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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之路 合作共赢

日前，由中国建筑承建的中巴经济
走廊最大交通基础设施项目——巴基斯
坦PKM高速公路（白沙瓦至卡拉奇高速
公路）项目（苏库尔—木尔坦段）日前正
式落成。PKM高速公路项目（苏库尔—
木尔坦段）南起信德省苏库尔，北至旁遮
普省经济中心城市木尔坦，全长 392 公
里，设计时速120公里，为巴基斯坦首条
具有智能交通功能的双向6车道高速公
路，项目合同金额约合28.89亿美元。

该项目合同工期 36 个月，392 公里
全线有100座桥梁、468个通道、991个涵
洞、11 处互通、6 对服务区、5 对休息区、
24处收费站，将全线392公里分为7个标
段同步建设，从国内进口3500余台（套）
大型机械设备，保证项目建设稳步推
进。高配的团队筑成了打硬仗、打胜仗
的坚强堡垒。

项目连接的木尔坦和苏库尔是巴基
斯坦重要城市。木尔坦是芒果、椰枣等
经济作物主产区，苏库尔则是重要交通
枢纽。项目的建成将两地通车时间从
11 个小时压缩至 4 小时以内，加速推动
了“中巴经济走廊”建设和中巴两国

交流。
在建设过程中，巴基斯坦政府给予

项目极大支持，该项目成为“中巴经济走
廊”建设的安保典范。施工期间，当地最
高气温经常达40摄氏度以上，但就是在
如此严酷的自然环境下，中建团队掀起
了一波又一波劳动竞赛热潮。2018年5
月26日，项目首段33公里路段较合同规
定期限提前 14 个月通车。今年 7 月 23
日，项目整体提前两周完工。巴基斯坦
国家公路局对项目建设团队竖起了大拇
指：苏木段是巴基斯坦迄今为止标准最
高的公路项目，为整条白沙瓦至卡拉奇
高速公路建设树立了典范。

科技之路 百年工程

PKM 项目是巴基斯坦设计等级最
高，唯一全线绿化、百年一遇抗洪等级的
高标准高速公路。项目建立包含设计和
建造的多层级、全方位的质量控制网，项
目建设者用创新和匠心打造了一条巴基
斯坦最先进的智能高速公路。

为适应当地高温重载环境，项目采
用路面沥青混合料80摄氏度高温环境下
抗车辙技术新标准，成熟应用 SBS 改性
沥青技术，保证路面成型质量。项目首

次在巴基斯坦使用无人机航拍测量技
术，精准获取全线数据；通过水文物理模
型优化跨河大桥设计方案；成功攻克小
角度斜交桥架设难题；首次应用弯沉检
测技术控制路基路面质量。项目完善了
当地智能交通系统标准，全线收费系统、
信号管理等功能全部实现电子化、自动
化，沿线全程铺设的光缆能够将全路段
监控视频等信息实时传输到控制中心，
以便全面掌握交通状况，保障交通安全。

项目巴籍员工凯撒说：“我全程参与
了项目建设，对工程质量充满信心，我们
建造的高速公路是巴基斯坦的‘百年工
程’。业主对项目全线验收检查时，一致
评价PKM项目是巴基斯坦进度最快、质
量最好的高速公路工程。

友谊之路 民心相通

PKM 项目贯彻落实“一带一路”共
商、共建、共享的原则，重视与当地企业
合作，共同开发取土场、采石场，租赁当
地设备。土石、柴油、钢材、水泥等建设
物资均从当地采购，带动相关产业发
展。建设高峰期，项目聘用当地劳工、设
备操作手、管理人员达28900余人。

与此同时，项目还专门邀请卡拉奇

职业培训机构为当地员工提供规范化培
训，把当地农民培训成业务过硬的技术
工人。在工地上，来往穿梭的数十台沥
青摊铺机、压路机、自卸卡车几乎全部由
巴方员工熟练操作。

项目商务顾问阿玛说：“PKM项目为
我们提供了宝贵的就业机会，这里是我
们的第二个家。超过6800多名当地农民
如今已是熟练的设备操作人员和工程管
理人员，成为巴基斯坦现代化的工程技
术人员。”

在提供大量就业机会的同时，项目
秉承“同一条路、同一个家”的理念，积极
履行企业社会责任，为沿线村落修筑便
民道路800公里、桥梁15座、水井50眼、
水渠200余条。为保护当地生态、保障动
物迁徙，修建涵道管涵 920 条，总长超 4
万米。同时，项目团队还修缮沿线学校
并组织医疗队，为乡村1000多人次提供
义诊服务。在遇到灾害时，积极参与各
类事故现场救援，活跃在当地抢险救灾
的第一线。

