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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项目有序推进

中国驻法大使翟隽指出，当前，中法
“一带一路”合作呈现良好势头，两国政府
已就依托中法第三方市场合作机制开展

“一带一路”具体项目合作达成共识，目前
相关工作正在有序推进。“一带一路”如今
已成为世界上广受欢迎的公共产品和合
作平台，中国与相关国家贸易总额超过6
万亿美元，为当地创造了 24 万个工作岗
位，中欧班列累计开行数量突破 1 万列，
到达欧洲15个国家43个城市。

同时，“一带一路”建设惠及全球 70
个国家和地区，近 4.5 亿人口，约占世界
GDP的40%。欧洲经济智库布鲁盖尔曾
发表研究显示，随着欧盟越来越多国家参
与到“一带一路”这样的全球性合作中，欧
洲未来将越来越多地受益于由“一带一
路”所带来的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改善、运
输物流升级等，不断提升区内贸易水平与
层次。不仅于此，“一带一路”建设还将促
使亚欧两大经济圈紧密连接，基础设施建
设合作更将成为实现亚欧互联互通的关
键一步，进一步推动以发展中国家为主体
的亚洲和经济发达的欧洲合作，构建“互
惠互利”的命运共同体，为世界和平与发
展作出贡献。

务实合作渐入佳境

目前，中法两国围绕“一带一路”建设
的务实合作已取得了诸多喜人成果。
2016 年 4 月份，中国武汉直达法国里昂
的国际货运班列线路——“汉新欧”国际
集装箱班列完成首秀，这条横跨哈萨克斯
坦、俄罗斯、白俄罗斯、波兰、德国等 7 个
欧亚国家的陆路班列有效带动了中法两
国在机械产品、电子产品、化工产品、服
装、汽车产品、葡萄酒和农产品等领域的
贸易往来，为中法“一带一路”合作拓展了

新的重要通道，更拓宽了欧亚国家在地理
与经济上的联系，成为名副其实的“开创
性通道”。

里昂大都市副主席阿兰·加里亚诺
说：“‘一带一路’建设非常重要，不仅重新
构建了历史上的丝绸之路，对里昂来说也
意义非凡，带来了众多发展机遇，特别是
中欧班列的运行，使当地企业享受到了更
加便捷的运输方式，进一步拓展了出口市
场，深度参与到中国庞大的国际化市场，
切实分享到了中国发展红利。”加里亚诺
表示，里昂有幸成为丝绸之路的西方端点
城市，这是对里昂和中国在文化、经济、学
术等领域交流的极大认可。

2017 年 7 月份，法国南部最大的华
商贸易批发城——马赛国际商贸城项目
建成，成为地中海周边最大的贸易批发商
城，为来自法国南部、西班牙、意大利、东
欧及北非国家的中小企业提供了庞大的
国际化平台。当地媒体《普罗旺斯报》认
为，兴建马赛国际商贸城是“一带一路”建
设的成果，也是马赛市政府对接“一带一
路”的重要举措。

马赛市副市长巴拉基安表示：“自中
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以来，我一直希望
找到马赛与这个国际化平台对接的抓
手。此次国际商贸城项目就是马赛对接

‘一带一路’的重要标志。马赛将利用其
优越的地理位置与地中海港口优势，促进
中国与南欧及北非的商贸联通。”同时，随
着中法两国对“一带一路”合作的模式由
探索到落地，由成熟到推广的过程也将为
两国间务实合作提供更多思路与内涵，合
作红利将得到充分释放。

社会各界大力支持

中法围绕“一带一路”框架的务实合
作更得到了法国政界、商界、学界乃至文
化领域的大力支持。法国前总理拉法兰
认为，自“一带一路”这项涵盖经济、贸易、
投资、文化等多领域的构想推行以来，在
国际上已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显示出
其强大的活力。法国致力于建设多极世
界，支持有利于促进和平合作、繁荣发展
的倡议。因此，法国将积极参与到这一促
进实现亚欧之间政策沟通、基础设施联通
的重要倡议中去。

拉法兰认为，“一带一路”是一项动员
全世界的提议，不仅对中国有积极意义，
也对需要与世界联系的中亚及欧洲具有
重要意义，将进一步带动欧亚大陆经贸、
人文与学术等领域的交流与合作。同时，
法国还将借助其在非洲发展的优势与影
响力与中国积极在非第三方市场展开合
作，共同拓展“一带一路”发展外延。

