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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中国建筑牵头实施的白沙瓦至卡拉奇高速公路木
尔坦至苏库尔段（PKM项目）是中巴经济走廊框架下最
大的交通基础设施项目。目前，项目建设进入冲刺阶段，
道路主体已经基本完工，项目团队正推进房建装修、交
安、标线等附属工程，整体工程有望于2019年6月份提
前完工，较合同规定完工时间提前半年。

作为走廊框架下规模最大、在巴全国范围内标准最
高的道路基础设施项目，保证项目屹立百年不垮，长期为
巴经济社会发展作出积极贡献，是项目团队的一个重要
目标。为此，针对巴当地特殊的自然环境，对项目的整体
设计、材料选用都作了最大程度的优化。项目部分路段
位于印度河东岸，雨季易受洪水影响。针对这一潜在风
险，这些路段都设有最高达16米的“水坝级”路基，不仅
保证公路能够抵御百年一遇的洪水，而且还兼具防洪功
能，使当地民众在雨季来临时更有安全感。此外，针对项
目沿线地区常年高温的气候特点，项目专门选用了软化
温度更高的沥青，以确保路面耐久性和行车安全性。这
些例子，充分彰显了中国“建造”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

充分服务当地民众除出行以外的其他利益，也是
PKM项目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针对当地农业严重依
赖灌溉的特点，项目全线共设置管涵920道，总长超过4
万米，充分保障了当地农民的利益和农业用水安全需求。

项目建设过程中，直接提供属地化就业岗位23000
多个，其中有一大批是由中国“工长”一手授予专业技能
的“农转工”。截至目前，中方培养的技术工人包括2300
余名工程管理技术人员和4500余名设备操作人员，使这
些原本靠天吃饭的当地农民通过这个项目掌握了一技之
长，成为巴基斯坦现代化工人。

28岁的艾哈迈尔在PKM项目七分部担任人力资源
经理，他感慨道：“附近村子大部分劳动力都在PKM项目
上工作，他们刚来时什么都不会，但在中方员工指导下，
现在已熟练掌握了不少实用技术，包括操作复杂的大型
机械设备。凭借在这学到的一技之长，他们以后再也不
愁找不到工作了。”

为真正实现互利共赢，中国建筑在PKM项目建设中
高度重视与有实力的本土公司合作，避免在中低端项目
上与巴基斯坦当地企业竞争。大河有水小河满，PKM项
目凭借自身的巨大体量，充分带动了沿线地区相关本土
产业发展。项目建设所用土方、碎石、柴油、钢材、水泥等
物资均从当地采购，并且与当地合作开发取土场、采石
场，还租赁当地施工设备2600余台/套，充分带动了当地
有关产业发展，使沿线许多古城老村重新迸发出欣欣向
荣的生机。

截至目前，项目为沿线村落修建学校9所、便民道路
79.6公里、桥梁20座、水井54口、水渠300余条，组织医
疗队进村义诊3900余人次，发放药品3200多盒。工程
竣工后，392公里的施工便道也将免费移交给当地政府。

在PKM项目工作的巴籍员工阿萨德说：“看到项目
建设为沿线地区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后，当地人都相信
这条高速公路的建成将会带来更多发展机会，这是一条
通往未来的‘希望之路’。”

百年工程彰显工匠精神
本报驻伊斯兰堡记者 梁 桐

巴基斯坦参议院副主
席萨利姆·曼德维瓦拉接
受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
记者采访时表示，巴基斯
坦高度赞赏和支持“一带
一路”倡议。“一带一路”倡
议为各国提供了巨大的经
济发展机遇，将改变数十
亿人的生活。中巴经济走
廊是连接“丝绸之路经济
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
路”的纽带，是两国实现包
容发展共同愿景的具体体
现。巴基斯坦将致力于完
成走廊项目，并欢迎所有
潜在投资者关注经济特区
的建设。

曼德维瓦拉说，巴议
会尽其所能支持巴政府参
与“一带一路”建设，这具
体体现在实施必要的立
法、通过预算、丰富金融工
具和制定自由贸易协定
等。2018 年 10 月份，巴
基斯坦参议院在瓜达尔
——亚洲未来贸易中心主
办了亚洲议会大会，来自
26个国家和地区约100名
议员出席了会议。在为期
3天的会议中，大会成员国
探讨了未来经济合作前
景，提出了实现一体化与
和平亚洲的总体目标和指
导原则。曼德维瓦拉认
为，该会议也是“一带一路”倡议的一个历史篇章，因为“几
乎所有参会代表的发言都提及‘一带一路’”。