3 年风雨兼程，中巴两国人民迎来
“路路相通，美美与共”的胜利时刻。在
两国人民的见证下，这条巴基斯坦的“友
谊之路”“梦想之路”“希望之路”正通向
远方。

通向远方的“友谊之路”“梦想之路”“希望之路”——

巴基斯坦PKM高速公路落成
本报记者 亢 舒

巴基斯坦PKM高速公路

是“一带一路”重点工程，也

是巴基斯坦南北交通大动

脉。项目自 2016 年 8 月份

正式开工以来，中建团队高

起点谋划、高标准建设、高水

准管理，高质量完成项目建

设任务，使该项目成为中巴

友好合作的典型示范工程。

作为“17+1” (中国与中东欧国
家） 之一的罗马尼亚，正在积极参与并
共享着“一带一路”带来的发展契机，
从教育到文化，从产业到基础设施建
设，罗马尼亚向中国发出了全方位合作
的热情邀约。

今年 10 月份，在罗马尼亚胡内多
拉阿省德瓦市艺术学校，记者见到了
该校学生安娜，她声情并茂地演唱了
中国民歌 《茉莉花》。不久前，她到中
国参加了在浙江宁波举办的中东欧教育
合作交流会，与其他同学一起献上了这
首他们喜爱的中国歌曲。

这不是安娜第一次来到宁波。早在
今年4 月份，她就曾到宁波外事学校交
流，学习了中文和中国传统音乐。现
在，她和其他 5 位同学正在申请奖学
金，准备到宁波大学留学。“能有这样
的学习机会，我和我的同学都非常自
豪。”

罗马尼亚胡内多拉阿省教育厅厅长
玛利亚曾经在 2015 年和 2018 年两次到
访中国，深入调研学习中国的教育体制
和管理理念。中国的教育体制和管理理
念给了她很深的触动。在她看来，中国
的教育管理理念和教育质量远高于其他
国家。她为此定下了目标，希望在未来
两到三年里，输送更多教师和学生去中
国学习。“从中国带回来的教学经验和理
念是我们最大的财富。”

身为教育厅厅长，玛利亚还有一个
更大的使命，那就是通过教育合作，带
动产业发展。她利用到中国学习的机
会，积极向中国企业发出邀请，希望中
国纺织企业和汽修配件企业能与胡内多

拉阿省的学校联合共建实验室，帮助罗
马尼亚培养技术工人。

与中国开展教育合作只是一个开
端。罗马尼亚对“一带一路”的期待，
远远不止于此。罗马尼亚中央政府特派
员法比乌斯说，目前，他们最想与中国
合作的是经济和农业领域。

在罗马尼亚胡内多拉阿省省长米尔
恰·鲍勃拉办公室写字台上摆放着英文
版《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上下册。米尔

恰·鲍勃拉说，中国的快速发展给了他
很大启示。他有一揽子合作计划，其中
包括修建省级公路、投资改造火电厂、
打造商业文化中心、引进中医药产业、
发展旅游、加强职业教育合作等。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深入人心，
中国与相关国家、地区的合作也不断走
向深入。亲身感受到“一带一路”带来
的变化，米尔恰·鲍勃拉期待中罗之间
的合作能够更加紧密高效，胡内多拉阿

省为此还专门制定了10年计划。其中，
交通、医疗、基础设施建设是合作重
点。“与中国合作，我们不是光嘴上说说
的。”

在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宁波“世贸
通”中东欧营销促进服务中心的城市展
示厅里，展出的是各式各样的自行车、
电动自行车。他们整合了国内自行车零
配件企业和其他国家的供应商资源，在
布加勒斯特设立了一家名为“环球欧罗
巴自行车”的组装工厂，通过遍布当地
的营销网络，线上线下一年销售了 7 万
辆至8 万辆自行车，公司还计划将自行
车 、 电 动 自 行 车 产 品 卖 到 欧 盟 各 个
国家。

除了自行车，宁波慈溪的小家电、
宁波鄞州的纺织品、宁波宁海的户外用
品等特色产品也正在通过“世贸通”海
外营销网络，从罗马尼亚走向欧洲市
场。最近，“世贸通”正在紧锣密鼓地
参与设立罗马尼亚宁波工业区调研工
作。

在分析了罗马尼亚区位优势和劳动
力优势之后，宁波“世贸通”公司副总
经理张劲松说，他非常看好罗马尼亚的
投资环境。“罗马尼亚整体人口、面积在
中东欧17个国家中仅次于波兰，劳动力
资源比较充足，工人工资在500欧元到
700欧元之间，相当于人民币4000元到
5500元，用工成本在欧盟区内属于最低
廉的几个国家。这里还拥有与中国和全
球各地通航的康斯坦察港，年吞吐量 1
亿吨，是黑海沿岸最大的港口。最近 4
年，罗马尼亚的经济增长率在欧盟区域
内名列前茅。”

