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带一路15 2019年3月14日 星期四

带动当地产业升级

“莫罗瓦利！这个中资主导兴建的
工业园已成为印尼《制造业发展规划
2020—2024》的 行 业 标 杆 和 发 展 方
向。”印尼国家规划部部长班邦在接受经
济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一带一路”倡
议提出以来，中资积极投入莫罗瓦利工
业园所在地中苏拉威西省发展建设，“既
不求优惠政策，又不靠税收减免，积极发
挥禀赋比较优势，完全依据市场规律行
事，体现了中资的投资实力，也证明了当
地的投资价值”。

据中国驻印尼使馆经商处消息，莫
罗瓦利工业园日前刚刚为总投资高达
43 亿美元的锂电池厂奠基。印尼海洋
统筹部长鲁胡特在主持奠基仪式时表
示，该厂象征着印尼在发展以技术为基
础的产业特别是以镍为原料的锂电池方
面迈出了一大步。印尼工业部长哈达尔
托表示，该厂致力于支持印尼电动汽车
工业发展，工业部将在莫罗瓦利工业园
设办事处以协助推进相关项目。经了
解，该厂中资合作伙伴包括中国 GEM
电池公司、青山集团、中国宁德时代新能
源科技有限公司等，投资目标是建造年
产 5 万吨镍冶炼工厂和年产 4000 吨镍
氢氧化物及钴冶炼厂，初期投资规模为
7 亿美元。市场分析人士认为，该厂一
旦建成，印尼有望在全球锂电池市场中
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

对于中资近年来在印尼经济发展尤
其是产业升级过程中作出的贡献，印尼
各方可谓感慨良多。鲁胡特表示，为适
应全球竞争加剧和印尼跨越式发展需
要，印尼政府正致力发展人力资源特别
是产业人才队伍，中资公司和项目对印
尼人才提高技术水平和服务能力具有重
要意义，“例如这间锂电池厂，若在其他
国家建造需要 7 年至 8 年时间，但中国

工人仅用 16 个月就可以完成。我希望印
尼工人能抓住共事机会，不仅学习中国伙
伴的知识和技术，更要学习他们的工作精
神和职业道德”。海洋统筹部副部长里德
万表示，印尼希望从“一带一路”建设中继
续获益，计划向中资提供价值 600 亿美元
的新项目，“其中超过一半资金用于建设4
座水力发电站，其他用于建设煤矿坑口发
电厂、工业园区、港口等基础设施”。

合作成果惠及东盟

其实，东盟大家庭里收获“一带一路”
建设红利的不只印尼。菲律宾是“21世纪
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也是共建“一
带一路”的重要伙伴。刚刚过去的 2018
年，是中菲关系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的一年。习近平主席成功实现首次对菲律
宾的国事访问，推动中菲关系升级为全面
战略合作关系，更为“一带一路”建设框架
内中菲贸易、金融、基础设施、农业、教育、
文化等领域发展合作注入了新动力。当

前，中国已成为菲律宾最大贸易伙伴、第
一大出口市场、第一大进口来源国和第
四大出口市场。据菲律宾统计署统计，
2018 年菲中双边贸易额 300.93 亿美
元，占其进出口贸易总额的17.1%，同比
增长 18.1%。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
日本是菲律宾第二大贸易伙伴，去年菲
日双边贸易额200.23亿美元，同比下降
了8.0%。

中菲贸易的喜人形势，离不开广大
中资企业近年来积极响应“一带一路”
倡议的务实推进和顽强拼搏。在近日举
行的 2019 菲律宾中资企业年会上，与
会中资代表纷纷表示，要在中菲各领域
合作中继续发挥积极作用，为中菲两国
人民民心相通作出更大贡献。中国驻菲
律宾大使赵鉴华表示，2019 年是中菲
关系提升定位后的开局之年，中方将继
续推进“一带一路”倡议同菲方“雄心
2040”战略和“大建特建”计划紧密
对接，同时经贸合作要继续发挥两国关
系的“压舱石”和“推进器”作用，要