曼德维瓦拉认为，巴基斯坦和中国实现包容发展共
同愿景也是亚洲议会大会的愿景。他说：“我完全相信，
中国作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者，将在21世纪亚洲议会
大会和其他亚洲论坛中发挥重要作用。我期待中巴两国
加强协作，促进本地区的社会进步和互联互通，加强政府
间的合作，促进高层间的交流。”

对于中巴友谊，曼德维瓦拉说：“我们不仅仅是亲密的
朋友，更是战略意义上的伙伴。”为了促进民间交流，他认
为两国应鼓励联合制作电影、电视剧，并扩大旅游产业合
作，采取具体措施进一步改善两国人民之间的相互印象。

对于中巴经贸合作，曼德维瓦拉说：“10年前，中国
与巴基斯坦之间的贸易额还不到20亿美元，自贸协定签
署后，已经达到近200亿美元。因此，我们期待自由贸易
协定第二阶段的签署，这将有助于进一步实现两国之间
的贸易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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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工程备受关注

沙特延布三期 5×660MW 燃油电
站项目是目前全球范围内在建规模最大
的燃油电站项目，占地 3.15 平方公里，
包括新建 5×660MW 燃油电站和配套
的海水淡化厂。

除燃油发电之外，该项目同时还承
担着为圣城麦地那供水的重任。据项目
总工程师周殿臣介绍，项目完工后，将有
能力满足沙特10%人口的用电需求，并
解决项目所在的麦地那省及赴麦地那朝
觐人员等数百万人夏季“用水难”问题，
是沙特极为重要的民生工程和政治工
程，也是“一带一路”倡议与沙特“2030
愿景”对接的重要成果，项目建设受到了
沙特政府及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

延布三期燃油电站项目原由韩国三
星工程建设公司承建，但因工程推进缓
慢，不能满足沙特方面的供水供电需求，
2017年1月份，业主沙特国家海水淡化
公司（SWCC）与韩国方面中途终止了合
同，并重新招标。由于山东电建三公司
此前在沙特拉比格和扎瓦尔等众多项目
中表现出的卓越能力及其负责可信的形
象，赢得了业主沙特国家海水淡化公司
的充分信任，他们主动向山东电建三公
司递出橄榄枝，并最终选定其为延布三
期项目的总承包商。

高效施工彰显实力

山东电建三公司深知该项目对沙特

政府、业主沙特国家海水淡化公司、沙特
人民及每年前往麦地那朝觐的全球穆斯林
的重要意义，项目按期投产既是履约要
求，更是践行对相关各方承诺的重要社会
责任。

合同签订伊始，面对中途接手项目的
重重困难，山东电建三公司迅速构建项目
团队奔赴一线，加紧组织各类机械、物资、
设备，仅用3个月时间就从中国、印度、巴
基斯坦、菲律宾、印尼、埃及、科威特等十余
个国家和地区调集人力资源 9000 余人，
公司总部、项目部积极与相关设计院、设备
厂商沟通谈判，高效配合，确保了项目施工
全面顺利开启。

为确保工期，项目部员工每天主动加
班加点，项目经理陈云鹏坚持“项目难点、
重点在哪里，项目指挥部就在哪里”的原
则，与全体干部职工一道日夜奋战，小事不
过夜，大事连轴转，确保了各项里程碑节点
按期完成。最终仅用一年时间，1 号机组
便于2018年5月16日提前一天实现投产
目标，成功向麦地那输送淡水，完成了欧美
日韩企业看来“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满足
了斋月朝觐期间全球穆斯林的用水需求，
再次证明了中国企业解决难题的能力，赢
得了社会各界广泛赞誉。陈云鹏表示，项
目团队在建设中克服了一系列世界级难

题，不仅大大提高了沙特方面对中国企
业和中国制造的信心，也证明了中国企
业有能力在与外国同行竞争中取得
优势。

同时，为了保障项目质量，山东电建
三公司积极加强技术和质量管理，建立
了完善的进度计划管理体系和进度计划
管理组织机构，确保项目进度的可控在
控；充分利用自身技术优势，发挥分包商
的比较优势，最大限度地缩短施工工期；
严格执行质量管控程序，确保各系统以
最佳状态运行，有效保证了工程内在质
量和外观工艺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积极履行社会责任

