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经济要闻4 2019年9月10日 星期二

8月27日，3457米长的莫郎山
隧道顺利贯通，中老昆万铁路玉磨
段建设取得新进展。中老铁路是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首个以中
方为主投资建设、共同运营并与中
国铁路网直接连通的境外铁路项
目。建成通车后，将北接中国境内
正在建设的玉磨铁路，南连泰国境
内规划的曼谷至廊开铁路。中方在
开展好中老铁路项目建设的同时，
还努力为当地民众提供实惠和便
利。据不完全统计，中方参建企业
聘用老挝籍工人39278人次，采购
当地水泥、砂石料、粉煤灰等建筑
材料 34 亿元。当地人民深切感受
到“一带一路”建设带来的获得感、
幸福感。

共建“一带一路”，关键是互联
互通。中老铁路的顺利推进，正是
一个缩影。“一带一路”倡议提出6
年来，在各方共同努力下，“六廊六
路多国多港”的互联互通架构已基
本形成，基础设施“硬联通”与政策
规则标准“软联通”互促互进，一大
批互利共赢项目成功落地。

“六廊六路多国多港”，是中国
按照共建“一带一路”的合作重点
和空间布局提出的合作框架。“六
廊”指六大国际经济合作走廊，包
括新亚欧大陆桥、中蒙俄、中国—
中亚—西亚、中国—中南半岛、中

巴和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六路”指
铁路、公路、航运、航空、管道和空
间综合信息网络，是基础设施互联
互通的主要内容；“多国”是指一批
先期合作国家；“多港”是指若干保
障海上运输大通道安全畅通的合
作港口。

6 年来，六大经济走廊建设都
取得了重要进展。以中巴经济走廊
为例，截至2018年年底，走廊框架
下已启动或建成项目 19 个，总投
资近 200 亿美元。其中，能源领域
已投产运营项目 7 个，总装机 340
万千瓦，可满足860万户家庭用电
需求。交通建设项目已启动 3 个，
喀喇昆仑公路省级改造二期、卡拉
奇至白沙瓦高速、拉合尔橙线稳步
推进。

“道路通，百业兴”。在设施联通
方面，聚焦“六廊六路多国多港”主
骨架，一批标志性项目取得实质性
进展。以中老铁路、中泰铁路、匈塞
铁路、雅万高铁等合作项目为重点
的区际、洲际铁路网络建设等扎实
推进；瓜达尔港、比雷埃夫斯港、哈
利法港等进展顺利；空中丝绸之路

建设加快，中国已与126个国家和
地区签署了双边政府间航空运输协
定；能源资源通讯设施合作力度加
大，中国与沿线国家在电力、油气、
核电、新能源、煤炭等领域开展了广
泛合作，中俄原油管道、中国—中亚
天然气管道保持稳定运营，中缅油
气管道全线贯通。

国家发展改革委区域开放司
司长肖渭明表示，这些合作项目的
稳步推进，使得亚洲经济圈与欧洲
经济圈的联系越来越紧密，为建立
和加强各国互联互通伙伴关系，构
建高效畅通的亚欧大市场发挥了
重要作用。

位于雅典西南的比雷埃夫斯
港，是地中海地区重要的交通枢
纽。2016 年 8 月，中远海运集团与
希腊资产发展基金签署协议，以
3.685 亿欧元收购比雷埃夫斯港
67%股份，正式成为比雷埃夫斯港
经营者，通过充分发挥集团各业务
板块和比雷埃夫斯港的协同作用，
在效益和管理两方面都取得了显
著成效。

今年上半年，比雷埃夫斯港完

成吞吐量277万标准箱，同比增加
19%，实现利润总额4055万欧元，
同比增长17%，保持了可持续高速
发展的势头，从而成为地中海最大
的枢纽港之一。美国《财富》周刊网
站此前刊发的一篇文章评价说，如
今，比雷埃夫斯港已成为“一带一
路”的展示窗口，该项目不仅改造
了一个港口，还可能改造整个希腊
经济。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一
带一路”研究院执行院长梁昊光教
授认为，“一带一路”有助于将零散
分布的国家和地区联动起来，在互
联互通的合作共赢理念指引下，通
过基础设施投资促进经济增长，改
善民生，解决世界发展的“非均衡”
和“碎片化”问题。可以预期，更高水
平的互联互通必将推动“一带一路”
更高质量发展，进而推动更加开放
包容的经济全球化进程。

“中国将以绘制‘工笔画’的精
神，通过自身更高水平的开放，创
造发展机会，增强发展动力，构建
全球互联互通伙伴关系，逐步形成
符合沿线国家和地区需求的互联
互通基础设施网络，带动更多国家
和地区参与全球价值链、产业链、
供应链并从中受益，推动共建‘一
带一路’合作开创更加美好的未
来。”梁昊光说。

