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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建筑在非洲承担了200多项经济援助任务，见证了中非人民深厚友谊——

非洲“梦想之路”通车了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亢 舒

浙江盘石公司开拓非洲数字市场

累计完成境外投资项目57个，中方投资总额16.8亿美元——

青岛即墨区：把国际合作“朋友圈”越做越大
本报记者 刘 成 通讯员 吕 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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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宜丰：废屑成为出口“宝贝”

近年来，江西宜丰县引导和帮扶企业做好节能环保

文章，使过去被视为“累赘”的废屑变为“宝贝疙瘩”，不少

产品还能出口挣外汇。图为方胜竹业有限公司员工在包

装准备出口的机制竹炭产品。据了解，这种机制竹炭由

收购的废竹屑经高压、烧制而成，产品远销伊朗、阿富汗、

韩国、日本等国家和地区。 赵浩旭摄

2016 年 3 月 1 日，被当地百姓誉为
“梦想之路”的刚果（布）国家 1 号公路全
线贯通，将布拉柴维尔和黑角两座城市之
间单程时间从原来的一周缩短至 6 个小
时，极大地提升了刚果（布）的陆路运输水
平。这条“梦想之路”的建设者来自中国
建筑。

据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海外部总
经理、中国建筑国际工程公司董事长陈文
健介绍，总投资额29亿美元、全长536公
里的刚果（布）国家1号公路，是中刚两国
最大合作项目，也是中非合作论坛确立的
重要项目。中国建筑用8年的时间，克服
了穿越沿海平原、马永贝原始森林、尼亚
黑河谷、巴塔赫高原等艰苦的施工环境，
打通了刚果（布）首都及经济中心城市之
间的经济命脉，圆了刚果（布）人民的百年
梦想。

过去，两座城市之间每天往来车辆
只有 100 多辆，新路修通后每天通行车
辆可达到 4000 辆。中国建筑以坚韧不
拔的毅力和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赢得
了刚果（布）政府和人民的称赞。刚果

（布）总统萨苏表示，自从刚果（布）独立
以来，历届领导人都希望能够修建这条
公路。萨苏盛赞中国建设者“圆了刚果

（布）几代人的梦想”“中国是真心实意帮
助我们发展经济”。

刚果 （布） 国家 1 号公路是中国建
筑在非洲的一个代表项目。非洲是中国
建筑的重点市场，业务领域遍及51个国
家。在以阿尔及利亚、埃及为中心的北
非地区，以刚果 （布）、赤道几内亚、加
蓬为中心的中西非，以肯尼亚、吉布
提、埃塞俄比亚为中心的东非地区，以
赞比亚、博茨瓦纳、纳米比亚为中心的
南非地区，中国建筑建设了一批具有重
要意义的项目和所在国“国字号”乃至
头号工程，帮助一些非洲国家实现了数
代人的梦想，助力中非友好和非洲的现
代化进程。近 5 年来，中国建筑在非洲
签约额达到 205 亿美元，通过参与非洲
经济、民生、文化等方面的建设，为当

地经济发展注入活力，深化了中非友谊。
在非洲，中国建筑帮助非洲人民推进

设施联通，打通发展瓶颈。在阿尔及利
亚、吉布提、毛里求斯、赞比亚等众多非洲
国家，中国建筑还建设了一大批道路、港
口、机场，拓展了所在国陆、海、空交通走
廊，有效推动了当地经济发展。

打造城市地标，提升城镇化水平也是
中国建筑帮助非洲国家实现梦想的重
要体现。陈文健介绍，中国建筑将中国的
城镇化建设经验带到非洲，建设了大批住
宅及商业、医疗、文体、市政等公共设施，
为各国加快发展致富、享受更多公共服务
贡献中国方案，进一步从“建房”向“建城”
升级，推动城市综合发展。

