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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越红其拉甫口岸，驱车沿着喀喇
昆仑公路向巴基斯坦国内进发，除了偶
尔看见有工人在养护被滑坡落石损坏的
公路外，周围罕有人烟。经过大约两个
小时的车程，路边忽然出现商铺、住家，
眼前开始出现繁忙景象。

苏斯特作为喀喇昆仑公路沿线巴基
斯坦境内的最后一个村镇，一直扮演着
两国陆路贸易装卸货点的角色，但由于
基础设施和专业人员的缺乏，两国货车
司机通常要等上很久才能完成一个装卸
流程。低下的效率不仅不能满足两国陆
路贸易的实际需求，而且对当地经济发
展和劳动力就业也起不到带动作用，当
地大多数人过着简单的农村生活。

2005 年，随着中巴两国开始合资
建设苏斯特旱港，这一不温不火的景
象出现了剧变。在这个雪山环抱的边
陲小镇，一座总面积达 200 亩的全封
闭式、现代化港区拔地而起。在过货
量旺季，旱港每天能接驳 15 辆至 20 辆
由中国开来的重型卡车，再加上准备
将货物接走运往国内市场的巴方卡
车，四五十辆卡车会把整个港区塞得
满满当当。记者前往时刚好赶上相对
旺季，在短短的十几分钟内，就有四五
辆卡车先后驶上地磅称重，远处还有
几辆巴方的卡车整齐地停靠在库房前
装货，每辆卡车周围都有四五名巴基
斯坦工人忙上忙下，用中文写着收发
货人信息的板条箱已经零星堆到了库
房外准备装车，整个港区内一派热火
朝天。繁忙的背后是对当地就业的直
接拉动，仅在港区内从事清关、库管等
固定工作的巴方工作人员就有约 50
人。此外，根据实际需要随叫随到的
装卸货工人更是在本就不多的苏斯特
居民中占到了相当大的比例。

在港区下游不远处，几十家规模
不等的商铺已经挤满了喀喇昆仑公路
两侧“黄金地段”，几乎每一家店的招
牌都用中文和乌尔都语双语书写，招

揽着从旱港卸完货准备启程回国，以
及准备将中国的货物运向巴基斯坦各
地的中巴两国司机。记者在港区采访
了解到，随着中巴经济走廊建设的推
进，在中方运来的货物中，项目建设工
地上所需工程设备所占比例越来越
大，相较于这些多少有些“高大上”的
货物，那几十家商铺中售卖的商品就
显得更加“接地气”，从苏斯特启程不
论向哪个方向进发，面对十几个小时
的长途奔袭，采购一些最基本的补给
品对于长途司机来说都是必不可少

的。这一日益旺盛的需求也正在逐步
推动着当地人生活方式的转变，越来
越多的人告别了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封
闭生活，开始在这个被苏斯特旱港盘
活的经济圈内以经商为生，说上几句
简单的中文已不是问题。

记者在采访期间，恰好在库房遇到
一批即将装车运往中国的干果，共计
450麻袋，每袋40公斤。仓库管理员指
着这批货物兴奋地对记者表示，中国消
费者很喜欢巴基斯坦的干果，这批货刚
刚完成清关正准备装车。总计 18 吨重

的干果在一辆重型半挂卡车的货仓内可
能只占一个角落就可以装下，但这也是
巴基斯坦迎合中国市场扩大对华出口的
一次成功实践。

去年11月份，由大约100辆卡车组
成的中巴经济走廊首支贸易车队在苏斯
特旱港统一完成清关后继续前往瓜达
尔，标志着走廊的全线贯通，也证明了沿
走廊开展陆路运输的可行性。随着中巴
经济走廊建设的推进，以及两国贸易活
动的增强，相信繁忙景象将成为苏斯特
旱港的常态。