在全力推进项目建设的同时，山东
电建三公司还积极履行社会责任。项目
五台机组同时开工建设，有力带动了当
地就业。自项目开工以来，为来自沙特、
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菲律宾、越南、
埃及、苏丹等10余个国家和地区提供了
13000多个就业岗位。山东电建三公司
还开展多方面、深层次技能培训，既有效
提高了当地劳工的素质，也为项目执行
奠定了根基。项目部沙特籍助理艾哈迈
德告诉记者，来到延布三期项目部后，自

己在语言、行政管理、人力资源、法律法规、
电厂运作原理等诸多方面都有了很大进
步，延布三期项目对自己来说不仅仅是一
份工作，更是一所“哈佛大学”。艾哈迈德
还表示：“在其他公司，我也许能拿到更高
工资，但我在山东电建三公司有家的感
觉。”能够与项目共同成长，能够在项目上
为自己的家乡作出贡献，艾哈迈德觉得自
己“很幸运”。

在环境保护方面，项目部秉承“建设绿
色、环保电站”理念，聘用专业第三方环境
审计公司，每月审计现场环境管理工作，对
项目环境管理工作提供技术支持，由延布
皇家委员会授权的专业公司负责项目部

“三废”处理工作，使得项目相关环保工作
充分达到了国际环保标准和沙特法律
要求。

沙特延布三期 5×660MW 燃油电站
作为全球在建规模最大的燃油电站项目，
对沙特民生改善具有重要意义，也是“一
带一路”建设的标志性能源工程。“该项目
扎实推进，对促进中沙贸易发展，夯实中
沙传统友谊，扩大中国品牌国际影响力具
有重要战略意义。”陈云鹏说，相信借助中
沙两国良好关系的东风，山东电建三公司
等中国企业在中东地区的发展将会越来
越顺利。

“一带一路”倡议与沙特“2030愿景”对接取得重要成果——

沙特延布三期燃油电站高效推进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驻利雅得记者 宋博奇

日前，由中国电建所属山东

电建三公司承建的沙特延布三

期5×660MW燃油电站项目2号

机组首次并网一次成功，汽轮

机、发电机等设备运行正常，各

项参数指标优良，各系统运行稳

定，宣告项目取得重大阶段性

进展

沙特延布三期5×660MW燃油电站项目是目前全球范围内在建规模最大的燃油电站项目。 宋博奇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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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已经成为全球
新型公共产品，正在推动形成开放型世
界经济。习近平主席以大国胸襟、大国
责任和大国担当，对历史上古丝绸之路
形成的文化价值符号赋予新时代的动
能，激发更多国家的发展潜能，得到了越
来越多国家、国际组织和国际社会的响
应，世界上126个国家、29个国际组织与
中国签署了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
共同推动共建“一带一路”从理念转化为
行动，从愿景转化为现实，从倡议转化为
全球公共产品。世界需要开放，人类需
要开放，未来需要开放。进入21世纪，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正在重构
全球创新版图、重塑全球经济结构、重写

全球发展蓝图，其本质是通过更高技术支
持、更快流通速度、更好营商环境，创造全
球互联互通、相互开放、携手发展的新格
局。当前，和平、发展、合作仍然是时代潮
流，但世界存在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
赤字与信任赤字，逆全球化思潮抬头，保护
主义、单边主义、民粹主义和霸凌主义对世
界经济的负面影响显现，打击恐怖主义、有
效应对气候变化、维护信息和网络安全以
及重大传染病防治等成为全球面临的共同
问题。世界既面临重大机遇，也面临严峻
挑战，只有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才能使中
国与更多国家一道，共同驾驭世界经济航
行的大船，提高整体发展水平和抗风险能
力，胜利到达光明的彼岸。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作为全球性开放
平台，为参与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和贫困国
家提供了新的发展思路和道路。中国倡导并
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坚持以开放为导
向；不搞地缘政治联盟或军事同盟，而是通
过开放促进包容发展进程；不是关起门来搞
小圈子或者“中国俱乐部”，而是各国响应和
参与的“和鸣共振”；不以意识形态划界，不
搞零和游戏，而是给各国经济共享发展提供
新的思路与路径。所有国家无论处于何种政
治体制、地域环境、发展阶段、文化背景，都
可以加入开放的“一带一路”朋友圈，共商共
建共享，实现合作共赢。共建“一带一路”将
成为相关国家和地区加强经济联系、探寻联
动发展的平台、载体和渠道，成为使相关国
家和地区少走弯路、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强大
动力，为世界经济发展增添新动能。目前，参
与“一带一路”建设的大部分国家处于工业
化初中期阶段，随着“一带一路”建设推进，
商品、服务、信息、资本、技术和人才在所有
相关国家之间的共享、流动和重新组合，各
国可以利用各自比较优势，把握新一轮科技

