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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3月25日晚7点，中铁建工集

团职工张和平目不转睛地盯着《新闻联
播》中习近平主席出访坦桑尼亚凭吊中国
专家公墓的画面。随着镜头的移动，张和
平泪流满面，急切地在墓碑上寻找父亲张
德山的名字。
作为铁道部建厂工程局（中铁建工

集团前身）的技术工程师，1970年，张德
山和5万多名中国中铁援外人员奔赴坦
桑尼亚援建坦赞铁路。因为医疗条件落
后，张德山积劳成疾，长眠在坦桑尼亚的
土地上。永远陪伴他的是一同奋斗牺牲
的 68位战友和象征着和平与友谊的坦
赞铁路。
50年来，中国中铁建工集团东非公司

（CRJE）沿着前辈走过的路，积极拓展海外
业务，收获了成长，更收获了友谊。

使 者 相 望
非洲有句谚语，河有源泉水才深。
中坦友谊源远流长，坦赞铁路就是

标志之一。从铁路开建时起，中坦人民
便在发展振兴的道路上相互支持、真诚合
作，结下了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的兄
弟情谊。
50年来，坦桑尼亚一直有这样一群中

国人，无论条件多么艰苦，他们从未离开；
无论环境如何变化，他们都是相望于道的
友谊使者；无论肤色与民族，他们“人生乐
在相知心”。他们就是中铁建工集团东非
公司的员工们。
2012年建设地标大厦项目时，杰明

西还是一名钢筋工学徒。他绑钢筋的技
术都是项目经理刘黎明手把手教出来
的。现在，杰明西已经是一位带领近百人
队伍的专业分包商了。尽管分别已久，每
次见到刘黎明，他都会紧紧握住师傅的手
不愿松开。
东非公司厨师丁方玉在坦桑尼亚一待

就是14年，期间带出了几十位外国徒弟。
如果您到非洲旅游，吃到宫保鸡丁、鱼香肉
丝等地道的中国菜，很有可能就是丁师傅
的徒弟们做的……
在过去的20多年里，东非公司通过1

名中国工长带几名当地技术工人的模式，
培养出一大批技术过硬的“当地工匠”。目
前，坦方施工一线90%以上员工都是本地
工人。
走在坦桑尼亚的大街上，向路人打听

CRJE，人们都会竖起大拇指，像介绍自家
人般骄傲地讲述他们眼中的CRJE。每次

坦桑尼亚发生自然灾害，东非公司也是第一个冲在前面。
2015年当地部分地区遭遇洪灾，东非公司副总经理周泽君坐镇一线，成为

总统特别顾问，为救援队提供抗洪救灾解决方案，还自带多部发电机、专业抽水
设备，配备车辆到现场救援。由于成功挽救了多位居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周泽
君一线指挥的大照片登上了官方媒体的头版头条。满含热泪的获救居民们激动
地紧紧拥抱着周泽君，大喊着：“Asante（斯瓦希里语“谢谢”）！Asante！”

建 者 不 拔
老子云，“善建者不拔”。东非公司就是这样的善建者。
东非公司成立之初曾依靠速度和价格优势在坦桑尼亚建筑市场迅速站稳了

脚跟，但甲方很少把强调舒适与精细的人居工程合同交给东非公司，因为在他们
眼里，“中国人做的工程不行”。东非公司下决心改变这种看法，他们要干好工
程，铸造精品，让外国人见识真正的“中国品牌”。
“机会总是偏爱有准备的人。只要坚持住，我们就一定有机会证明自己！”

时任东非公司市场部副部长的史渊回忆说：“那是一段激情燃烧的岁月。尤其
是在建乞力马扎罗宾馆之前，我们承建的都是普通工程，急需一座标志性建筑
证明自己。”
乞力马扎罗宾馆开标前，东非公司提前组织力量加班加点开展设备、材料、

劳工等全方位的市场调查，耗时数月制作了一尺多厚的投标书。但是，由于几家
欧洲公司的阻挠，阿联酋业主禁止中国企业参加。眼看所有努力就要付诸东流，
史渊没有灰心，他穿着印有CRJE字样的T恤苦苦等待在业主酒店的大堂里，只
为见上对方一面，再作一次努力。史渊的执着最终打动了业主，也赢得了参与竞
争的机会。在两轮12天的谈判后，东非公司一举签下价值2000多万美元的乞
力马扎罗宾馆和桑岛宾馆两个项目。从此，东非公司打破了西欧承包商对当地
高端建筑市场的垄断。
东非公司一直把追求卓越建筑品质作为打响企业品牌的金钥匙。2003年，