确保卡利瓦大坝、赤口河灌溉、苏比克—
克拉克铁路、南北铁路南线等重大合作项
目取得更多积极进展。“希望中资企业乘
势而上、奋发有为，一要胸怀中菲关系大
局，二要依法合规经营和公平有序竞争，
三要团结合作和共同发展，四要履行社会
责任。”赵鉴华说。

为全球贡献新模式

作为中国改革开放伟大进程的重要组
成部分，“一带一路”建设既为印尼、菲律宾
等相关国家发展提供了新机遇，又受惠于
相关国家的协同发展红利。东盟与中日韩
宏观经济研究办公室近期发布报告评估：
到 2035 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将达到 30
万亿美元，消费将占其 60%，这将为全球
及东盟创造巨大市场；2018年到2035年，
东盟出口到中国的商品总值将达到 10 万
亿美元，中国对东盟的总投资额将超过
4000亿美元；到2035年，中国前往东盟的
游客将达到 7200 万人次，消费约为 1000
亿美元；中国蓬勃发展的新经济也对东盟
经济发展有启示和推动作用。该报告同时
指出，东盟是共建“一带一路”的重点地区，
与东盟深化区域合作，共同推动区域经济
一体化，也将为中国的经济增长带来机遇
与市场。

不难看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 5 年
多来，共建“一带一路”从理念到行动，连点
成线到面，已发展成为广受欢迎的国际公
共产品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
实践，不仅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更开创
了以加强国际合作、完善全球发展模式和
全球治理、推进经济全球化健康发展、推动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为主要内容的国际
合作新模式。中国和东盟经过这几年的夯
基垒台、立柱架梁，共建“一带一路”、共创
东亚合作新局面正在向落地生根、持久发
展阶段迈进。

中国驻东盟大使黄溪连表示：“我们将
继续张开怀抱，同包括印尼在内的东盟成
员做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共创机遇、共
谋合作、共享发展，不断造福双方人民，持
续推动本地区实现持久和平与繁荣。”

共创机遇 共谋合作 共享发展

“一带一路”建设为东盟国家带来新机遇
本报驻雅加达记者 田 原

“东盟英才中国行”活动日前在新疆举行，开启了2019中国—东盟媒体交流年的首

行。图为东盟媒体团参观新疆特变电工股份有限公司。

新华社记者 周 晔摄

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稳

步推进，我国农业“走出去”