近日，中美经贸谈判传来新消息，中美双方同意
10月初在华盛顿举行第十三轮中美经贸高级别磋商，
此前双方将保持密切沟通。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
10月初举行的这轮磋商将力争取得实质性进展。这
些重要信息让外界在中美经贸摩擦升级的阴霾中看到
了阳光，双方决定举行新一轮经贸高级别磋商，再度表
明唯有以理性和冷静态度，通过磋商和合作解决问题，
才是中美双方最好的选择。

这种认识，在上周末举行的“2019 中国发展高层
论坛专题研讨会”上得到了中外嘉宾的广泛认同。研
讨会汇聚了众多美国前官员、跨国公司领导人和专家
学者等，他们认为，中美关系非常重要也非常复杂。诚
然，中美两国在很多领域内有竞争关系，但不是敌对的
竞争关系，而是一种兼具竞争对手与合作伙伴双重身
份的关系。中美经济一旦“脱钩”，会给世界经济造成
严重后果。

美国财政部前副部长尼尔·沃林说，在世界上没有
比中美关系更重要的双边关系了。中美双边关系取决于
如何在未来走正确的路，如果走错就会失去机遇。美国
前商务部长古铁雷斯直言，没有更加稳定和运转良好的
中美关系，就难以形成全球领导力，也就不能解决影响
国际贸易体系的严重问题。美国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会
长欧伦斯更坦言，中美两国不应把彼此看作生存的威
胁，两国可以也必须在全球的体系下共存。面对贸易金
融和投资、科技发展、环境治理、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扩散等方面的难题，需要两国通力合作来解决。

不少嘉宾提出，中美之间增强互信至关重要。《纽
约时报》专栏作家、畅销书《世界是平的》作者托马斯·
弗里德曼谈到了《火星救援》这部电影。在电影里，中
美航天管理部门通力合作，救回了被困在火星的美国
宇航员，这个想象中的场景深深打动了他，也让人不禁
思考，电影里的精神能不能照进中美合作的现实？弗
里德曼认为，如今两国的分歧是一场“信任之战”。如
果能彼此信任，可以走得远走得快。但如果没有信任，
走远、走快也就无从谈起。美国前副国务卿罗伯特·霍
马茨也说，中美间最大的赤字不是贸易的赤字，而是双
方互信的赤字。眼下的当务之急，就是以过去几十年的合作为基石，建立一个合作
的框架，使得双方能够找到可以长期合作的领域，并在这一框架下解决分歧。

增强互信的关键是要理性对话、积极沟通。作为往届美中贸易谈判的参与者，
古铁雷斯表示，自己见证了在有争议的问题上达成共识是多么的困难，但他始终认
为，通过对话解决这些问题是符合两国利益的唯一办法。如果把中美经济“脱钩”
当作解决两国分歧的办法，这个所谓的“药方”将比“疾病”更糟糕。耶鲁大学高级
研究员董云裳也表示，双方要正确地看待目前的机会和挑战，对话和合作是解决问
题的唯一办法。中美两国都应该去说服对方，履行作为大国的义务和责任，为人类
的共同利益而努力。

今年是中美建交40周年。中美关系的发展凝聚着老一辈领导人的心血和智
慧。论坛上，几位中美“外交二代”忆历史话未来，成为本次论坛最令人动容和感慨
的一幕，他们的父辈为中美关系正常化付出了艰辛努力。他们认为，中美合作则造
福世界，中美对抗则危害世界，中美应该从过去40年的交往中吸取经验，为中美关
系改善、世界贸易开放作出贡献。

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之子马克·布热津斯基说，考虑
到两国在全球的影响力，两国的合作事实上是全球经济政治稳定的重要来源。中
国外交部原副部长章文晋之子章百家说，形势发生重大变化时、中美出现矛盾时，
双方要保持冷静、克制和远见，尽可能避免紧张关系升级，特别要防止陷入对抗。
美国前总统乔治·赫伯特·沃克·布什之子尼尔·布什则表示，如果了解中国历史，就
会看到中国历史上并没有在强盛时入侵别的国家。如果美国政府认为中国是一个
朋友，认为美国可以从中国的经济增长和双方贸易关系中受益，那么我们可以想象
未来两个国家都会是更加伟大的国家。

创造良好的中美关系，需要智慧，更需要有打破常规的勇气。我们相信，解决
中美经贸问题需要更多理性而非对抗，我们更相信，“中美关系总要好起来”，最终
会携起手来，为创造一个更安全、更繁荣和更可持续性发展的世界作出更大的贡
献，因为这符合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人民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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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六廊六路多国多港”合作格局基本成型——

