西亚、泰国、越南三国，共同推
进“一带一路”建设，联手推介粤港澳大湾
区。代表团分别在马来西亚吉隆坡、泰国
曼谷、越南河内举行了3场经贸合作交流
会。广东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林少春，
泰国数字经济与社会部部长披切·杜隆卡
威洛，越南外交部副部长黎怀忠等分别出
席泰国及越南的相关活动。

林少春表示，广东将推动“一带一
路”以及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积极扩大与

“一带一路”相关国家的贸易和投资合
作。期间，林少春为省政府驻东南亚经
贸办事处授牌。该办事处是继欧洲、北
美后，广东省政府直接派驻的第三个海
外经贸办事处，主要负责为广东与东南
亚地区开展经贸合作提供工作平台。

广东第三个海外

经贸办事处挂牌

中外志愿者合力修缮贵州古建筑
本报讯 记者吴秉泽报道：由上海阮仪三城市遗产保护

基金会、法国遗产保护志愿者工作营联盟、贵阳市花溪区青
岩镇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中国建筑遗产保护志愿者工作
营·青岩工作营”日前在青岩镇开营，来自国内外 15 名志
愿者将与当地建筑工匠一起修缮青岩古镇刘家水碾房。

刘家水碾房是青岩古镇最具特色的古建筑之一，位于青
岩古镇北门外，建于清朝晚期，坐西向东，为石木结构歇山
式青瓦顶建筑，面阔五间、通面阔20米、进深17米，建有
水碾以及水磨。因年久失修，现仅存基础部分。

参加此次建筑遗产保护志愿者工作营活动的志愿者主要
来自中、法两国。通过此次活动，大家可以学习青岩古建筑
的传统工匠技艺，了解青岩古镇历史文化积淀，普及传统文
化遗产保护理念。同时，志愿者们通过实际劳动感受建筑的
魅力，学习遗产保护知识，吸引更多人关注青岩古镇的保护
与发展。

本报纽约电 记者朱旌报道：作为 7 月份安理会轮值主
席，中国日前倡议召开“加强非洲和平与安全能力建设”公开
辩论会。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非盟和平与安全委员会委
员切尔古、塞内加尔外长、乌克兰副外长等安理会部长级成员
或常驻代表等 60 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代表与会。中国常驻
联合国代表刘结一大使主持了会议。

非洲作为最具发展潜力的大陆,是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
同发展的重要力量。中国倡议召开此次公开会，旨在践行人
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推动国际社会加紧落实安理会以往决议
和主席声明,加大重视非洲和平与安全能力建设，梳理非洲和
平与安全能力建设面临的困难和不足。根据非洲国家的具体
需求，重点协助解决非洲面临的具体困难，为非洲加强和平与
安全能力建设提供切实有效的支持。

与会各方盛赞中国在支持和帮助非洲加强和平与安全能力
建设领域发挥的建设性作用。

刘结一表示，中方一直坚定支持非洲国家通过非洲方式
自主解决非洲问题。2015 年，中非合作论坛提出“中非十大
合作计划”，涵盖发展、社会、和平与安全等诸多领域工作。在
和平安全领域的重点是加强非洲自主和平能力建设，包括支
持非洲常备军和快速反应部队建设，目前有关工作正在全面
落实。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有助于非洲实现发展，解
决冲突根源性问题。中方将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理念，在

“一带一路”框架内同非洲国家密切合作，继续帮助和支持非
洲加强和平与安全能力建设，早日解决地区热点问题，实现非
洲大陆的和平、稳定和发展。

中国支持非洲和平与安全能力建设

本版编辑 廉 丹

嘉宾们在2017国际多语言冠军挑战赛现场观看比赛。 本报记者 王 晋摄

近日，2017 中

国杭州国际名校赛

艇挑战赛在西湖白

堤水域鸣笛开赛，

来自剑桥大学、哈

佛大学、耶鲁大学、

清华大学、浙江大

学等 16 所国际知

名高校的赛艇选手

一决高低。图为参

加国际名校赛艇挑

战赛的女子组选手

在西湖白堤水域奋

力划行。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