迎来更大发展机遇。2019

年中央一号文件强调，要加

快推进并支持农业“走出

去”，加强“一带一路”农业国

际合作，主动扩大国内紧缺

农产品进口，拓展多元化进

口渠道，培育一批跨国农业

企业集团，提高农业对外合

作水平。这为新时期我国农

业扩大对外开放、应对国际

化竞争指明了方向。

农业交流和农产品贸

易自古以来就是丝绸之路

的主要合作内容。借助古

丝绸之路，中国从西方引入

了胡麻、石榴、苜蓿、葡萄等

作物品种，并把掘井、造纸

等生产技术和织布、养蚕等

工艺带到了中亚，促进了相

关国家间农业技术和产品

的传播交流，亚欧非农业文

明沿着古丝绸之路交流互

通，不断发扬光大。时至今

日，农业发展仍然是“一带

一路”相关国家国民经济发

展的重要基础，相关大部分

国家对解决饥饿和贫困问

题、保障粮食安全与营养的

强烈愿望成为相关国家的

共同诉求。

自“一带一路”倡议提出

以来，为相关国家农业合作

提供了良好的平台和机制。

截至 2018 年 9 月份，我国已

经与 60 多个“一带一路”相

关国家和国际组织签署了

120多个农业合作协议，“一带一路”投资农业项目200多

个，投资额700多亿元。我国一批海外农业园区、跨国科

研项目扎实推进，海外农业科技合作网络越织越密，农业

对外开放不断取得新突破。

值得注意的是，从 2016 年开始，中央一号文件已连

续4年提到要培育一批跨国农业企业集团。由于我国农

产品品质参差不齐，高端产品国际市场竞争力相对较

弱。因此，无论是“走出去”还是“引进来”，都需要农业企

业实行集团化发展。对于国际农产品企业来说，要培育

国际化思维，以国际化理念来处理问题，学习国际先进经

验，熟悉和掌握国际市场规则，提高自身国际资源整合

能力。

同时，也要看到，当前我国农产品进口高度集中，

亟须拓展多元化进口渠道。目前来看，我国农产品进口

有几大突出特点，主要是来源地高度集中于新大陆国

家，品种高度集中于土地密集型农产品，相关农产品进

口高度集中于少数几个国家，农产品进口的运输通道高

度集中于海运，进口口岸高度集中于东南沿海地区，进

口贸易渠道高度集中于少数几家大型跨国公司。虽然这

种高度集中的农产品进口贸易格局是由市场决定的，有

其经济合理性，但考虑到我国未来农产品进口贸易的巨

大增长潜力以及沿海口岸距离内陆腹地较远，这种进口

模式存在着一定的风险。正所谓鸡蛋不能放在同一个篮

子里，应当从维护农产品供给安全的战略高度，促进农

产品进口来源地、运输通道、进口口岸和贸易渠道多

元化。

“一带一路”建设带给中国农业的不仅是挑战，更多

的是机遇。未来，中国将加快与“一带一路”相关国家共

建农业公共信息服务平台、技术咨询服务体系；强化农业

对外合作平台建设，按照“重点区域+重点国别+合作园

区+龙头企业”的模式，着力推动境外农业合作示范区建

设提质增效；做好农业对外合作重点项目跟踪服务，推动

相关项目尽快落地；完善支持农业企业对外合作的政策

措施，综合运用财税、金融、通关、外交、对外援助等多种

措施，帮助企业解决实际困难，打好服务农业对外合作的

组合拳；着力优化农产品进出口贸易结构。

展望未来，在“一带一路”框架下，国际农业合作大有

可为。中国将以更加积极的姿态，与相关国家一道，在既

有多双边合作机制框架下，兼顾各方利益，尊重各方诉

求，推动“一带一路”农业合作向更高水平、更大范围、更

深层次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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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 及 新 首 都 中 央
商务区项目开盘浇筑

据新华社开罗电 埃及总理穆斯塔
法·马德布利日前视察了由中国建筑股
份有限公司承建的埃及新首都中央商务
区，并见证了标志塔主楼 1.85万立方米
超大型混凝土基础底板开盘浇筑。

马德布利表示，中国建筑正与埃及
公司携手打造“非洲第一高楼”，该项目
无疑是一个奇迹，它不仅将成为埃及的
标志性建筑，也将成为埃及现代化的象
征。据介绍，标志塔项目总占地面积 6.5
万平方米，建筑面积26.2万平方米，结构
高度达373.2米，塔冠最高点达385.8米。

埃及新行政首都中央商务区位于首
都开罗以东约50公里处，总占地面积约
50.5万平方米，包含20个高层建筑单体
及配套市政工程。

图为新首都中央商务区项目建设现

场。 新华社记者 邬惠我摄

本报达喀尔电 记者宋斌报道：几内亚能源水利部
日前发布消息称，塞内加尔河流域开发组织与中国电建
集团国际工程有限公司在几内亚首都科纳克里市签署了
库库塘巴水电站项目建设商务合同。

在签字仪式上，塞内加尔河流域开发组织高级专员
塞梅加表示，库库塘巴水电站是塞内加尔河流域开发组
织自1972年成立以来启动的最大水电站项目，招标程序
于 2016 年 3 月 16 日正式开启，整个招投标和评标程序
历时 3 年。几内亚能源水利部部长西拉称赞“一个重要
阶段终于跨过去了”。最后，几内亚总统孔戴向中国电建
集团表示祝贺并希望项目能够尽快开工。

该项目位于几内亚境内，处于几内亚和马里边境的
巴芬河上，设计装机容量为294兆瓦，总投资9.9亿欧元，
后期运营开发、人才培训由法国罗纳河国营公司负责。
未来电站将向几内亚、马里、塞内加尔、毛里塔尼亚输送
电力。