“硬联通”与“软联通”互促互进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熊 丽

在重庆轻轨2号线李子坝站，
轻轨“穿楼而过”。这一奇特景观
每天都吸引不少游客前来打卡。9
月8日，来自山西的游客陈先生对
经济日报记者说：“重庆特殊的地
形地貌造就了轨道交通的独特风
景，令人印象深刻。”

在重庆，像李子坝这样的“网
红”轻轨站点还有很多。从地下到
地上、穿楼跨江的轨道交通，不仅
是重庆市民通勤的便捷工具，更是
重庆一张城市名片。

“重庆主城区具有四山两江、
一城三片的城市形态，城市规模
大、空间尺度大。与平原城市相
比，重庆轨道交通具有穿山隧道
多、跨江桥梁多、地形高差大、工程
实施难度大等显著特点。”重庆市
住房城乡建委会相关负责人告诉
记者，自 2000 年首条城市轨道 2
号线开工建设以来，重庆市轨道实
现了从无到有、从线到网的跨越式
发展。目前，全市轨道交通建成通
车线路264公里，建成运营线路里

程位居中西部第一、全国第六。
重庆市轨道交通现已通达主

城九区15个组团，覆盖机场、高铁
站、客运枢纽、各大商圈、各行政中
心等主要客流集散地。轨道交通
在拓展城市发展新空间、培育城市
发展新引擎、推动产城融合发展方
面的作用逐步凸显。比如，6号线
礼嘉至北碚段2013年12月通车以
来，先后有数十家一线企业的大型
商业、产业和居住项目入驻北碚
区，为区域经济发展增添了活力；
江跳线开工建设以来，多家房地产
开发商在轨道沿线进行开发建设，
形成了围绕轨道站点的核心住宅
区，新增就业岗位约7000个。

重庆市住房城乡建委会同相
关部门和单位，经过 10 余年积极
探索和不懈努力，以跨座式单轨交

通2号线、3号线作为依托，在单轨
交通车辆整车系统集成、转向架关
键技术等10大方向及其应用上取
得一系列重大成果。

重庆轨道交通建设通过自主
创新使多项技术走在了国内乃至
国际的前列：建成了城市轨道交通
工程领域国内第一、世界第二大跨
径的轨道交通专用斜拉桥——蔡
家嘉陵江大桥；成功穿越具有“地
质博物馆”之称的中梁山脉；复合
式 TBM 在软硬岩层中广泛使用；
建成国内城市轨道交通工程领域
最长的山岭隧道——全长 5633.4
米的铜锣山隧道，成功将轨道交通
与城市路桥有机融合……

同时，重庆抢抓“一带一路”
建设机遇，积极开展跨座式单轨
交通技术的对外推广工作，逐步

培育了全球最大的跨座式单轨装
备制造基地，形成了由 40 多家产
业单位组成涵盖规划设计、装备
制造、施工承包的全产业链，设备
国产化率达 95%以上，本地化率
达80%以上。

此外，重庆针对山地城市特
点，吸收国内外先进技术，牵头编
制了《跨座式单轨交通设计规范》
等 3 项国家、行业标准及《重庆市
地铁设计规范》等17项地方标准，
取得了 121 项发明专利和实用新
型专利，形成了具有重庆特色、较
为完善的轨道交通技术标准体系。

目前，重庆全市187公里在建
轨道交通线路加速推进，当前在建
线路大部分为穿越中心城区的骨
干线路，预计 2020 年全部建成。
届时，内环以内的轨道交通线路将
由目前约 90 公里增至约 180 公
里，站点500米半径覆盖率由27%
增至46%，轨道交通环线将实现贯
通运营，轨道交通服务水平得到显
著提升。

从无到有、从线到网，“网红”轻轨站成独特风景

重庆:轨道交通加速推动产城融合
本报记者 冉瑞成 吴陆牧

这是建设中的武汉青山长江大
桥（9月9日无人机拍摄）。

当日，随着桥面全面开始铺设
沥青，桥宽达48米的武汉青山长江
大桥主体工程基本完工，标志着这
座“最宽长江大桥”进入后续沥青铺
设、亮化施工阶段。

全长7548米的青山长江大桥，
主跨达938米，是武汉市的第11座
长江大桥。桥面比武汉沌口长江大
桥还宽两米，成为目前跨越长江桥
面最宽的桥梁。大桥为双向 10 车
道高速公路，设计时速为100公里。

新华社记者 熊 琦摄

“ 最 宽 长 江 大 桥 ”
主体工程基本完工

本报北京9月9日讯 记者齐慧
报道：交通运输部、国家税务总局近日
发布《网络平台道路货物运输经营管理
暂行办法》，这是我国首个物流新业态
管理暂行办法，将于 2020 年 1 月 1 日
起施行，有效期2年。

