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塞上九月，秋高气爽。两年一度的
中阿博览会如期而至。

中阿博览会创办至今，已历4届。
今年的博览会，以“新机遇、新未来”为
主题，无疑是一次面向未来、共谋发展
的盛会。

中阿博览会承载着党和国家领导
人的重托，肩负深化中阿合作的重任，
已成为中阿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平
台。自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主席
习近平连续多次向中阿博览会致贺
信，对会议召开表示热烈祝贺。今年，
习近平主席再次寄语，中阿双方要以
博览会为契机，抓住机遇，开拓路径，
挖掘潜力，携手推动中阿战略伙伴关
系实现更大发展，更好造福中阿双方
人民。

中国同阿拉伯国家是好朋友、好
伙伴。历史上，中阿因丝绸之路相知
相交，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今
天，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契合了中
阿合作的现实需要，正为中阿关系发
展打开新的机遇之门。去年在北京举
办的中阿合作论坛第八届部长级会
议，为新时期中阿全方位合作指明了
方向、规划了路径。会上，中阿双方
决定建立“全面合作、共同发展、面
向未来”的战略伙伴关系，提出要增
进战略互信、实现复兴梦想、实现互
利共赢、促进包容互鉴，努力打造命
运共同体。作为共建“一带一路”的
天然伙伴，阿拉伯国家积极支持和响
应“一带一路”倡议，目前已有 18
个国家与我国签署了共建“一带一
路”合作文件。近年来，中阿经贸合
作保持着良好势头。2018 年，中阿双边贸易额 2443 亿美
元，同比增长28%；中国企业在阿拉伯国家新签订承包工程
合同额356亿美元，同比增长9%。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
阿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已经取得了丰硕成果，未来发展潜
力巨大、前景广阔。

中阿博览会还为宁夏带来建设高质量开放型经济的
新机遇。通过办会，宁夏积极主动融入“一带一路”建
设，着力打造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支点，该地的内陆开
放型经济也稳步推进，取得了显著成效。在往届博览会
期间，我国与相关阿拉伯国家签署了多项中阿合作协
议，有力拓宽了中阿合作的渠道。借力博览会，宁夏的
中阿合作不断完善、丰富。中阿技术转移中心、中阿农
业技术转移中心、中阿医疗健康合作发展联盟、中阿商
事调解中心、中阿联合商会联络办公室等一批中阿双边
合作机构纷纷落地宁夏，有力地拓宽了宁夏的对阿合
作。得益于博览会和“一带一路”，宁夏的互联互通建设
日新月异，陆上、空中、网上丝绸之路建设热火朝天，
通道经济发展方兴未艾，宁夏的开放型经济发展水平稳
步提高。

总之，中阿博览会已办出品牌、办出特色、办出效
益，促进了宁夏乃至全国呈现出高水平对外开放新局面。
我们相信，中阿的互利合作领域必将越来越广，成果也将
越来越丰硕。

“中阿博览会就像一扇窗，展示了参
展各国的投资机会和营商环境，有助增进
彼此的了解。”埃及贸工部工业发展局主
席马格迪·埃勒欧拉比在宁夏银川接受经
济日报记者专访时表示，埃方高度重视中
阿博览会，派出了高级别代表团参会，期
待“一带一路”建设为埃及经济社会发展
带来更多机遇。埃方也真诚欢迎中国企
业抓住机遇，加大对埃投资力度，深化两
国经贸合作，实现互利共赢。

谈及中埃产能合作，马格迪表示，在
两国元首的共同推动下，中埃加强产能合
作前景广阔。他说：“埃及希望通过参与
博览会的多项活动，在‘一带一路’倡议下
促进产业融合发展，以更好的方式提出有
关合作想法和愿景，并就开展各领域合作
同与会者深入交换意见。”

“中埃建交60多年来，面对国际国内
形势变化，两国关系始终在各领域不断发
展，行稳致远。”马格迪表示，2014年中埃
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2016 年
双方签署了共建“一带一路”谅解备忘录，
为稳步推进中阿各项合作打下坚实基
础。中埃经贸合作不断深化，2018 年在

埃经营的中资企业数量达到 1660 家，总
投资额约70亿美元，为埃及创造了约4万
个就业岗位。

当前，埃及正在积极推进国家复兴计
划“埃及 2030 愿景”。马格迪认为，这与

“一带一路”倡议完全契合，双方可以实现
对接融合。中埃泰达苏伊士经贸合作区将
中埃两国政策相连，在促进两国经贸发展

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目前，该合作区二
期正在建设中，预计将吸引100家中资企
业入驻，投资额有望达到25亿美元。他相
信，包括埃及在内的阿拉伯国家，在“一带
一路”框架下的贸易往来和投资规模持续
扩大，有力促进了相关国家的经济社会发
展，也给当地普通民众带来了实实在在的
好处，受到了阿拉伯国家的普遍欢迎。

