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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隔一年多再见到中铁六局海外工
程分公司总经理、河内轻轨项目经理唐红
时，发现他瘦了，正奔忙于河内吉灵至河
东轻轨项目移交前的最后阶段工作。唐
红对记者说，现阶段比项目建设时更复
杂，涉及越方的方方面面。不过，项目不
久就可以试运营了。

河内吉灵至河东轻轨工程于2009年
正式签约，至今已历经10个春秋。2011
年 10 月份，项目正式开工；2015 年 8 月
份，项目进入全面施工阶段；2016 年 10
月份，实现梁通；2017 年 1 月份，实现轨
通；2017 年 9 月份，机车试跑成功；2018
年7月份，全线电通；2018年9月份至12
月份，完成试运行。项目经过一步步推
进，走到今天实属不易。

根据越南国家交通网络长远规划，越
南政府将在首都河内市和胡志明市建立
城市轨道交通网络。第一条轻轨项目越
南政府交给了中国中铁六局。吉灵至河
东线是河内市轨道交通线网中的一条交
通主干线，线路全长 13.02 公里，投资总
额 8.68 亿美元，全线均采用高架方式建
造，沿途经过河内市的栋多郡、青春郡及
河东郡，共设12个车站。

这一项目使用中国装备、中国技术、
中国标准，被视为“一带一路”倡议与越南

“两廊一圈”规划对接的示范工程。不过，
唐红向记者介绍，尽管轻轨项目建设在中
国技术已非常成熟，但将“中国标准”带到
国外并不容易，吉灵至河东轻轨建设项目
就克服了4个方面的困难。第一，项目管
理程序差异大。该项目在实施过程中由
于两国在设计理念、工作流程、技术成熟
度等方面存在差异，双方在沟通磨合方面
花费了大量时间。此外，由于车站设计方
案，平面移交进度等都在不断变化，这使
得工期被迫延长。第二，施工难度大。全
线12个车站及区间全部“高架”，且处于

繁华街道中央，大部分工程只能在夜间施
工，大大增加了施工难度。第三，项目受
气候条件影响大。河内雨季时间长，且台
风、暴雨、高温等恶劣天气是家常便饭，对
施工作业影响非常大。第四，越南施工人
员技艺生疏。项目采用中国快捷、安全、
成熟的施工工艺，但对当地施工队伍来说
尚属首次，这需要加大对当地施工人员的
培训力度，以提高劳动效率。

不过，试运行完成，项目即将造福当
地，唐红还是感到很欣慰。他说，项目沿
线经过河内交通主干道，仅大学就有 56
所，社区有好几个，还有大商场，人口密度
很大。该轻轨项目的建成将直接减少交
通拥堵，对于完善河内城市路网功能、缓
解交通压力、拓展城市发展空间以及带动
当地经济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引
导城市空间结构合理发展上也将发挥巨
大的辐射作用。

此外，河内轻轨将与其他交通形式构
成城市快速交通体系，有效缓解人口与交
通资源、汽车与交通设施之间的紧张关系，
极大地方便乘客出行。同时，轻轨项目还
拉动了沿线经济。唐红告诉记者，这两年
轻轨两边的房价涨了、新增商铺越来越多，
说明大家看好轻轨对经济的促进作用。而
且，项目本身对解决当地就业也有帮助，高
峰期用工达到6000人，正式交付越南运营
后，也需要上千名员工保证正常运转。

轻轨项目的建成离不开中越员工的
共同努力。特别是中国员工在项目上的

吃苦耐劳，常年坚守，深深影响着越南员
工，双方友谊在汗水中凝结在一起。“中
国员工吃住在项目部，没有假期，一年回
不了几次家。他们一心扑在工地上，在
工作中尽心尽力、尽职尽责。每天在工
地上无论风雨多大都能看见他们工作的
身影，他们这种敬业精神，打动了我也感
染了我。”这是越南河内轻轨项目部优秀
越籍员工潘忠刘的心里话。作为一名施
工一线翻译人员，他说：“工作中我必须
做到全神贯注地捕捉信息，不断感悟其
内在的含义，同时力求达到准确理解、迅
速表达、忠于原意，完美地实现准、顺、
快、稳口译的标准。”他的夫人和两个孩
子因为有机会试乘轻轨，感到特别兴奋
和自豪。