苏斯特旱港：从荒凉到繁忙
——探访中巴经济走廊巴方境内第一站

本报驻伊斯兰堡记者 梁 桐

在苏斯特旱港,几辆卡车等待着驶上地磅称重。 本报记者 梁 桐摄

本版编辑 李红光

在人们的印象里，奥地利是个音乐之都，以音乐著
称于世。殊不知，奥地利不光有流淌动人旋律的维也纳
金色大厅，还是欧洲传统工业强国之一，在制造业、科技
创新等方面具有产业和技术优势。随着“一带一路”建
设不断推进，奥地利与中国的合作正在逐步加深。

日前，40多家奥方企业、协会机构与120多家国内
企业在广东揭阳洽谈对接，在面对面的交流探讨中高效
精准地寻找合作伙伴，助力中小企业转型升级。来自奥
地利的先进技术和产品将率先进入广东，进而走向全
国，走进千家万户。揭阳市委副书记、市长陈东表示，奥
地利是最早响应和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国家之一。

“奥地利工业文明积淀深厚，制造业发达，揭阳的产业基
础扎实，当前中奥两国都处于产业创新和结构性改革的
关键时期，双方经济互补性强，在高端制造、环保、新能
源、现代农业等领域合作前景广阔。中奥双方应把握机
遇，开展务实对接，谋求扎实有序的合作成果。”

奥中友协主席、奥地利共和国前总统海因茨·菲舍
尔表示，奥地利地处欧洲中心，是连接东欧和西欧的重
要交通枢纽。地缘优势、历史传统、经济联系等因素决
定了奥地利在中欧合作中扮演重要角色。奥地利可以
成为中欧合作的桥头堡，也能够从中欧关系发展中获
益。奥地利联邦议会议长埃德加·迈耶尔表示，奥地利
的职业教育非常发达，研发投入也很高，这些都构成了
良好的合作基础。中小企业构成了奥地利经济的脊
梁，希望通过合作与中国企业缔结良好的合作关系。

目前，广东揭阳中德金属生态城正逐步发展成为
中奥中小企业交流合作、共赢发展的平台。中德金属
集团是中德金属生态城的开发运营商，董事长吴克东
介绍，集团已经建立起 1000 家奥地利对华合作意向
企业数据库，目前在揭阳落地和正在推进的中奥合作
项目达到19个。

广东揭阳：

打造中奥中小企业合作平台
本报记者 周明阳

约翰·杜布新城项目日前在南非豪登省伊库莱尼市开工，该项目
将由秉承“建筑工业化”理念的中国企业中民筑友完成。据了解，中
民筑友在该项目中将采用“装配式建筑”方式，运用其自主研发的装
配式混凝土墙板结构体系，将所有构件在当地绿色建筑科技园中生
产完成，再运到现场拼装。这是中国装配式建筑技术首次应用于南
非保障房建设。

“真是太棒了，这房子我怎么看都喜
欢！”参观完中民筑友在3天时间内搭建完
成的一套样板房，居住在南非豪登省伊库
莱尼市的爱伦女士按捺不住内心的喜悦。
这套大概40平方米，建有2个卧室、1个卫
生间和 1 个客厅的样板房，让目前一家 5
口人挤在几平方米小屋子里的爱伦乐开了
花，满心憧憬着搬进未来“新家”后的生活。

渴望早日搬进“新家”的，并不只是爱
伦一家。事实上，住房问题是困扰南非多
年的发展难题。尽管自1994年非国大执
政以来，南非政府已经兴建了超过300万
套公共住宅，但住房缺口仍然十分巨大。
根据南非统计局 2016 年发布的报告，
13.5%的家庭仍然居住在非正式定居点
里。在大都市，这一比例则高达 18.5%。
以南非经济最发达的豪登省为例，目前住
房短缺达到100万套。

正因如此，10月10日在南非豪登省
伊库莱尼市举行的约翰·杜布新城项目
开工仪式，吸引了将近5000名当地民众
参加，场面空前热烈。作为南非豪登省
推出的31个“大型城市项目”之一，约

翰·杜布项目占地面积为 497.22 公顷。
新城建成后，将为当地居民提供1.8万套
保障房。这1.8万套保障房的建设，将由
秉承“建筑工业化”理念的中国企业中
民筑友完成。