年仅27岁的胡波来到桑给巴尔岛，成为凯宾斯基度假村工程的项目经理。“这是
我们在桑岛的第一个项目，也是第一个高端酒店项目，工程的好坏直接关系到公
司的形象和未来的发展。”胡波说。作为总承包商，胡波要领导来自新加坡、新西
兰、英国和阿联酋等8个国家和地区的勘察、设计、装饰团队。为协调好这支队
伍，高质量地完成工程建设，胡波建立了每日例会制度协调各方进度，现场解决
建设问题。他还专门组织中国员工学习涉外礼仪及各国风俗习惯，提升大家沟
通交流的能力。经过努力，东非公司以过硬的施工质量出色完成了各项任务，也
赢得了合作方与业主的尊重。
从“中国速度”到“中国质量”，从“中国工程”到“中国品牌”，东非公司不仅为

坦桑尼亚建设了一大批地标性建筑和民生工程，还为当地建筑市场带去了中国
标准和中国技术，树立了行业标准和规范，发挥了示范引领作用。
2009年、2011年、2014年，公司3次荣获坦桑尼亚最佳外资承包商奖，打破

了该奖项一直被西欧公司独揽的局面。

行 者 无 疆
随着时代的变化，东非公司也完成了从“坦赞铁路精神继承者”到“丝路精神

践行者”的蜕变。
坦赞铁路建成后，中国在当地留下了500多人的专家组负责坦赞铁路的维

护工作。1994年，主管部门决定撤销设置，大批技术专家回到国内。然而，中铁
建工集团却决定留下来，继续闯荡海外市场。目前，他们的业务已经拓展至集投
融资、房地产开发、建筑施工、维护运营于一体的全产业链，涉及铁路、公路、市
政、大桥、港口、民用建筑等多个领域；市场范围也从坦桑尼亚拓展到整个东非地
区，为把东非建设成为“一带一路”新支点贡献力量。
尼雷尔基金会广场项目就是这样一个多方合作、“金融+建筑”跨产业融合

的典范。
该项目启动于2013年。当时，东非公司与世界银行国际金融公司合作，获

得了2200万美元的项目前期融资。这是世界银行投资支持的第一个南南合作
项目，也是世行投资的第一个中国和非洲合作项目。项目的成功具有很强的开
创性，受到了世行内部的广泛关注，也为东非公司优化海外运营模式提供了可借
鉴的经验和范例。
如今，东非公司更加注重本土化发展，在坦桑尼亚和乌干达都注册了法人公

司。“在集团公司的支持下，我们将企业盈利更多投入到当地发展中。”中非公司相
关负责人表示，特别是伴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深入推进，东非公司乘势而上，积
极与世界银行国际金融公司、坦桑尼亚五大基金会、坦桑尼亚国家房地产公司及
多家国际酒店管理公司展开合作，推动海外市场发展向更多领域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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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车友胡志伟是一位资深美食家，每年
夏天他都会到潜江“撮虾子”。最近，他在中国
石油化工集团公司湖北石油分公司旗下的加油
站加油时发现，很多中石化加油站都在销售龙
虾节自驾一卡通。详细了解后，胡志伟打算体
验一下这个不仅包括小龙虾套餐，还包括加油
站便利店代金券和洈水汽车露营地门票的自驾
套餐。“还真是挺划算的。”胡志伟说。
从油品供应商到现代化综合服务商，旅游

业正成为中国石化湖北公司战略转型的重要组
成部分。
资料显示，目前自驾游市场规模已在万亿

元以上。但和不少旅游发达地区相比，湖北4
大短板比较突出。一是缺少自驾配套服务，出

行时车辆保险、养护、救援、专业领队、无线通信
设备、随队医护、餐饮等配套服务保障有待提
高；二是缺乏自驾专项产品，规模大、影响广、市
场占有率高的龙头企业尚未出现，小型自驾俱
乐部、旅行社、车友会、媒体论坛等组织的活动
产品体系单一；三是行业标准尚未建立，部分无
资质的小团体混迹其中，产业政策、支持力度尚
显不足；四是基础服务设施缺乏，市场供给和服
务滞后，个别领域还存在盲区。
正是因为看到了这一行业痛点，中国石化

湖北公司与湖北易旅行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一
拍即合，“易捷·易旅行”品牌应运而生。
“我们的核心业务就是自驾游，产品和服务

是我们的强项。加油站渠道具有消费高频率、

高价值的‘双高’特点，可以聚拢很多资源。通
过合作，双方的优势能够整合到一起，变成各类
优惠让利于消费者，这就是跨界合作的核心价
值。”湖北易旅行创始人袁剑说。
作为自驾旅游者集散地，加油站的跨界新