轻轨项目部对越南员工就像对中国
员工一样关心，唐红告诉记者，一天晚上，
一名越南员工孩子确诊得了登革热，发病
很重，急得不行，当夜项目部就捐款 2.3
万元人民币及时送到他手上，解了他的燃
眉之急。在项目部工作的越南员工都为
能参与轻轨建设感到自豪，在工作中也备
受尊重，与中国员工相处十分融洽。

回馈当地社会是这些年中国企业在
海外做得越来越多的事情。2018年8月
份,中铁六局海外分公司“爱心无界”志愿
者服务队向越南和平省金追小学捐赠了
一批教育物资,用于帮助改善贫困地区学
生学习条件，让孩子们兴奋不已。

一次在河内乘出租车时，当地司机阿

勇告诉记者，当地民众对“中国标准”轻轨
的初期疑虑确实存在，原因是项目的施工
期限并不短，加之当地民众对日本、德国
等老牌工业强国品牌的认可度高，“中国
标准”产品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也面
临着近乎苛刻的质疑和挑剔。“随着中国
轻轨项目完成试运行，当地民众对项目的
期待程度越来越高，希望中国的项目能够
让越南人民与现代化的生活方式接轨。”
阿勇说。

越南河内交通大学200余名学生试
乘轻轨列车后兴奋的样子更能说明问
题。学生武万鸿说：“我们体验了河内轻
轨新技术、新装备带来的变化，试乘体验
使大家更加了解中国技术、中国设备，中
国制造深入人心。”学生阮德海兴奋地说：

“列车在高架桥上行驶，可以欣赏风景，视
野很开阔。这是我们第一次乘坐城市轻
轨，车站设计非常现代，车速飞快，乘坐舒
适，简直太棒了！”许多学生把参观乘坐轻
轨的美好体验拍成各种小视频，发到社交
媒体上。

轻轨项目的建成，对未来越南轨道交
通的发展也具有重要意义。城市轻轨对
于越南来说是一件新鲜事物，从基建、管
理到运营都十分陌生。此项目将帮助越
南建立从建设、运营到管理的完整成套现
代化城市轨道交通建设运营体系。唐红
表示，河内轻轨项目作为中越两国“一带
一路”重点合作项目，将成为河内乃至越
南全国最早开通运营的城铁线路。

倡议对接规划 标准技术获赞

中企承建轻轨成河内亮丽风景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驻河内记者 赵 青

图① 越南河内吉灵至
河东轻轨项目实景。

图② 中 铁 六 局 向 越
南贫困地区小学捐赠教育
物资。 赵 青供图

图③ 河内交通大学学
生兴奋地试乘轻轨列车。

赵 青摄

近日，第 20 次中国—东盟联合合作
委员会会议在雅加达东盟秘书处成功举
行，中国—东盟通过“雅加达渠道”进一步
凝聚共识、强化对接、密切合作，高质量共
建“一带一路”势头喜人。据悉，东盟10
国领导人将全员出席即将在北京举行的
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共
商中国—东盟合作大计。

中国驻东盟大使黄溪连表示，中国国
家主席习近平今年2月份向“中国—东盟
媒体交流年”开幕式致贺信指出，“中国—
东盟关系已进入全方位发展的新阶段”。
黄溪连认为，这体现了中国对双方关系发
展的高度重视和充分肯定，“今年是新中
国成立70周年，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
经济体、最大工业国、货物贸易国和外汇
储备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
30%。目前，中国经济基本态势持续向
好、经济发展质量不断提高，中国坚持深
化改革、不断提升对外开放水平的坚定决
心不变，中国与各国共同维护多边主义和
开放型世界经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
初心不改。中方愿与东盟一道努力，共同
打造更高水平的战略伙伴关系，共同构建
更高质量的‘一带一路’和更加紧密的中