塞内加尔河流域开发组织1972年成立，现有4个成
员国，即塞内加尔、马里、毛里塔尼亚、几内亚,总部设在
塞内加尔首都达喀尔。

该组织计划到 2025年新建 2300公里输变电网和 4
座水电站，其中包括库库塘巴水电站，以达到最大限度利
用全流域的水土资源。

中国电建承建几内亚库库塘巴水电站
未来向塞内加尔河流域四国供电

本版编辑 徐 胥

近年来，随着中沙战略合作日渐升
温，在沙特重大工程项目建设现场，随处
可见中国企业的忙碌身影。

在沙特基础设施建设领域，中交四航
局依托中国交建“一体两翼”战略，发挥比
较优势，精心耕耘沙特市场，承建重大工
程，为沙特提供优质基础设施产品，树立
了良好的国际企业形象。

沙特吉赞毗邻也门，可直通阿拉伯海
和地中海，是红海沿岸的重要商贸站点。
在吉赞市场，近 5 年来，中交四航局与中
国港湾携手，通过国际竞标先后获取世界
最大的石油巨头——沙特阿美石油公司
现汇项目 5 个，合同额累计超过 13 亿美
元，涉及机电、水利、码头、房建、管道等
30多个工程专业技术领域。

吉赞经济城项目的业主是沙特阿美

石油公司。该项目集炼油、电厂、航运、行
政区、生活区于一体，拟建一座日产40万
桶标准油的炼油厂及配套电厂，电厂除向
炼油厂供电外，还向腹地输出电力，建成
后将为沙特西部红海沿岸经济发展提供
新动力。

据介绍，整个项目的设计、建设、体系
运行必须执行标准高、要求严、国际化的
阿美标准，仅安全管理就有着 1800 多项
操作流程规定，其质量、安全、进度管理互
相制衡，由于责任可相互追溯，任何一点
出问题，就会牵一发而动全身，这给不熟
悉规则的项目新手带来了巨大压力。

对此，四航局专注于提升团队对现汇
项目认知水平，要求团队每一个人要善做
善成，利用各种场合自觉主动与业主等各
方沟通，全方位熟悉国际标准。同时，项
目部对标阿美管理体系，以四航局的四标
三体系为基础，结合项目特点，编制项目
独立的 HSE（健康、安全和环境管理体
系）和质量体系文件，中英文安全制度和

流程达 60 多项，13 项质量管理制度，并
在实际管理过程中不断结合实际修改完
善，指导现场工程。

在工程前期，项目团队以开拓思维在
全球寻找合适的市场资源，例如，成功引进
中国产叠梁门产品，首次将中国制造业厂
家引进阿美供应商系统，赢得业主对中国
高端设备的信任。项目实施期间，一系列优
质中国产品和中国厂家逐步进入沙特市
场，“中国制造”逐渐被沙特市场认可。

据 介 绍 ，四 航 局 主 导 实 施 的 吉 赞
HDPE（高密度聚乙烯）管道，被称为世界
最长的海底柔性管道，其管道建设的直
径、数量和规模在世界上没有先例可循。
但是，在工程实施过程中，项目团队以规
避 HDPE 管道采购及施工风险为切入
口，从技术角度出发，多方论证，在确保功
能的前提下优化设计，并从供应周期、安
装工期等方面与业主商谈，不仅为业主节
省了投资，还提前投入使用。同时，项目
团队不断推进技术升级，首创双管安装成

套技术，在技术可行性、安全性、科学性和
精度层面积累了丰富的实战数据和经
验。在管道施工过程中，项目团队打破西
方公司技术封锁，创造了长度560多米的
3 米大直径和 580 米双管并行柔性管道
安装世界纪录。

四航局作为中国水工领域的主力军，
在“一带一路”相关国家的港口建设领域
发挥了突出作用。目前承建的沙特吉赞
经济城商业港码头，成功将中国水工标准
引入沙特，填补了中东地区基床夯实技术
应用的空白，以一流的专业技术和项目管
理体系展现了中国企业的实力。

经过5年持续发展，四航局在沙特市
场已经从水工起步并迈向水利、水电、管
道、道路、桥梁等多元领域市场。5年间，
先后有 500 多名沙特大学生在中国交建
的项目上工作，学习工程管理技术，迅速
成才，在历次当地政府和业主组织的技术
比武中获得佳绩，项目部也获誉吉赞就业
管理中心的突出贡献单位。

中交四航局深耕沙特重大基础设施项目——

从对接“标准”到创造“标准”
本报记者 庞彩霞 通讯员 兰志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