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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印尼西爪哇省街头，悬挂着红色五
菱标识的多用途汽车（MPV）随处可见。

“我们这里的消费者很喜欢购买五菱汽车，
最大的感受是物有所值，他们获得的价值
远远超过他们所支付的价格。”在当地经营
着41家五菱店的经销商阿里哈纳菲亚说。

汽车是一个全球化的产业。2017年7
月11日，上汽通用五菱印尼公司正式投产
运营，项目总投资7亿美元，具备年产12万
辆整车的能力，这也是印尼最大的中资整
车制造企业。同时，还带来了16家国内外知
名零部件配套企业入驻零部件园区，其中
有中国的五菱工业、凌云、宝钢等，也有美
国的耐世特和来自德国的曼胡默尔等。

印尼项目落成前期，时任印尼投资协
调委员会主席的 Franky Sibarni 赴上汽
通用五菱青岛分公司，深入了解上汽通用
五菱在中国的运营、发展情况，并在项目推

进期间多次来到现场实地办公，协调
印尼中央及地方政府资源，确保印尼
公司顺利投产。

印尼公司正式投产运营当日，印
尼副总统优素福·卡拉代表印尼政府
出席仪式并为下线的第一款产品签名
留念。他表示：“十分欢迎上汽通用五
菱在印尼投资建厂，参与汽车行业竞
争，为印尼消费者提供更多的选择，促
进印尼汽车行业健康发展。”

在2018年印尼国际车展上，印尼
总统佐科来到印尼公司展区了解并体
验五菱品牌产品，并对上汽通用五菱
带领全产业链在印尼本地投资建厂的
方式表示赞赏。他风趣地说，“十分佩
服上汽通用五菱作为一个不会说印尼
话的外资企业，勇于在印尼做如此大
的投资”。

拥有巨大的人口基数和旺盛的国内
消费需求，使得印尼汽车市场具有极大
的发展空间，但长期处于被日资品牌垄
断的局面。在印尼，日资品牌汽车份额
超过95%，并把持印尼汽车上下游产业
链发展。在这样的情况下，上汽通用五
菱通过产品差异化竞争优势，以及深度
本地化的发展策略，深入参与到印尼汽
车市场竞争中，为印尼本地消费者提供
了更多样化的产品选择。

2017年8月份，印尼公司第一款产
品 Confero 上市，参与本地份额最大的
MPV细分市场竞争；2018年2月份，推
出MPV车型Cortez；2019年2月底，全
球车型Almaz上市发售，产品可实现智
能互联功能，并配备了先进的智能多媒
体，通过突出优势点燃了印尼中高端智
能 SUV 市场的热情。印尼本地消费者

在社交媒体上对产品的评价正面率达99%
以上。从五菱品牌产品在印尼的市场表现
不难看出，当地消费者对中国汽车品牌的
消费热情及信心正在不断提升。

数据显示，印尼公司目前共推出 4 款
产品，公司整体销量进入印尼市场销量前
十名。2018 年，完成整车销售 17000 台，
已建成销售服务网点94家，覆盖印尼各大
城市，拥有超过20000名用户。上汽通用
五菱印尼公司计划每年更新换代或推出新
产品，以保持五菱品牌产品在印尼市场的
竞争力。

在带领全产业链“走出去”共同参与国
际化经营的同时，上汽通用五菱印尼公司
还不断与印尼本地汽车零部件供应商沟
通，邀请本地企业加入供应链体系，以提升
产品零部件本地化的比例。目前，印尼公
司全体系及产业链带动的本地就业人数达
到3000人以上。

此外，上汽通用五菱还致力于加强校
企合作，联合培养国际化技术技能型人
才。公司通过与柳州城市职业学院合作，
成立了由印尼当地院校与柳州城市职业学
院共同管理的海外分校，为日后海外工厂
的可持续良性发展做好准备。