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为地区和平稳定发
展作出更大贡献”。

“一带一路”建设框架下的中国—东
盟关系已进入全方位发展新阶段。一是
政治互信实现新提升。双方领导人“串门
式”互访更趋频繁，双方共同发表的《中国
—东盟战略伙伴关系2030年愿景》为未
来合作描绘了中长期蓝图。二是经贸合
作再上新台阶。2018 年，双方贸易额创
5878.7亿美元新高，同比增长14.1%。中
国已连续 10 年成为东盟第一大贸易伙
伴，东盟则连续8年为中国第三大贸易伙
伴。三是人文交流呈现新热度。2018
年，双方人员往来达到5700万人次，每周
近 4000 个航班往返中国和东盟国家之
间。今年，“中国—东盟青年菁英奖学金”
项目和“未来之桥中国东盟青年领导人千
人研修”计划即将启动。四是国际地区合
作取得新进展。双方在联合国、世界贸易
组织等平台加强协调合作，共同维护基于

规则的多边贸易体系。双方还共同推进
“澜湄合作”和“中国—东盟东部增长区合
作”，通过次区域合作助力东盟共同体
建设。

这当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雅加达
渠道”增添了新平台，发挥了新作用。
2018年，中国和东盟在雅加达不仅共同举
办了一系列15周年庆祝活动，还提前完成
了“2030愿景”磋商，更为“一带一路”重大
项目在东盟各国稳步推进、惠及民众做好
服务。今年，双方已共同创设了“中国—
东盟关系雅加达论坛”，积极探索中国—
东盟合作基金的使用，努力搭建中国—东
盟媒体合作、文创产业合作新平台。

对这一渠道，东盟各方给予了高度评
价。菲律宾常驻东盟代表伊丽莎白认为，
东盟方面期待与中方继续加强交流合作，
不断推动政治、经济、人文等各领域合作
取得新进展，促进本地区和平、稳定和繁
荣，“我们祝贺新中国成立70周年所取得

的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国发展经验值得东
盟国家学习借鉴，‘一带一路’倡议更是全
面惠及东盟国家，期待双方能进一步携手
加强地区互联互通和经济合作，促进世界
经济可持续增长”。印尼国家规划部部长
班邦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印尼应抓住
中国大力推动“一带一路”建设尤其是国
际产能合作的机会，实现制造业跨越式发
展并更好融入全球价值链。

展望未来，在“一带一路”建设已完
成垒基筑台、立柱架梁，转入落地生根、
开花结果的全面推进阶段，东盟作为“一
带一路”建设重点区域、区域互联互通公
共产品主要提供者的地位和作用将愈加
凸显。中国与东盟10国全都签署了“一
带一路”合作文件，双方正积极推动“一
带一路”与《东盟互联互通总体规划
2025》深度对接，中新国际陆海贸易新
通道、中印尼雅万高铁和莫罗瓦利工业
园、中越河内轻轨、中文石化等一大批涉
及电力、交通、工业园区等领域的重大合
作项目，或已建成运营，或将早期收获，
或正稳步推进。“雅加达渠道”将继续一
路向北、直通北京。

在即将举行的第二届“一带一路”国
际合作高峰论坛上，中国和东盟各方进
一步凝聚共识、明确重点、协同步调，为
高质量紧密共建“一带一路”和人类命运
共同体作出新贡献。

东盟十国领导人将齐聚北京——

中国—东盟高质量合作势头喜人
本报记者 田 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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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中乌两国如何在“一
带一路”框架下推动务实合
作相关问题，乌兹别克斯坦
驻华大使馆经济商务参赞纳
吉尔·努尔玛多夫接受经济
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在“一
带一路”框架下，两国合作取
得了重大进展，乌兹别克斯
坦总统沙夫卡特·米尔济约
耶夫将出席第二届“一带一
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两国
元首有望就贸易、投资、技术
创新、工业园区建设、区域和
区域间通信等议题进一步达
成共识，为乌中全面战略伙
伴关系注入新的动力。

乌兹别克斯坦许多城市
在古代都是丝绸之路的重要
节点，如塔什干、撒马尔罕、
希瓦等，从古至今一直是连
接亚洲和欧洲地区的桥梁。

“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有助
于深化两国在多个方面的合
作 。“ 乌 兹 别 克 斯 坦 的