革命大势，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实现
创新驱动经济发展。“一带一路”建设近6
年来取得的成就表明，“一带一路”倡议已
成为迄今为止世界上最开放、最受欢迎的
公共产品，成为最具吸引力的投资贸易和
国际产能合作平台。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实现新
时代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路径，将推动中
国迈向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中国改革
开放40年，是中国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并
从全球化获益的40年，也是对世界作出
贡献，促进世界经济发展、丰富全球治理
的 40 年。中国经济社会之所以发生天
翻地覆变化并受到国际社会瞩目，得益
于改革开放。中国的改革开放离不开世
界，世界也因中国的改革开放快速发展
而充满动力。中国改革开放从“引进来”
到“走出去”，到“引起来”与“走出去”并
重，再到通过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
中国更加开放，中国的2.2万公里沿边地
区成为新一轮对外开放的前沿和桥头
堡，形成了内外联动、东西互济、海陆统
筹的区域开放格局，形成了陆、海、空、
网、冰五位一体的“丝绸之路”空间布局，
形成了数字丝绸之路、健康丝绸之路、绿
色丝绸之路等多维推进的良好态势。共
建“一带一路”是新时代中国提升开放水
平的新思路，中国改革开放从摸着石头
过河、渐进式建设经济特区、各类特殊经
济功能区、若干对外开放高地，成功经验
在与“一带一路”相关国家共同合作过程
中的借鉴与运用，可以为相关国家提供
就业和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同时为中
国企业参与更广阔的市场发展提供了新
空间。中国经济已经成为拉动世界经济
增长的最重要力量，从 2008 年到 2018
年，中国经济增长对世界经济增量的贡

献率年均30%左右，中国经济发展稳中向
好向优向远。我们不仅需要继续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还需要通过进一步开放倒逼改
革，不断释放经济发展的新动能。共建“一
带一路”推动中国改革开放进入新阶段，必
须清醒地认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带给我们
的又一次重大历史机遇，在更加开放的国
际环境和形成的新格局中谋求更高质量地
做好中国自己的事情。

中国不断迈出开放新步伐，以适应“一
带一路”建设加快发展的需要。中国支持开
放、透明、包容、非歧视性的多边贸易体制，
促进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推动经济全球
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
方向发展。维护在世界贸易组织框架下建立
的基于规则、普遍、开放、透明、可预测、包
容、非歧视和公平的多边贸易体制，推动“一
带一路”相关国家共建高标准自由贸易区，
推动形成“一带一路”建设大市场，使世界各
国的发展机会更加均等、让发展成果由各国
人民共享。中国积极与“一带一路”相关国家
寻求合作最大公约数，找准共同行动方向，
签署双多边合作文件，逐步将对接的发展战
略、规划等确定愿景细化到具体时间表和路
线图，分步实现合作目标，向着构建人类命
运共同体的目标不断迈进。

中国始终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
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共建

“一带一路”是中国通过更高水平开放，为
人类和国际社会作出的新贡献。共建“一
带一路”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最高目
标，以共商共建共享为基本原则，以政策沟
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
通为合作重点，世界正在这里打开一幅创
造时代奇迹的历史画卷。

（作者为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总经
济师）

构建开放型经济发展新平台
陈文玲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是

一项史无前例的跨国界、跨

洲际开放的重大合作行动，

必将推动开放型世界经济的

发展，必将使新时代我国全

面对外开放的道路越走越宽

广。随着“一带一路”建设伟

大实践的推进，中国发展更

高质量的开放型经济、主动

参与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新格

局正在形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