玩法也得到了主管部门的重点关注。2016年，
武汉市旅游局率先与中国石化湖北公司展开战
略合作，由政府牵头在加油站内建设具有公共
服务功能的旅游信息咨询中心，消费者可以在
加油站了解到最新的旅游信息，购买旅游产品。
中国石化湖北公司有关负责人还透露，得

益于湖北试水的成功，目前“易捷·易旅行”已展
开全国布局，未来将陆续在广东、四川、河南、江
西、河北、江苏等地的中国石化加油站落地。

中国石化湖北公司跨界入行自驾游产业——

这里，既卖油也卖“游”
本报记者 郑明桥 通讯员 熊 海

一提到最近很火的区块链技术，人们首先
想到的十有八九是以比特币为代表的数字货
币，以及刚刚被监管部门叫停的ICO（代币发行
融资）乱象。
实际上，区块链技术的应用范围非常广泛，

包括区块链电商、区块链服务端BaaS、区块链
救助账户等，涉及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数字货
币只是其中一种场景。
有鉴于其不可小觑的应用前景，不少企业

都在加大对区块链技术的研发力度，提升应用
水平。中链科技有限公司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之一。

技术怎么应用

中链科技成立于2016年7月份，至今才1
年有余。尽管公司还很年轻，但其核心团队成
员早在2012年就已经介入区块链底层技术研
究中。中链科技总裁路成业表示，公司科研人
员基于第一代区块链技术以及比特币发展面临
的问题，通过深入研究，解决了传统区块链技术
交易时间过长，交易损耗过多等问题，目前已经
具备一定的技术运营条件。
实际上，区块链一词来源于比特币。比

特币区块链是最早的区块链，可视作第一代
区块链的典型代表。从2015年开始，主流金
融机构开始研究加密数字货币系统，并把系统
的底层技术与上层业务分离开来，用区块链
指代底层技术组合，形成了目前区块链的概
念和范畴。
当前，国内外不少公司纷纷拥抱区块链技

术，尤其是一些实力雄厚的大企业进展更为迅
速。作为初创企业的中链科技一头扎入如此热
门的领域，究竟有何底气？
“区块链技术并不只有一种模式，而是分为

几种技术流派。”路成业认为，对于中链科技来
说，如果每一种技术流派都要开发，以公司目前
的实力尚不足以支撑。所以，中链科技在自主研
发核心技术领域的同时，有选择地与其他企业
开展分支技术合作。“这就好比4G手机，它既有
移动的制式，也有联通和电信的制式。不管哪种
制式，有良好的性能和友好的界面才是关键。”
基于将区块链技术与传统行业更好结合的

目的，中链科技主要发力3个应用领域，分别为
数字资产领域、存证链领域和金融领域。公司
目前的客户群体主要是金融行业、科研机构、大

型企业和行业协会，具体有招商证券、中国移
动、中国服务贸易协会等。
“公司正在沟通的扶贫券项目，便是一个很

好的区块链应用领域。”路成业介绍说，在当前
的扶贫工作中，扶贫款发放问题还比较多。比
如，传统扶贫款发放需经过多个环节，如何保证
不被克扣？又比如，扶贫款打入贫困户银行账
户后究竟用于购买生产生活用品，还是被浪费
掉，资金用途如何监控？
要解决这些问题，传统手段恐怕很难奏效，

不过区块链倒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区块链技术
能够把扶贫资金转变为数字资产形式的扶贫券
发放到贫困户手中，有关部门只需要划定一些
消费领域，确定一些认证企业就可以了。
“这不仅能杜绝扶贫资金跑冒滴漏，更重要

的是可以对扶贫券流向全程实时跟踪，消费行
为也可被追溯，还简化了扶贫款发放成本。”路
成业表示，目前公司正在和中国扶贫开发服务
有限责任公司积极沟通，争取让这一项目尽快
落地。

利润从何而来

虽然区块链技术应用领域很多，但除了数
字货币，真正成熟的商业化应用少之又少。既
然如此，中链科技盈利模式何在？
资料显示，目前公司的盈利主要来自于4

个方面，分别是通过技术入股，获得投资收益；
通过解决方案与产品销售，获得相关收益；获得
技术孵化器运营分成；通过数字资产运营，获得
业务分成。
“目前，中链科技用技术入股的方式参股了