《2017—2021年发展行动战
略》与‘一带一路’项目有许
多交叉点，‘一带一路’项目
在乌兹别克斯坦广受欢迎。”
据纳吉尔·努尔玛多夫介绍，
近年来，乌兹别克斯坦采取
了一系列措施推动经济改
革，包括取消外汇兑换管制、
降低税负以及对外资给予优
惠等。乌兹别克斯坦国家统
计委员会公布的数据显示，
截至2018年年底，在乌外资
企业数量达7560家，比上年
增长37％。其中，中国是乌主要外资来源国之一，在乌
中资企业数量达1121家，仅次于俄罗斯。中国企业对乌
直接投资超过5亿美元。

纳吉尔·努尔玛多夫表示，近年来中乌两国在石油天
然气、电信行业、交通运输、化学工业等多个领域联合开
展项目，取得了重大进展。中国企业在乌参与建设了许
多新的工业企业，例如德赫卡那巴德钾肥加工厂和昆格
勒碱厂。这些化工项目不仅成为乌中务实合作的典范，
还填补了乌化工领域的空白，为乌创造了良好的经济效
益和社会效益。

中乌两国在高科技和创新领域的合作也在进一步深
化。纳吉尔·努尔玛多夫说，中国企业将先进的技术和设
备带到乌兹别克斯坦，为乌企业和民众提供了优质的产
品和服务，例如中国品牌手机在乌受到广泛欢迎，乌兹别
克斯坦大城市随处可见中国品牌手机广告。中方高科技
公司在为乌政府和企业提供公共安全、能源、教育、医疗
等行业解决方案的同时，还带动了大量就业，在培养人才
等方面与乌方积极开展合作。未来两国应在“一带一路”
相关地区合作建立综合工业技术园区、科技创新集群和
自由经济区，并加强两国企业界的直接对话。

在文化领域，中乌两国也加强了合作。在日前举行
的“巴赫希国际艺术节”暨乌兹别克斯坦首届民间口头说
唱艺术节上，来自中国陕西省的“陕北说书”艺人受邀代
表中国参演，助力两国文化交往。

2019年是乌“积极投资和社会发展年”，乌政府将出
台系列配套措施，为外资提供更好条件，加快招商引资步
伐。纳吉尔·努尔玛多夫表示，相信第二届“一带一路”国
际合作高峰论坛将为乌中合作创造新的机遇，双方将进
一步挖掘合作潜力、拓展合作内容、提升合作水平，不断
开辟两国合作的更好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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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柳洁、通讯员曹黎波 王强报道：去年
才成功开行中欧班列，至今已发运2122个标准箱，货值
1.48亿美元。这是地处湖北腹地的襄阳北站在中欧班列
中交出的答卷。

铁路编组站素有“铁路心脏”之称，襄阳北站位于襄
渝、汉丹、焦柳三线交会点，运力辐射华中腹地湖北、湖南、
江西及西南四川等省份，每天超过60万吨各类物资在此
集结、中转、外运，是全国铁路网的重要枢纽和支点之一。

近年来，该站坚持科技立站，大力推进编组站向数字
化转变，为沪汉蓉提高货运通道能力，长江经济带“一轴
两翼”运输互联互通以及中欧班列打造了一颗“数字心”。

该站充分运用大数据分析研判风险源，进一步补强
全站音视频监控网，形成车站“天网工程”，监控对象囊括
站内各作业岗点，将原有信息无法触及到的管理盲区纳
入了监控视线内。

这里整合了行车、货运等视频监控、安全管理、运输
生产组织和统计分析、行车设备监测监控等系统，通过对
车站日常生产大数据的分类、对比、追踪，在监测生产效
率、预警生产波动、研判生产规律方面实现了人机结合、
人机互控。

据统计，今年一季度，襄阳北站日均办理2.02万辆
车次，较去年同期增长9%，在全国编组站排名前5。

中欧班列有颗“数字心”

图为襄阳北站现代化调度大厅。
曹黎波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