陈文健说，埃及新行政首都中央商务
区项目是埃及政府的“头号工程”，总占地
面积约 50.5 万平方米，初步规划建设一
栋 345 米高的非洲第一高楼、12 栋高层
商业办公楼、5 栋高层公寓楼和 2 栋高档
酒店，共计 20 个高层建筑单体及配套市

政工程，总建筑面积约170万平方米。中
国建筑与埃及有关部门最终签署了埃及
新行政首都中央商务区项目总承包合同，
合同金额 30 亿美元，是目前中国企业在
埃及签订的最大金额项目合同。2018年
3月18日，埃及新行政首都中央商务区项
目举行了开工仪式。

在赤道几内亚，赤几欧亚拉新城项目
是赤道几内亚政府规划的新首都，中国建
筑参与了该项目的规划、设计与建设。在
肯尼亚，中国建筑正在实施基塔莱—恩代
贝斯—苏阿姆道路升级改造、世界银行贷
款的 60 公里供水管线等多个项目，都是
有助于推动肯尼亚城市建设、促进经济发
展的重要民生工程。

在非洲开展项目建设的同时，中国
建筑还十分注重践行社会责任，推进属
地化发展和管理。例如，在对非合作过
程中，致力于改善非洲人民居住环境。
中国建筑在阿尔及利亚实施了10万余套
保障房工程建设，因设计合理、质量过

硬，被阿政府列为标准项目在全国推
广。同时，中国建筑为当地提供了大量
就业岗位，除少数管理岗位和关键技术
人员外，普通员工都从当地聘用。此
外，中国建筑还携手当地合作伙伴共同
参与项目建设，在阿尔及利亚大清真寺
建设中，中国建筑同当地及欧洲上百家
分供商合作，在高品质履约的同时，实
现了与合作伙伴的共赢发展。

截至目前，中国建筑在非洲承担了
200多项经济援助任务，见证了中非深厚
友谊。其中，援助非盟会议中心项目是继
坦赞铁路之后我国对非洲最大的援建项
目，2012年该项目交付使用后，中国建筑
还一直承担项目运营维护和技术保障任
务。陈文健说，凭借长期的坚守、过硬的
建设质量以及属地化经营等理念，中国建
筑在非洲取得了显著发展成果。“未来，在

‘一带一路’倡议引领下，我们还将努力同
非洲人民一道，共谋未来发展，实现美好
梦想。”

在全球经济互联互通的新时代背景
下，青岛市即墨区把引导企业境外投资作
为加速新旧动能转换、提升国际竞争力的
重要举措，一批民企竞相在国际舞台展露
风采。2017年全区新批境外投资项目11
个，增资项目5个，境外投资总额4.1亿美
元，投资总额、增幅和项目数量均创新高，
境外投资的国际“朋友圈”越做越大。

能源民企海外“淘金”

拥有千年“一带一路”传承的即墨，正
在以深厚底蕴和独特魅力，为国内企业搭
建起联通国际的大舞台。

作为中国光伏设施农业领军企业，青
岛昌盛日电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先
后获得“联合国蓝天奖”“全球新能源企业
500 强”“中国光伏电站企业 20 强”等多

项荣誉。凭借丰富管理经验和雄厚资本
实力，昌盛集团率先发力成为深耕“一带
一路”的先遣队。

据昌盛集团巴基斯坦项目主管介绍，
巴基斯坦俾路支省虽地处“中巴经济走
廊”核心地带，但基础设施落后、能源短缺
现象严重。着眼打造中巴经济走廊样板
工程，企业投资2亿美元在俾路支省建设
光伏电站。项目建成后，既可以为当地提
供充足的清洁电力，还能为当地解决
1500余个就业岗位。

“即墨制造”多点发力

在能源企业海外扩张的同时，为应对
劳动用工成本上升、传统竞争力弱化等因
素带来的不利影响，即墨区纺织服装企业
纷纷在劳动力资源丰富、价格低廉的东南
亚国家和地区增资扩厂。