从教育到文化 从产业到基建

罗马尼亚向中国发出合作邀约
本报记者 郁进东

图为建成的巴基斯坦PKM高速公路（苏库尔—木尔坦段）。 亢 舒供图

10 月 29 日，随着载有
18186票跨境包裹的北京至
莫斯科 K3 次国际列车从北
京站缓缓驶出，标志着全国
首条以国际快速客运列车为
运输工具的跨境电商零售出
口贸易线正式开通运行。截
至11月底，该跨境出口贸易
线 已 发 出 班 列 3 趟 ，商 品
108032票。

作为国际陆路运输新型
组织方式，中欧班列是目前中
国与“一带一路”相关国家和
地区联系最为紧密的路径，也
是推动“一带一路”建设落地
实施的成熟典范，被誉为丝绸
之路上的“钢铁驼队”。

中欧班列在取得快速发
展的同时，也出现了回程少、
货源窄等问题。对此，北京
海关在调研中发现，相较于
普通跨境铁路，快速铁路拥
有 3 倍的运输速度，运程耗
时短，较海运、空运有更为明
显的成本优势，在仓位、保
险、品类等方面也具有更强
的议价能力。不仅如此，快
速铁路运输具有定点、定线
路、定车次、定舱位、定时间、
定价格等特点，且适用产品
范围广泛，有望成为推动中
欧班列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突
破口之一。

“‘一带一路’快速铁路
跨境电商运输贸易线的开通
及其良好运行，将帮助北京
市跨境电商进出口摆脱对空运单一渠道依赖，直接拉动北
京市跨境电商进出口增长，并带动‘京欧铁路班列’贸易大
发展。”北京海关所属北京车站海关关长杨爱宏介绍。

北京海关所属北京车站海关查验科科长黄涛表示，
为促进该条贸易线建成运行，北京海关以量体裁衣式的
服务，探索形成了全国首个快速铁路业态适用的新型通
关作业模式。“北京站国际快速列车跨境电商出口业务开
通后，我们通过跨境电子商务统一版系统申报，将货物运
至北京站海关监管仓库，经快速通关后即可直接搭乘K3
国际列车运送出境。”北京昊运联合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
司报关负责人向经济日报记者表示，这种新模式极大地
节省了企业的运营成本，让企业得到了更多改革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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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杨阳腾报道：深圳海关日前对外发布
数据显示，今年前10个月，深圳市进出口总值2.39万亿
元，其中出口1.35万亿元，增长3.8%。对“一带一路”相
关国家和地区出口2698.1亿元，增长12.3%，占全市出口
总值比重由去年同期的18.4%提升至20%。

从贸易伙伴来看，前10个月深圳对欧盟、东盟进出
口增长态势良好。对东盟进出口 3541.2 亿元，增长
2.2%；对欧盟进出口2547.5亿元，增长15%；对“一带一
路”相关国家和地区出口快速增长，市场多元化取得了一
定成效。

从企业性质看，民营企业继续领军进出口，且领先优
势进一步加大。前10个月，深圳民营企业进出口1.37万
亿元，增长4.4%，占全市进出口总值达57.5%，同比提升
3.9%，较外商投资企业所占比重高出21.1个百分点。

深圳对“一带一路”相关国家出口涨12.3%

本报讯 记者陈博报道：“‘一带一路’下的东亚国家
法律服务新动态”研讨会日前在北京国际仲裁委员会举
行。各国与会者就法律服务在“一带一路”倡议构建、当
前国际经贸热点问题中的定位及发展前景等问题，开展
了务实深入的探讨。

研讨会上，各国律师代表先后围绕“反腐法律实践”
“东亚法律服务新发展”“国际贸易新发展及合规新动态”
“亚太地区国际争议解决最新动态”主题作了主旨发言，
并就当前中美、中欧经贸合作现状及相关法律合规问题
开展了交流讨论。

北京高文律师事务所合伙人管健表示，研讨会为中
外法学界人士提供了一个良好的交流平台。中国法律界
人士应本着勇于担当的精神，以澄清事实为己任，为中国
海外利益保驾护航。在当前复杂多变的国际经贸形势面
前，中国法律服务既要基于事实“明真相”，又要“敢斗
争”，责任十分重大。国际合作谈判是求同存异，互利共
赢的过程，不是“强买强卖”“指鹿为马”的单边赢利。

“一带一路”法律服务研讨会在北京举行

中国第十八批援助塞内加尔医疗队日前在塞南部城市
济金绍尔市两个基层村镇义诊，两场义诊共接诊七八百人
次，远超预期。图为义诊现场。 本报记者 宋 斌摄

中国援塞医疗队深入农村义诊

本版编辑 禹 洋

罗马尼亚客商在宁波“世贸通”中东欧营销促进服务中心城市展厅洽谈中国自行车
经销业务。 郁进东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