法国国际关系与战略研究院院长博
尼法斯指出，“一带一路”倡议已成为当前
国际社会公认的最重要国际倡议之一，为
当今全球治理提出了独到的解决方案。
法国和欧洲应当正确意识到，“一带一路”
有利于促进包括欧洲、非洲在内的各方共
同发展。欧洲和中国互为关键合作伙伴，
应当根据现实利益而非惯性思维在“一带
一路”框架下开展更多合作。

法国重建布雷顿森林体系委员会执
行董事马克·乌赞表示，“一带一路”建设
将扩大全球经济增长的覆盖范围，并有效

带动相关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刺激当地
经济发展，平抑当前全球化发展中的“不
确定性”。

法国著名经济学家让·马克·达尼埃
尔认为，“一带一路”建设是新型国际关
系的重要组成，体现了中国在新时期的
发展理念与开放态度，其所展现的国际
多边主义发展观与合作观也正是法欧所
一直秉持的，在这方面双方具有巨大的
共同价值与合作空间，将有助于促进全
球经济发展再平衡，促进各方共同应对
当前部分国家与地区发展的不平衡挑
战。自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以来，
很多法国企业已积极与中国企业对接，
进一步拓展并加深了两国间的合作领域
及深度，为两国合作打造了更广阔的视
野与平台。同时，通过中法两国近年来
不断努力，还积极赋予了“一带一路”框
架合作“多维意义”，开启了更多在该框
架下的政治、经济、学术、文化等领域战
略合作，加深了两国间的关系，为两国共
同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巨大机遇。

中法两国围绕“一带一路”的务实合
作不仅将有效带动两国间的经贸交流，更
加促进双方的人文与文化交流再上台
阶。对此，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中
心亚太部主任景峰在接受采访时指出，

“一带一路”倡议是具有悠久历史沿革和
深厚文化积淀的倡议，未来定将在全球化
发展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景峰指出，古老的“丝绸之路”作为
一种文化现象，其对经济的最大贡献在
于“通”，这一哲学理念的重要保障则是

“和平”与“发展”，这恰好迎合了当前世
界与人类发展的大趋势。未来，在“一带
一路”倡议及相关框架下的合作，一方面
可使相关各国积极借鉴中国近年来在经
济发展与转型方面的成功经验，分享中
国改革红利。另一方面，各国在日常经
贸往来中形成的“和平发展”及“互惠共
赢”哲学理念也将借助该平台在更大范
围内推广，为相关各国的文化交往打下
基础，促进不同文明与文化间的对话和
交流，为“一带一路”倡议增添全球化背
景下的“文化音符”。

分享发展红利 成果惠及民生

中法“一带一路”务实合作堪称典范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驻巴黎记者 李鸿涛

“通过产业援疆，我在新疆昌吉真实
感受到了‘一带一路’建设带来的发展机
遇。”厦门象屿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
事长张水利说。在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
召开的首届企业家昌吉行——产业援疆
与产业发展圆桌会议上，厦门象屿集团有
限公司与昌吉市签订了现代物流建设
项目。

厦门象屿集团有限公司在昌吉的落
户，是福建省利用产业援疆，与昌吉州共
绘“丝绸之路经济带”美好画卷的缩影。
作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核心区的福
建省，为昌吉“量身定制”援疆菜单，助推
新疆丝绸之路核心区建设。

近年来，福建省坚持把产业援疆作为
援疆工作的重要任务，积极推动昌吉州与
福建省在产业园区、产业项目建设方面的
深度合作，围绕昌吉州煤电煤化工、装备
制造、农副产品加工、纺织服装、石材加工
等重点产业开展招商活动。在2017年的

厦洽会上，昌吉州共有25个项目签约，金
额高达 152.65 亿元人民币，呈现出高科
技、新能源、绿色环保等特点，引进的企业
可提供就业岗位5000个。

“产业援疆是提高昌吉州自身‘造血’
功能最有效的举措。”昌吉州党委副书记、
福建省对口支援新疆工作前方指挥部总
指挥长黄鹤麟说，福建省抢抓“一带一路”
机遇，把产业援疆作为增强受援地自我发
展能力和长远竞争力的有效途径，实现产
业优势互补。