近年来，埃及经济处于复苏阶段，期
待吸引更多外国投资。过去几年中，埃及
在落实国家复兴计划和经济社会改革计
划上取得了很大进展，改革措施已见成
效。反映在经济指标上，埃及经济增速由
2014 年的 4.4％提高到 2018 年的 5.6％，
失业率由 13.2％降至 9.6％。到 2018 年
底，外国对埃直接投资额达到 77 亿美
元。马格迪介绍说，埃及政府进行了许多
立法改革，为改善营商环境提供了法律保
障。如颁布了新的投资法，制定了许多投
资激励措施；颁布破产法，有效管理企业
破产程序，促进市场资金流动；颁布新的
公司法和劳动法，保护中小企业利益，推
动劳动力市场改革，等等。

马格迪表示，埃及贸工部深知工业发
展在实现可持续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投资
将成为埃及国民经济转型的主要动力。为
此，贸工部制定了一系列政策吸引更多国
内外投资，如简化工业许可证颁发程序、全
国统一分配工业用地、为中小企业提供低
息融资等。埃及期待在“一带一路”合作框
架下，深化同中国和各国的产业合作和贸
易往来，为埃及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助力。

9月5日至8日，第四届中国—阿拉伯
国家博览会在宁夏银川市举办，来自89
个国家和地区、2900多家区域组织、商协
会、机构和企业的1.26万余名代表齐聚贺
兰山下，共襄中阿合作盛举。

本届博览会秉承“传承友谊、深化合
作、共同发展”的宗旨，以“新机遇 新未
来”为主题，通过举办开幕大会、中阿工
商峰会、中阿技术转移与创新合作大会、
网上丝绸之路大会等系列活动，搭建了
各国政要、商界领袖、专家学者对话交流
的高层平台，架起了中国和阿拉伯国家
务实合作的桥梁。中阿双方在此共商合
作愿景，共绘合作蓝图，共同造福双方
人民。

共建“一带一路”的天然伙伴

阿拉伯国家地处“一带一路”交汇地
带，是共建“一带一路”的天然合作伙
伴。近年来，中阿双方进一步加强发展
战略对接，高层交往频繁，政治互信深
化，经贸合作日趋紧密。

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
局，中国正在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
标的新征程上阔步前行，阿拉伯国家纷
纷出台面向未来、振兴国家的重要改革
举措和发展规划。中阿发展理念契合，
共建“一带一路”使中阿关系站到了新的
历史起点。目前，中国已经与18个阿拉
伯国家签署了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
件，双方在基础设施、能源、经贸园区、高
新技术、金融等领域合作取得了丰硕成
果。中国愿积极推动“一带一路”倡议与
沙特“2030愿景”、埃及苏伊士运河经济
走廊开发计划、阿联酋“2021 愿景”、摩
洛哥“经济起飞计划”等阿拉伯国家的发
展战略对接，着眼长远，以更大的开放谋
发展，以更好的合作求共赢，在中阿间建
设和平之路、繁荣之路、开放之路、创新
之路、文明之路。

毛里塔尼亚国民议会第一副议长布
瓦迪耶尔·赫梅德表示，第四届中阿博览
会的举办，凸显了中阿之间增进友谊、加
强合作的强烈愿望，希望两国在合作共
赢、相互尊重的基础上不断巩固和发展
友好关系，不断扩展两国各领域的合作。

尼日尔国民议会第一副议长伊罗·萨
尼认为，中阿博览会的举办，体现了双方
的深厚情谊。尼日尔正在实施关乎人民
福祉的大型计划，坚信中尼关系、中非关

系将持续发展不断深化。
“博览会聚焦贸易投资、互联网+、

跨境电商、基础设施等领域，举办展览展
示、对接洽谈、会议论坛等活动，将推动
中阿深化各领域互利合作。”中国国际贸
易促进委员会会长高燕表示。

务实合作不断结出硕果

随着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走深走
实，全面合作、共同发展、面向未来的中
阿战略伙伴关系不断推向深入，中阿务
实合作不断结出累累硕果。统计显示，
2018年，中阿贸易额达到2443亿美元，
同比增长 28%，中国已成为 9 个阿拉伯
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阿拉伯国家则成
为中国重要的贸易伙伴和最重要的原油
进口来源地之一。