作为全国大型针织服装生产企业，即
发集团早在2005年就实施了海外发展战
略，在越南西宁省铃中工业园设立了青岛

即发成安（越南）服装有限公司，经过多年
的发展，现已达到年产 1000 余万件针织
服装的规模。截至去年底，即发集团累计
在境外的投资项目达到5个，投资额超过
1亿美元。

“通过在柬埔寨投资设厂，有效降低
了生产成本，提升了企业的比较优势，开
拓了新兴市场，销售网络覆盖面更加广泛
了。”雪达集团负责人深有感触地说，目前
雪达柬埔寨纺织服装公司用工近千人，年
产能达300万件，产品出口到日本、韩国、
美国、加拿大、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

据了解，2017 年即墨区在“一带一
路”相关国家和地区投资达到 3.6 亿美
元，增长 116%，投资额占境外投资总额
的87%，主要涉及越南、巴基斯坦、柬埔寨
等国家和地区。

服务助力“走出去”

民企加速“走出去”离不开政府的助
力。即墨区把鼓励指导企业“走出去”作

为优化产业结构、推进产业升级的重要
抓手，通过走访全区重点企业和有“走出
去”意向的企业，掌握企业“走出去”的基
本动向，建立项目储备库，实行一对一精
准化服务。同时，重点了解企业在项目
考察、国内报批、境外注册和经营管理中
的困难和问题，做好项目跟踪促进和全
过程服务。

为给企业“走出去”吃定心丸，2017
年即墨区组织 30 多家企业参加东盟贸
易投资推介会、山东省—山口县经贸洽
谈会、巴基斯坦第二届国际商机研讨会
等 10 余次境外投资政策说明会与外贸
洽谈会，帮助有意在境外投资的企业分
析拟投资国的政治、经济等情况，为企
业境外投资打造放心、安心、顺心的发
展环境，促使民企纷纷“登船出海”。截
至去年底，即墨区累计完成境外投资项
目 57 个，中方投资总额 16.8 亿美元，投
资遍布美国、欧盟、澳大利亚、越南、柬
埔寨、缅甸、马来西亚等 30 多个国家和
地区。

中巴经济走廊作为“一带一路”