统计显示，2017年以来，福建共落实
产业援疆合作项目60个，投资总额181.7
亿元人民币，涉及能源、纺织、建材、商贸
物流、环保节能、机械电子、造纸和房地产
等产业，成为拉动昌吉州经济快速发展的
重要引擎之一。

张水利表示，厦门象屿集团将充分发
挥昌吉在区位高地和资源优势的基础上，
建设形成多式联运物流功能区，构建物畅
其流的市场大通道，争取更多的货物在新
疆中转和分拨，成为中欧班列在新疆的中

转接驳点和货物集散地。同时，利用新疆
的区位优势和象屿集团拥有自备箱源与
通达全国的库场、网络，建设快捷的城市
配送体系，将象屿物流培育成为昌吉的骨
干行业。

在世界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北京大
学教授林毅夫看来，“一带一路”倡议对新
疆来说是一个历史性的机遇。新疆地处
边陲，过去要进入国际市场，交通距离比
较远，主要是面对国内市场。“一带一路”
倡议提出以后，新疆从后方变成前沿。对
昌吉州来讲，产业必须向附加值更高、技
术含量更高、资本更密集的新兴技术型产
业升级。东南沿海发达省份福建对昌吉
州开展产业援疆、产能合作，这对昌吉州
发展是一个很大的促进。

目前，越来越多的援疆省市正以国际
视野着眼“一带一路”建设，通过产业“输
血”激活新疆产业“造血”功能，携手共绘
丝绸之路美好画卷。

当前，中法两国围绕“一带一路”建设在各领域的合作正呈现良好

发展势头，有效推动了双边务实合作向更高水平、更高质量、更高标准

发展，不断为两国务实合作拓展新内涵、新亮点。未来，随着法国各界

对“一带一路”了解更加深入，两国将围绕该倡议积极对接，推动合作成

果惠及民生。在新时期全球化发展中，这种务实合作堪称典范。

实现优势互补 共绘美好画卷

产业援疆激活昌吉“造血”功能
本报记者 马呈忠

“中国动力”加速
莫斯科地铁建设

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

司为莫斯科地铁建设工程

制造的第五台盾构机“玛

利亚”日前加入莫斯科地

铁第三换乘环线西南段

“阿米尼”工区掘进工程，

它的加入标志着中国铁建

莫斯科地铁建设项目进入

冲刺阶段。俄方项目负责

人表示，中国设备展现出

了优异性能，掘进速度很

快，工作质量无可挑剔。

图① 施工人员在现

场工作。
图② 地铁项目施工

现场。 （新华社发）

“一带一路”建设对新疆来说是历史性的发展机遇。福建等东南沿

海发达省份对新疆开展产业援疆、产能合作，不仅能实现产业优势互补，

还能增强新疆的自我发展能力和长远竞争力，共绘丝路美好画卷。

本报布达佩斯电 记者翟

朝辉报道：匈牙利中资企业商
会年会日前在布达佩斯举行。
中国驻匈牙利大使段洁龙表
示，当前中匈关系处于最好时
期，匈牙利是中国在中东欧地
区最大的投资目的国、第三大
贸易伙伴国，中国也是匈牙利
在欧盟外最大的贸易伙伴。中
资企业既是推动双边关系发展
的重要力量，也是双边关系发
展的最大受益者。今年是中匈
建交70周年，中资企业不仅要
继续用实际行动支持中匈两国
政府、企业和民间的友好交流
与合作，巩固中匈关系目前取
得的成就，更要在各自岗位上
开创中匈关系新局面。

2018年，中匈合作不断深
化，合作项目逐渐落地。大华
股份欧洲供应中心在匈牙利正
式开启，比亚迪匈牙利公司首
台纯电动大巴交付，由中国中
车与匈牙利伊卡鲁斯公司合作
生产的首辆纯电动公交车样车
下线，中国银行发行的匈牙利
熊猫债挂钩结构性票据产品正
式挂牌上市等，都显示出中资
企业对匈牙利市场的浓厚兴趣
以及中匈合作未来前景更加
广阔。