据了解，中民筑友在该项目中将采用
“装配式建筑”方式，运用其自主研发的装
配式混凝土墙板结构体系，将所有构件在
当地绿色建筑科技园中生产完成，再运到
现场拼装。这种模式将大量基础工作放到
工厂里，有效避免了传统建筑施工的噪音
污染和环境污染问题。不仅如此，施工工
期还将大为缩短，“现场1天即可完成主体
装配，3 天即可完成装修入住。”中民筑友
董事长訚军满怀信心地说。中民筑友的技
术水平有目共睹，此次项目合作方、世界建
筑业翘楚法国万喜集团团队也对此表示由
衷佩服。

訚军表示，这是中国装配式建筑技术
首次应用于南非保障房建设。未来，还将
为非洲国家带来更多的中国经验和技术，
助力非洲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与传统建筑劳务输出模式不同的是，

中民筑友此次只派遣少量管理人员和技
术专家，95%的员工将从当地居民中招
聘。该项目在提升南非建筑技术的同
时，也为当地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

中民筑友的项目也得到了南非政
府的高度肯定和支持。在开工仪式当
天，南非住房保障部部长林迪威·西苏
鲁女士一行对中民筑友的领先技术表
示非常认可。西苏鲁称，解决贫困区住

房问题是南非政府目前的要务之一。看到
样板房后，让她在解决贫困地区的住房问
题上信心大增。南非豪登省省长大卫·马
库拉则更加雄心勃勃——他认为约翰·杜
布项目的开工，意味着豪登省“大型城市
项目”正式开启。未来 10 年，“大型城市
项目”将为豪登省的居住区和空间规划带
来前所未有的转变，实现现代化和再工业
化的全面转型。

希望更多南非民众住上好房子
——“中国智造”帮助南非解决住房难题

本报驻约翰内斯堡记者 蔡 淳

当地民众争先恐后地参观未来的“新家”。 本报记者 蔡 淳摄

本报罗马电 记者陈博报道：“丝绸
之路·数字互联互通”圆桌会日前在意大
利首都罗马举办。中国驻意大利大使李
瑞宇、意大利外交部全球化总司司长加亚
尼、中欧数字协会（ChinaEU）主席鲁乙
己、意大利议会“中国之友”协会主席佩鲁
弗等出席并发言。意智库、大学等机构专
家学者，华为、腾讯、阿里巴巴等中意企业
家代表约100人与会。

会上，李瑞宇大使做了题为“新时代，
新机遇，提速数字互联互通”的主旨演
讲。李大使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
报告中作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
新时代”的重大政治论断。在新时代，中
国将继续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建设创新
型国家，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同时
将矢志不渝地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
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李大使说，新思想引领新时代，新时
代带来新机遇。十九大报告指出，要推动
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的
深度融合，将其作为中国深化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发力重
点。未来几年，将是中意数字经济全面发
展的黄金期。中意双方应携手努力，充分
利用新技术成果，全面探索电子化通关、
物流、电子支付、电子认证等领域合作空
间，在数字技术日新月异的时代潮流中破
浪前行，把两国数字经济合作做大做强，
为中意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注入新动力。

中欧数字协会主席鲁乙己强调，当前
需要认识到欧中共同推动新一代网络技
术合作的重要性。以华为、阿里巴巴为代
表的中国高科技企业在意发展势头强劲，
不仅实现了自身盈利，也给当地创造了大
量就业岗位，成为意中合作典范。中国数

字经济发展速度之快、新业态普及范围之
广令世人赞叹，两国共建“数字丝绸之路”
前景十分广阔。

中欧数字协会主任韦茉莉介绍,中
国网络消费市场已经具备了良好的产业
革命启动基础，中国消费者使用移动支
付的规模已经出现了快速增长，在中国
国内普及率较高的共享单车品牌目前也
进入了部分意大利城市。韦茉莉认为，
随着中国中产阶层规模的不断扩大，意
大利企业未来在中国市场大有可为，电
子商务可以成为推动“意大利制造”的良
好媒介。

意大利议会议员德博拉·贝加米尼认

为，中国正在推进的数字发展是意大利与
欧洲面临的重大发展机遇，意大利及其他
欧洲企业的经验、智慧、创意与中国模式、
技术、市场化能力可以实现优势互补。双
方应抓住机遇，积极推进两国数字互联互
通，实现互利共赢。