倡议的示范和先行项目，自2013年

提出以来，尤其是2015年习近平主席

对巴基斯坦国事访问推动其正式驶

上快车道后，在能源电力、道路基础

设施、瓜达尔港等各主要领域均取

得了显著进展。

在能源电力领域，15个早期收

获项目中已有 6 个建成完工，为巴

基斯坦新增了 3140 兆瓦的发电能

力，极大缓解了电力短缺问题。在

道路基础设施领域，作为“两大”项

目的喀喇昆仑公路二期改扩建工程

以及拉卡公路木苏段的施工作业均

领先合同工期并将在明年实现提前

竣工；作为“两小”之一的瓜达尔东

湾快速路也全面进入施工阶段，有

望在2020年完工，实现瓜达尔港与

巴国家公路网的直通。在瓜达尔港

方面，港口生产生活基础设施的陆

续完善使其航运功能显著提升，靠

港货船频度大增。作为承载瓜达尔

港商业活动的腹地，自由区的入驻

企业招标也势头正猛，中巴两国各

类企业已基本将一期、二期的商业

用地预订一空。此外，今年成功举

办了第一届瓜达尔博览会，更标志

着瓜达尔作为航运和商业枢纽已具

雏形。走廊建设取得了飞速进展，

一方面为巴基斯坦国家面貌带来了

积极变化，并成为支撑其经济保持

较高增速的重要利好；另一方面也

为巴基斯坦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

会。据统计，仅参与走廊早期收获

项目建设的巴基斯坦劳动者就有 3

万人，预计走廊建设长期提供的直

接就业机会将达50万人。

然而，尽管中巴经济走廊建设取得的成绩举世瞩目，

但对于一些长期困扰巴基斯坦经济的系统性问题仍有待

破解。在进出口问题上，由于自身出口产品竞争力不足，

巴基斯坦对华存在贸易逆差。在民生领域，大型能源电

力和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在为项目周边和沿线大部分民众

释放经济和社会红利的同时，对于偏远落后地区，尤其是

最底层民众的造福程度还略显不足。今年 7月份，巴基

斯坦举行大选，胜选的正义运动党在经济发展思路上与

上届执政党穆盟谢派差异巨大，尤其是不再将大型基础

设施建设作为重点，转而拟对巴基斯坦经济外汇储备少、

财政赤字高、贸易逆差大、发展不均衡等突出软肋对症下

药。针对巴基斯坦前后两届政府发展思路的差异，中方

秉承共商、共建、共享原则，第一时间结合巴方新需求，对

走廊下一阶段建设重点方向作出了再规划。日前，中国

驻巴基斯坦大使在巴主流媒体发表署名文章，突出强调

了走廊红利正向基层、民间传导，并且列出了促进对巴投

资、扩大从巴进口、注重民生三大重点合作领域。

促进对巴投资，直接针对巴政府当前外储少、赤字

高的财政困境，在不增加巴基斯坦政府内外部债务负

担的同时，进一步提升走廊项目的总规模；扩大从巴进

口，则是针对巴对华贸易逆差问题，短期内直接瞄准了

11 月份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中长期则无缝对接

走廊下阶段建设中加快中方优质产业转移以及助力巴

实现再工业化的规划，表明了中国在两国经济合作上

重义轻利的义利观；注重民生，尤其是建立职业培训机

构以及在偏远地区援建学校，直接呼应了巴基斯坦政

府关于加强人力资本投入的政策主张。三大重点领域

的确定，标志着中巴经济走廊的维度进一步扩充，也预

示着走廊作为造福两国人民的标志性项目，将在今后

巴基斯坦努力实现经济可持续、包容性增长过程中继

续发挥不可替代的助推作用。

本报比勒陀利亚电 记者蔡淳报道：日前，浙江盘石
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高级副总裁陈孝民在接受记者采
访时表示，金砖国家推动数字经济合作大有可为。

据陈孝民介绍，作为一家在南非和非洲国家布局众
多的全球互联网科技型企业，盘石以“金砖合作”“一带一
路”建设为契机，在全球深入开展产业布局，通过领先的
科技、产品和服务帮助中小企业、制造业和传统实体经济
数字化转型。

目前，盘石在南非、埃塞俄比亚、摩洛哥、阿尔及利
亚、尼日利亚、肯尼亚等非洲国家建立了分公司，与当地
电信运营商和企业建立了牢固的战略合作关系。在南
非，盘石公司主要以互联网科技推动当地数字文化娱乐
产业、构建中非贸易电商平台、互联网科技型人才培养等
三个方面的发展向当地输出技术和资源。

目前，盘石旗下的美猴王电商平台已经开始帮助非
洲商品进入中国市场，让中国用户更加了解非洲市场。
盘石希望借此帮助南非及非洲中小企业、制造业和实体
经济培养科技型人才，实现数字化生产、数字化经营、数
字化管理，共享全球科技创新成果。

近年来，河北省广宗县
积极鼓励引导童车产业提档
升级，研发新产品抢滩海外
市场。随着“一带一路”倡议
的推进，广宗县童车产业迎
来新的发展机遇。目前，广
宗县共有童车生产企业600
多 家 ，年 生 产 各 类 婴 童 车
2500 万辆，产品远销 30 个
国家和地区。

图①① 河北省广宗县一河北省广宗县一

家童车生产企业的工作人员家童车生产企业的工作人员

向客商介绍童车产品向客商介绍童车产品。。

图图②② 河北省广宗县一河北省广宗县一

家童车生产企业的工人在生家童车生产企业的工人在生

产线上工作产线上工作。。 （新华社发）

河北广宗：

小童车闯进国际市场

①① ②②

图为中国建筑帮助刚果（布）建设的1号国家公路。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