据统计，2018年中匈双边
货物贸易总额达到 108.8 亿美
元，同比增长 7.5%。自 2017
年中匈双边货物贸易总额首次
突破 100 亿美元后，双边贸易
额继续攀升。

中国驻匈牙利使馆商务参赞刘波说：“近年来，商会
积极助力中资企业安全、有序‘走出去’，实实在在为企业
在匈牙利扎根发展作出了贡献。当前，良好的中匈关系，
为中资企业在匈扩大投资合作创造了良好环境，提供了
广阔的平台。”

万华匈牙利宝思德公司副总经理李俊彦代表商会表
示，中资企业商会做了大量的实事，包括举办讲座、邀请
专家讲解欧盟最新政策法规，协助国内企业了解匈牙利
当地投资环境，推动中资企业与匈政府部门间的沟通和
交流等。同时，商会成员也以多种形式有效履行了企业
社会责任，密切了同当地社区的关系。

江泰保险经纪股份有限公司在匈牙利新开设了欧洲
地区代表处，该公司代表郭一墨说：“我们看好匈牙利市
场前景以及匈牙利在中东欧地区的枢纽位置，我们愿与
其他中资企业一起共同努力，继续开拓市场。”

目前，匈牙利中资企业商会拥有正式会员 51 家，涉
及化工制造、金融、电信、基础设施建设、物流、中医药、安
防科技等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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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蔡本田报道：为进一步落实中新双方
签署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新加坡共和国政府联合声明》
相关内容，共同创造有利于规则的营商环境，推进“一带
一路”建设，加强双边在法律、司法交流方面的合作，新加
坡国际调解中心与中国贸促会调解中心日前在北京签署
备忘录，决定设立调解委员会，解决“一带一路”商业
纠纷。

中新双方一致认为，创造基于规则的营商环境有利
于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因此，开展法律与司法领域的
交流与合作十分必要。

新加坡国际调解中心发布的文告说，新中双方调解
中心将共同为调解委员会成员设计技能交流活动，以熟
悉“一带一路”不同司法管辖区的商务和争议解决文化。
为此，双方将共同制定规则、案件处理机制和执行程序。

据悉，这是新加坡国际调解中心与中国贸促会调解
中心签署的第二份合作备忘录。2017年9月份，双方曾
签署另一份备忘录，内容包括共同推进国际商务调解，相
互推荐调解员和调解服务。

新加坡国际调解中心主席林长仁高级律师说，“一带
一路”项目价值高、涉及多方并跨越不同司法管辖区，这
些因素提高了争议发生的可能性。相对于一些较具对抗
性的争议解决方式，利用调解解决争议更符合成本效益。

本报讯 记者李治国报道：新疆亚欧国际跨境大宗
商品交易平台日前正式上线运行，乌兹别克斯坦国家商
品原料交易所（下称乌交所）同期落户上海。

新疆亚欧国际跨境大宗商品交易平台由新疆亚欧国
际物资交易中心有限公司运营，将有力带动上海、新疆与
中亚各国的互联互通，发挥上海的交通、人才、金融、信息
优势，新疆向西开放桥头堡优势，乌交所联动中亚各国等
上合组织成员国优势，助力“一带一路”发展。

乌兹别克斯坦位于中亚地区，是“一带一路”的重要
支点。乌交所是由国家设立的、以国内原料交易为主的
交易市场，出口棉花、棉短绒以及有色金属和尿素等化肥
等国家物资，进口中亚国家所需建材、轻纺织品、机械机
电、家电、食品等商品。

新疆亚欧国际物资交易中心有限公司董事长张宏萍
表示，新疆亚欧国际物资交易中心有限公司着力构筑亚
欧国际跨境大宗商品交易平台，成为联动上合组织成员
国，辐射上海、福建、广东等跨境大宗商品交易平台。乌
交所落户上海，可以通过上海、进博会这两大窗口聚集国
内外优质客户，为中国和世界各地提供价格优惠、种类齐
全的优质商品，为世界各国经贸发展搭建共融共享共建
桥梁。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商务厅外贸处处长刘波表示，乌
交所落户上海恰逢其时，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商务厅作为
政府的职能部门，将积极支持企业走融合发展道路，共同
推动新疆经济快速发展。

设立商业纠纷调解委员会

中新拓展司法领域合作

推动中亚地区贸易

乌交所正式落户上海

②②①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