致力于服务中小企业的‘企名宝’平台，还控股
了一家电商平台。不过，这两家公司目前尚处
于孵化阶段，还未产生现金流。”路成业说，公司
最主要的利润来源是B端客户，也就是商户，通
过向商户输出技术、平台和产品，获得营收。
“目前，公司很多项目尚在推进中，整体上

还未实现营收平衡。按照项目推进情况，预计
在2018年6月底前，公司基本可以实现营收平
衡。”路成业认为，在盈利之前，融资依然是区块
链公司最大的难题。
在融资方面，中链科技已经经过了天使轮

投资，目前正在寻求Pre-A轮投资。同时，公
司也在积极寻找私募机构，并与机构合作通过
发起设立产业基金的方式寻求融资。此外，中

链科技还准备推进下属企业中积有限公司到香
港创新板上市，通过二级市场解决融资问题。
路成业坦言：“无论是私募机构还是二级

市场，当前的融资环境并不乐观。毕竟除了
数字货币，区块链企业还没有更好的场景落
地。这些企业要解决自身生存发展的需求，
不得不转向多元化融资行为。这个时候，ICO
就出现了。”
业内人士告诉记者，ICO模仿股票市场

IPO而来。ICO项目发起方可以通过区块链技
术以发行初始代币的方式获得融资，再把融资
投入到指定的技术项目中。不过，当前不少
ICO项目越来越离谱，没有项目说明书、抄袭代
码、不看项目资质等，种种乱象不一而足。
有鉴于此，近日，中国人民银行等7部门联

合发布公告，停止各类代币发行融资活动。路
成业表示，目前确实有不少区块链公司想通过
ICO募集资金真正做好项目，但也有不少人是
抱着投机心理。所以，ICO乱象的症结在于无
法从项目公开信息中区分投资与投机行为，需
要监管入场，规范管理。
“在国家最终的监管措施落地之前，中链科

技坚决不做ICO！”路成业说。

发展方向在哪

业界普遍认为，区块链具有去中心化、不可
篡改、建立信任共识等特点，在银行交易、网络
借贷、众筹等金融领域中具有广泛的应用空
间。因此，尽管ICO被叫停，虚拟货币交易有待
规范，但区块链技术本身仍值得研究。
路成业认为，从目前来看，由于具有传统纸

币无法比拟的安全、便捷、可控等优势，数字货
币依然是区块链技术未来重要的应用方向。“比
特币目前的影响如此之大，且没有发生过死机，
也没有虚假交易，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坚实的底
层区块链技术。”
不过，业内专家也表示，包括比特币在内的

数字货币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是没有发行方。
这意味着，数字货币发行总量不受控制，也缺乏
应有的法律地位。所以，虽然全球各大央行都
在抓紧研究相关技术，但大都不承认数字货币
的地位。
对此，路成业进一步分析道：“区块链是去

中心化的。但如果一种货币全部去中心化就会
乱套，应区分不同的场景和行为。比如，在数字
货币发行环节，一定要有一个中心，即中央银
行；在流通环节则可以去中心化，以降低相应成
本。这些都可以通过区块链技术做到。”
那么，区块链未来的商业价值何在？
路成业认为，传统互联网已很好地解决了

信息传递问题，任何人都可以通过互联网以极
低廉的成本完成信息传递。但是，由于依赖于
传统中心机构记账，传统互联网还不能实现点
到点的价值传递。区块链技术则可以解决这一
问题。它如同一台创造信任的机器，通过网络
而非中心机构实现真实的价值传递，为价值互
联网体系的形成铺路搭桥。
“信息本身有真有假，有虚有实。但价值

是可信的，不可更改的。区块链的这种特质可
以净化交易行为场景。”路成业表示。
“价值信任”中蕴含的商机正是中链科技未

来的商业价值所在。目前，中链科技正在打造
并不断完善区块链存证解决方案，通过区块链
数据不可删除和篡改的特性，完成身份存证、行
为存证、权益存证、合约保真、资产存证等，为信
用社会提供基础数据支撑。

中链科技用区块链技术助金融业回归本源——

区块链的“正确打开方式”
本报记者 孟 飞

中链科技认为，数字货币的问题在于过度追求区块链去中心化的特质，忽视了发行方的存在，导致发行总量不

受控制；ICO的问题出在无法从项目公开信息中区分投资与投机行为，需要监管入场规范管理。二者都是区块链技

术的应用场景，不能涵盖其全部意义。实际上，区块链具有去中心化、不可篡改、建立信任共识等特点，在银行交易、

网络借贷、众筹等金融领域中具有广泛应用空间。它能够通过网络而非中心机构实现点到点的价值传递，净化交易

行为场景，这种“价值信任”中蕴含的商机才是区块链的“正确打开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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