中国商务部部长助理任鸿斌指出，阿
拉伯地区已经成为中国企业开展基础设施
合作的重要市场。去年，中国对阿拉伯国
家直接投资达12亿美元，涉及能源、制造
业、电子商务、金融等多个传统和新兴领
域，中阿投资合作方兴未艾，越来越多中国
企业开始前往阿拉伯国家投资兴业。

阿联酋经济部次长阿卜杜拉·萨利

赫认为，中阿共建“一带一路”从规划布
局到落地生根再到深耕细作，留下一行
行坚实的足印。中阿加强创业和创新合
作潜力巨大，双方要支持新兴企业开拓
市场，加强金融服务、融资、保险、金融科
技、基建项目融资、公私合营项目等
合作。

泰达控股是参与“一带一路”沿线国
家产业结构升级的先行者，泰达苏伊士
运河经贸合作区可谓是标志性项目。天
津泰达投资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张秉军
表示，泰达苏伊士运河经贸合作区现在
是埃及综合环境优、投资密度大、单位产
出高、中资产业聚集度高的一个工业园，
到2018年底，园区入驻企业77家，投资额
超过了15亿美元，上缴东道国的税收10
亿埃及镑，创造了3500多个就业机会。

令人欣喜的是，本届中阿博览会签
约成果 362 个，计划投资和贸易总额
1854.2 亿元。其中，投资类项目 228
个，投资额 1758.35 亿元；贸易类项目
59 个，贸易额 95.85 亿元；签署友好城
市协议 1 个，合作备忘录（协议）70 个。
签约项目涉及现代农业、高新技术、装
备制造、基础设施、产能合作、产业园区
建设、“互联网+医疗健康”、旅游合作

等多个领域。

宁夏打造向西开放新通道

过去5年，宁夏对“一带一路”沿
线国家累计实现进出口总额 400 多亿
元，年均增长超 5%。如今举办 4 届的
中阿博览会，已成为中阿共建“一带一
路”的重要平台。中国政府将继续支持
宁夏建设向西开放的空中通道，建设跨
境电商综合试验区，建设面向丝绸之路
沿线国家的数据服务中心和网上丝绸之
路宁夏枢纽，打造中国向西开放的“宁
夏通道”。

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书记石泰峰指
出，共建“一带一路”赋予了宁夏新的使
命，宁夏将聚焦经贸务实合作，不断创新
服务形式和内容，高水平办好中阿博
览会。

谈到网上丝绸之路建设，中国社科
院西亚非洲研究所副所长王林聪认为，
应充分利用互联网资源，深化数字经济
国际合作，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
区共建信息基础设施、推动信息共享、促
进信息技术合作、推进互联网经贸服务
和人文交流。

9 月 5 日，宁夏银川国际会展中心 C 馆内，一
大群记者搬出了“长枪短炮”，早早抢占最佳位
置。因为第四届中阿博览会开幕式结束后的首个重
要活动：主题省江苏系列活动开馆仪式，即将
鸣锣。

在很多人眼中，这样的开馆仪式是“形式大于内
容”。可这一次，刚开始的记者提问，就引起了人们
极大的兴趣，不少人直呼“干货满满”。

中阿博览会上的宁夏、江苏合作，是宁夏渴望
对接长三角，还是江苏迫切拥抱银川？是中阿盛会
青睐江苏，还是江苏看好这一向西开放的平台……
一连串的问题，让两地的有关负责同志回答起来并
不轻松。

江苏省商务厅厅长马明龙开门见山：“应该说，
为将主题省 （江苏） 系列活动打造成本届中阿博览
会的亮点，江苏、宁夏都做了很多‘功课’。这个

‘功课’，不仅有双方党政主要领导同志的广泛共
识，有两地业务部门多次的洽谈交流，还有实打实的
项目落地。”

据江苏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曲福田介绍，截至目
前，两地聚焦园区建设、投资类项目等合作，已确定
签约项目11个，总投资119.3亿元。

宁夏商务厅厅长徐晓平也是快人快语：“宁夏向
江苏学什么？怎么学？如何干？最重要的，莫要看罢
激动，醒来不动！宁夏是内陆欠发达省区，与三省市
的差距，表面上看是经济实力、开放程度、发展环境
的差距，实质是思想观念、胸怀视野、发展思路上的
差距。因此，一定要真学、真干。”

正是抱着这样精诚合作的理念，宁夏、江苏以
中阿博览会为舞台，联手唱好戏，吸引了不少“粉
丝”。

我们坚信，更多好戏，还在后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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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联手唱好戏
本报记者 许 凌

埃方愿厚植中企投资沃土
——访埃及贸工部工业发展局主席马格迪·埃勒欧拉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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