《办法》依据既有法律法规，以培育
壮大物流新业态、新动能为目标，坚持
鼓励发展、包容审慎、问题导向、创新监
管的原则，构建了网络货运经营监督管
理的制度体系：

——坚持鼓励发展。按照党中央、
国务院关于推动实施“互联网+”行动计
划、发展“互联网+”高效物流及促进平台
经济规范健康发展的有关部署，鼓励现
代信息技术在道路货运领域的创新应
用，积极支持网络货运新业态创新发展。

——坚持包容审慎。在鼓励创新

的基础上，着力强化网络货运经营者的
全程运输责任和依法纳税义务，坚守运
输安全“底线”和税收安全“红线”，加强
对不规范运营行为的监管，引导网络货
运新模式健康发展。

——坚持问题导向。系统总结全
国无车承运人试点经验，针对新业态发
展中存在的法律定位不清晰、行为规范
不明确、监督管理不完善等突出矛盾和
难点问题，着力健全完善相关管理制
度，为新业态、新模式发展营造良好的
制度环境。

——坚持创新监管。以提高监管
效能、优化服务水平为目标，充分利用
信息化手段加强网络货运经营的运行
监测和监管，建立交通运输、税务部门
信息共享机制，积极探索创新监管手段
和方式，营造公平公正的市场环境。

首个物流新业态管理办法出台
2020年1月1日起施行

本报北京9月9日讯 记者韩
秉志从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获
悉：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近日
印发 《关于改革完善技能人才评
价制度的意见》，明确提出建立并
推行职业技能等级制度。用人单
位和社会培训评价组织要根据不
同类型技能人才的工作特点，实
行差别化技能评价。

“随着职业资格改革深入，技
能人员职业资格大幅减少，作为
技能人才评价的主要方式，职业
资格评价已难以满足技能劳动者
需要，亟需改革完善技能人才评
价制度，建立职业技能等级制
度，并做好与职业资格制度的衔
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有关
负责人说。

意见要求，建立职业技能等
级制度，由用人单位和社会培训
评价组织按照有关规定开展职业
技能等级认定。符合条件的用人
单位可结合实际面向本单位职工
自主开展，符合条件的用人单位
按规定面向本单位以外人员提供
职业技能等级认定服务。

意见强调，实行分类评价。用

人单位和社会培训评价组织要根
据不同类型技能人才的工作特点，
实行差别化技能评价。在统一的评
价标准体系框架基础上，对技术技
能型人才的评价，要突出实际操
作能力和解决关键生产技术难题
要求，并根据需要增加新知识、新
技术、新方法等方面的要求。对知
识技能型人才的评价，要围绕高
新技术发展需要，突出掌握运用
理论知识指导生产实践、创造性
开展工作要求。对复合技能型人
才的评价，应根据产业结构调整
和科技进步发展，突出掌握多项
技能、从事多工种多岗位复杂工
作要求。

人社部推行职业技能等级制度

技能人才将实行差别化技能评价

本报北京9月9日讯 记者崔国
强报道：在 9 日举行的民航局例行新
闻发布会上，民航局机场司司长刘春
晨表示，北京大兴国际机场（以下简称

“大兴机场”）已完成了全部 6 次综合
演练，共模拟旅客 5 万名、模拟航班
402 架次、行李 32900 余件次，6 次综
合模拟演练中发现的问题逐次减少，
大部分问题已得到整改。大兴机场同
时顺利完成了行业验收总验和使用许
可审查终审。根据目前整改情况看，
大兴机场将于9月15日前完全具备开
航投运条件。

目前，大兴机场建设及运营筹备工
作已接近尾声，进展顺利。为了全面模
拟仿真开航初期到2022年（4500万旅
客吞吐量）各阶段高峰时段的运行情

况，6次综合演练每次都设定了不同的
侧重点。6次综合演练分别从安全、运
行和服务 3 个维度对综合演练开展评
估，共采集了11873份旅客服务调查问
卷，收集了1112 项问题。通过多次大
规模、多科目的综合演练，基本达到了
依托演练充分暴露问题、解决问题的基
本目的。

近期，民航局已对大兴机场开展了
行业验收总验和使用许可审查终审工
作。此次总验和终审是我国民航史上
验收和审查规格最高、工作最细、规模
最大、准备时间最长、检查手段最先进
的一次，行业总验和终审共确认投运前
整改项157项，限期整改项50项，整改
完成后大兴机场将获得使用许可证，具
备开航投运条件。

大兴机场9月15日前具备开航条件
已完成全部6次综合演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