与会嘉宾高度评价了中国共产党第
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赞赏中国数字经济
发展成果和对提速世界数字互联互通、拉
动全球经济增长所作出的重要贡献，认为
意大利应与其他欧洲国家一道，以更加开
放的姿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不断探索
数字创新合作的互利增长点，进一步推动
双边企业合作，共享数字经济发展红利。

“丝绸之路·数字互联互通”圆桌会在意大利举办

中意“数字丝绸之路”建设前景广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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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在印尼西苏门答
腊省港口城市巴东，《经济
日报》记者专访了印尼内阁
要员——印尼投资协调委
员会主席莱姆邦。莱姆邦
表示，“一带一路”倡议是世
界经济有史以来最大的综
合性基建计划，对包括印尼
在内相关各国基建领域的
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根据印尼投资协调委
员会数据，2012 年至 2016
年间，印尼年均外资实现率
增速达到17%，2017年一季
度外资实现总额达到 93 亿
美元，较去年同期增长了
37%。其中，中资一直名列
前茅，特别是 2016 年以来
一直位于前3名，2017年一
季度新增中资6亿美元。莱
姆邦说，以旅游业为例，来
自中国的投资占到三成。
此外，中资还帮助印尼兴建
雅加达至万隆间高铁、爪哇
岛和马杜拉岛间跨海大桥
等印尼政府高度重视的战
略基础设施项目，不少中国
民营企业在印尼各地投资
建厂并吸纳了大量就业。

“中资在印尼能取得非
常好的成就，与中国作为全
球第二大经济体，一直保持
着6%以上的快速增长密不
可分。”莱姆邦认为，在中国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
过程中，经济基本面保持稳中有进的态势实属不易。
因此，中国深化改革和经济转型的成果有目共睹。莱
姆邦认为，“一带一路”对包括印尼在内相关各国基建
领域的新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例如，印尼正着力推进

“打造十个巴厘岛”国家级新旅游胜地计划。随着“一
带一路”建设在相关国家的快速推进及其正面效应的
溢出，印尼的机场、港口、道路、桥梁、电站等与旅游相
关的基础设施建设也将不断完善。

截至目前，相当一部分在印尼的中国投资偏重数
量型投资，如聚焦精炼、基建等资本密集型行业。莱姆
邦说，印尼政府十分欢迎并将积极引导中资转向质量
型投资，如更多进入旅游等劳动密集型行业和通讯等
技术密集型行业。

近年来，华为、OPPO、VIVO等中国知名品牌在印
尼市场增长势头强劲，阿里巴巴、腾讯和京东等中国互
联网企业在印尼电子商务、移动服务等领域崭露头
角。此外，还有大量中国中小型高新技术企业进入印
尼市场。莱姆邦认为，中国的数字经济生活方式开始
影响印尼，印尼政府的工作就是要将这一变化融入印
尼国家发展战略和规划之中。

印尼总统佐科最近提出，中产阶级与低收入阶层
最大的区别在于生活方式，旅游尤其是出境游是生活
方式发生变化的重要标志。莱姆邦认为，当前印尼政
府将旅游作为吸收更多就业、创造更多财富、振兴国民
经济的支柱产业。中国已是全球最大的旅游消费国，
也是印尼最大境外游客来源地，中国有望成为投资旅
游行业的全球领先国家。因此，旅游及其配套行业的
共同开发，有望成为两国人民改善生活方式，提高生活
水平的关键领域。

印尼旅游部近年来致力于应用互联网和移动互联
网技术推广印尼旅游资源，并借此为国内外游客提供
各种旅游便利、优化旅游体验。在此过程中，印尼旅游
部、印尼旅游名企TRAVELOKA与中国携程旅行网、
阿里巴巴线上旅游服务等开展了一系列合作，积极将
中国数字旅游的先进理念和具体做法引入印尼。莱姆
邦相信这在很大程度上有助培育起广大印尼民众数字
生活、线上消费的新习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