上汽通用五菱印尼公司是中国汽车品
牌首次在海外投入设备及资源独立建厂，
输出品牌及产品，并形成了完整的制造体
系、供应链体系、销售服务体系。“印尼公司
的投产运营实现了中国汽车企业在知识产
权、品牌与产品、人力资本与团队、业务运
营及管理模式等方面全方位向海外输出。”
上汽通用五菱总经理沈阳告诉记者，未来
上汽通用五菱将把印尼公司打造成为东南
亚的出口基地，目前已开始与泰国、文莱等
国合作启动出口业务。

更重要的是，依托印尼项目，上汽通用
五菱还参与了中国东盟汽车标准法规的制
定工作，在国际竞争中增强了上汽通用五
菱，乃至中国汽车的话语权。

中国汽车品牌首次在海外投入设备及资源独立建厂——

上汽通用五菱“造船”出海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杨忠阳

上汽通用五菱的股东方

——上汽集团很早就提出了要

建设成为“全球布局、跨国经营，

具有国际竞争力和品牌影响力

的世界著名汽车公司”战略目

标。继成功建立泰国生产基地

之后，2015年上汽集团开始进军

印尼市场，五菱品牌搭乘“一带

一路”东风，实现了“造船”出海 具有中国汽车企业知识产权的五菱Confero在上汽通用五菱印尼公司总装车
间下线。 （杨忠阳供图）

日前，围绕着“一带一路”建设、中柬
关系发展、柬埔寨经济发展等话题，柬埔
寨外交和国际合作部副国务秘书索索肯

（Sok Soken）接受了记者采访。
记者：当前，中柬两国正在建设具有

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应该如何理解
其重要性？双方将如何实现这一目标？

索索肯：目前中柬两国已建立了全
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国对柬埔寨的
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政治稳定和安全至
关重要，彼此在对方周边外交体系中都
具有战略意义，共同向世界示范了和平
共处与合作共赢这一双边关系的本质。

要实现建设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
同体这一目标，必须依靠3个关键支柱：
一是两国继续在政治安全合作方面相互
支持。特别是在地缘政治局势紧张之
时，保持多轨战略对话势头，审慎维护两
国核心利益。更重要的是，通过进一步
增进两国关于对亚洲及其他地区在政治
和安全环境等方面的共识，加强两国在
国家和国际层面的外交政策协调，解决
共同关心的问题，维护共同利益。二是
两国应该共同打造两国间的无缝连接，

包括硬件和数字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为
促进两国经济合作和共同繁荣创造更多
动力。双方可以通过国家和地方层面的
密切协作和协调，加强经验共享，充分释
放包括澜湄合作、东盟等在内的多边机
制安排的经济效应。三是两国应加强教
育、科技、社会和文化合作以及民间交往
方面的软连接。这是未来双边关系发展
的基础，应继续提升双方在各层面交往
的数量和质量。进一步推动领导人、青
年领袖、学术机构、研究人员和学生间交
流项目的频次，加强跨文化交流，以促进
和扩大两国民众之间的相互了解。

“一带一路”倡议无疑是 21 世纪最
重要的倡议之一。柬埔寨和中国必须与
其他“一带一路”合作伙伴一起，继续秉
承睦邻友好原则，通过共同努力，创造出
一个关于“一带一路”倡议、关于中国致

力于和平共处和不断繁荣的人类命运共同
体成功故事。

记者：您认为青年可以在加强双边关
系方面发挥什么作用?

索索肯：民间交往是国际关系中的重
要组成部分。因此，青年在包括思想、信
息、艺术、语言和文化交流等在内的软外交
方面能够发挥重要作用，有助于促进相互
理解和信任。我坚信，两国年轻人之间的
相互理解和牢固友谊，将为建立国家间互
信发挥关键作用，对双边关系也将产生积
极而深远的影响。

此外，两国年轻人通过各种平台发展
出的良好关系，能够创造出有效的沟通渠
道。他们将成为两国间的长期桥梁，有助
于两国在这个快速变化的未来中，更好地
应对全球性和地区性挑战，维护各自的核
心利益。为了进一步加强民间交往，我们

将通过包括青年领袖计划、文化交流计
划和各类教育计划等在内各种活动，为
青年人分享经验和知识创造机会。

记者：您对来自中国的游客和投资
者有什么建议？

索索肯：近年来，来自中国的旅游者
和投资人都出现了明显增长。

柬埔寨欢迎各国游客的到来，以进
一步推动旅游业发展。我们将努力平衡
旅游业发展和相关监管要求，为本地社
区和外国游客提供更好体验。2018年，
有超过200万中国游客赴柬旅游。这既
要求持续改善旅游景点的管理水平，也
需要游客加强自我规范。我们鼓励更多
游客接触柬埔寨的文化遗址和沿海景
区，在促进柬埔寨社会经济发展的同时，
增进两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信任和理解。

与此类似，凭借自由投资的制度，近
年来柬埔寨吸引了大量投资，为柬社会
经济发展作出了很大贡献。近年来，来
自中国的投资活动受到越来越多的关
注，特别是沿海地区的投资活动。柬埔
寨政府有力地保障了相关投资行为。除
合规之外，投资者还应高度重视通过满
足财务、环境和社会因素三重底线。在
为企业创造更大商业价值的同时，还应
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以确保与当地社
区长期共存、共赢。

中柬共建命运共同体具有战略意义
——访柬埔寨外交和国际合作部副国务秘书索索肯

本报驻金边记者 张 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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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蒜是咖喱粉的重要组成
原料，深受印尼等东南亚国家
百姓喜爱。近日，35柜满载山
东金乡大蒜的冷链集装箱经过
8 天海铁联运，顺利到达印尼
首都雅加达。

金乡大蒜个大汁多、辣味
适中，常年种植达 70 万亩，带
动周边种植 200 余万亩，拥有
大蒜储存加工企业 800 余家，
大蒜冷藏加工能力超过300万
吨，产品出口 170 多个国家和
地区，占全国总出口量的70％
以上，是世界大蒜种植培育、储
藏加工、贸易流通、信息发布和
价格形成五大中心。近年来，
金乡县抢抓“一带一路”建设机
遇，大力发展外向型农业，积极
参与、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
设，不断升级与相关国家在大
蒜贸易及农业领域的合作，有
效加快了农业转型升级和可持
续发展的步伐。

“经过这几年的出口贸易，
我们公司不仅实现了利润持续
增长，全球业务范围也在不断
扩大。”在金乡县诚强贸易有限
公司，工人们正忙着装车出口
到非洲，该公司负责人周生亮
说，近年来他们瞄准国际市场，
大力推进农产品出口，形成了
内外贸融合农产品大市场。

早在2003年，周生亮就意
识到金乡大蒜能叩开外国消费
者的大门，“一带一路”建设更
让他融入了全球大市场，而且
如鱼得水。目前，诚强公司已
发展成为集大蒜生产、收购、加工于一体的农产品出口贸易
企业，出口产品主要销往东南亚、中亚、日韩等地区和国家，
对外出口占到了公司全部农产品销量的80%。近年来，金
乡县越来越多的企业抢抓“一带一路”建设机遇，立足大蒜
产业优势，积极开拓国际市场，大力培育对外贸易主体。目
前，全县拥有大蒜加工企业800余家，外贸企业500余家，
具备规模的大蒜初、深加工企业130余家，国家和省市级农
业产业化龙头企业85家、全国农产品加工示范企业4家，
形成了以华光、正邦、鑫诺等为代表的农产品出口创汇企业
群，大蒜外贸出口额连年大幅度增长，2018年大蒜及其制
品出口达15.7亿元。

只有擦亮金字招牌才能闯世界。金乡积极实施品牌农
业战略，组织重点企业开展马德里国际商标注册、境外市场
质量认证，建立起国际自主品牌梯次培育发展机制。同时，
金乡县还不断加大政策扶持，积极引导企业利用国家、省市
外经贸发展专项资金开拓国际市场、境外商标注册、产品质
量认证等工作。目前，金乡大蒜已先后通过“欧盟地理标志
认证”、德国色瑞斯认证有限公司认证，连续7年荣获国际
有机食品博览会金奖，产品受到欧盟、美国、日本等国家和
地区的认可。

为将报关通关服务延伸到企业家门口，打造提升贸易
便利化服务品牌，探索多式联运模式，金乡县高标准规划建
设了济宁内陆港，目前已有济宁国检贸易便利化服务中心、
济宁自贸协定实施研究中心和国家通报咨询中心济宁大蒜
产品研究评议基地、山东检疫处理有限公司济宁分公司、金
乡县凯盛内陆港有限公司入驻。

通过积极引导扶持，金乡县主要出口企业先后在印尼、
斯里兰卡、阿联酋、智利、巴西、法国、俄罗斯、塔吉克斯坦、
哈萨克斯坦、加纳等大蒜主要进口国设立了30多个国外公
司办事处，在信息采集、市场开拓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形成了多层次、多形式、全方位的市场营销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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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在津巴布韦马绍纳兰省拍摄的马胡塞夸中津友好
医院二期工程增建的建筑。中国援建津巴布韦的马胡塞夸
中津友好医院一期工程于2013年初投入使用，二期工程主
要包括项目维护、改造和扩建等，于2019年2月份竣工。目
前该医院已成为津巴布韦设施最先进的公立医院之一。

（新华社发）

援建项目促津巴布韦发展

近日，随着一片 32
米曲线T梁在老挝首都
万象楠科内河特大桥两
座桥墩上成功落定，中
国中铁二局承建的中老
铁路全线最长桥梁架梁
施工圆满完成。

图为楠科内河特大
桥。 （新华社发）

中老铁路全线

最长桥梁架通

本报讯 记者张建军、通讯员谭琼报道:广东农行将绿
色发展理念融入“一带一路”建设，在帮助企业“走出去”的
同时，确保“一带一路”项目可持续、生态化发展。截至
2019 年 3 月末，广东农行支持的“一带一路”项目余额达
1711万美元。

今年1月份，巴基斯坦最大港口——卡拉奇港口一批
新的堆高机、正面吊等装卸设备投入使用，这些设备都采购
自广东珠海三一海洋重工有限公司（下称“三一海洋重
工”）。早在2017年，卡拉奇港口就曾采购过三一海洋重工
设备。三一海洋重工产品受到青睐，主要源于其绿色、智能
的领先优势。绿色港口建设与绿色低碳金融理念不谋而
合，农行珠海分行为三一海洋重工的每一个项目提供了全
流程、专业化金融服务。例如，投标保函帮助企业顺利完成
投标，节约投标成本；融资服务帮助企业备料、生产，有效减
少了资金占用；质量保函为竣工的项目提供质量保障。同
时，农行珠海分行还坚持产品创新，依托“NRA账户+融资”
模式，帮助企业盘活全球资金，助力中国企业“走出去”。

广东农行助“一带一路”绿色项目建设

本报讯 记者吴陆牧报道：以“技能合
作、共同发展”为主题的“一带一路”国际技
能大赛日前在重庆举行，这是中国首次面
向“一带一路”相关国家和地区举办的国际
性大型职业技能竞技赛事。

本次大赛由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和
重庆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据了解，大赛
吸引了 44 个国家和地区的 698 名人员参
赛，境内外近5万人次观摩，是我国迄今邀
请国家、地区和外籍选手最多的世界技能
比赛。大赛开设电子技术、汽车技术、电气
装置、时装技术等18个比赛项目，并配套
开展了第二届“巴渝工匠”绝技绝活技能展
示活动和企业设备与技术展览。

大赛期间，来自美国、英国、澳大利亚、
中国香港等 11 个国家和地区的 57 家单
位，分别从校企合作、校校合作，世界技能
大赛集训基地共建、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
建设等方面签署了42份合作协议。

“一带一路”国际技能大赛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