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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企投资逾 1000 亿美元 建经贸合作区 25 个

东盟成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
本报驻雅加达记者 卞晨光

协定升级版》于去年初开始全面实施，中国与东盟国家之间的经济融合无论在规模
上还是在质量上都已提升到了更高水平。

自贸区建设正式启动；2010 年 1 月 1
日，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全面建成；
2019 年 8 月份，中国—东盟自贸协定
的升级版议定书开始全面生效。
若论经济规模，中国—东盟自贸
区是继欧盟、美墨加自贸协定之后全
球第三大自由贸易区，GDP 总和现已
超过了 15 万亿美元。该项多边自贸
安排不仅顺应了经济全球化发展趋
势，也给区域内 20 亿亚洲人口带来了
巨大实惠，成为不同国家之间互利互
惠、合作共赢的典范。最新统计显示，
中国与东盟之间的贸易总额在 2019
年为 6416 亿美元，较 2002 年自贸区
开始启动时的 548 亿美元贸易额增长
了 11 倍多。毫无疑问，正是由于自贸
协定的签署与升级，大大降低了中国
与东盟各国间的关税，释放出了潜在
的比较优势，推动了贸易投资自由化

和便利化，才使得工商企业增强了对中国和
东盟间的经济合作预期与信心，从而拉动了
国家和地区间贸易额增长，带动了贸易投资
良性循环。
睦邻友好和互利合作是中国—东盟关系
的基石。在积极践行“一带一路”倡议方面，
中国与东盟一直拥有广泛的共识。2018 年
11 月中旬，
《中国—东盟战略伙伴关系 2030
年愿景》正式发布，制定了 2020 年时双向贸
易额达到 10000 亿美元、投资额达到 1500
亿美元的短期目标，并为中国与东盟未来关
系的发展描绘了一幅宏伟蓝图。借此东风，
中国与东盟逐步深化了战略对接，东盟所有
成员国均与中国签署了共建
“一带一路”
合作
文件。2019 年 11 月份，
“ 一带一路”倡议与
《东盟互联互通总体规划 2025》对接合作达
成一致，
进一步推动了中国与东盟之间陆上、
海上、天上、网上的互联互通网络建设步伐。
如今，
在
“一带一路”
倡议框架下，
中国与东盟

国家共同合作的大型项目已有中马“两国
双园”
、中缅油气管道、印尼雅万高铁、中老
铁路、中泰铁路以及中新互联互通项目
等。同时，还与东盟国家一道共同完成了
柬埔寨西哈努克港经济特区、泰中罗勇工
业园、越南龙江工业园等经贸园区建设，
这
些重要的经贸合作平台有力地推动了中国
企业集群式
“走出去”
与东盟国家开展国际
产能合作和装备制造合作。随着澜沧江—
湄公河次区域合作、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
中国—中南半岛经济走廊、泛北部湾经济
合作等项目建设不断推进，区域和次区域
合作也将成为中国—东盟合作的新亮点和
新增长点。
中国现已连续 10 年成为东盟第一大
贸易伙伴，中方企业在东盟的累计投资额
也已突破了 1000 亿美元，所建经贸合作区
达到了 25 个，为当地创造了十多万个工作
岗位。目前，中国与东盟正携手推进蓝色
经济伙伴关系，双方努力在海洋资源的可
持续利用上不断拓展，今年又是中国—东
盟数字经济合作年，随着中国与东盟国家
在电子商务、科技创新、5G 网络和智慧城
市等领域合作取得进展，相信彼此经济融
合将更为紧密，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
构建也将步步趋近。

“天津—胡志明”
集装箱航线开通
本报讯 记者武自然 商瑞报道：3 月
19 日，
“天津—胡志明”集装箱班轮新航线开
通。这是天津港集团今年开发的首条“21 世
纪海上丝绸之路”
新航线，至此天津港集装箱
航线达到 130 条，对外服务辐射的国际资源
配置枢纽作用进一步增强。
天津港地处渤海湾西端，是京津冀和
“三
北”
腹地的海上门户，也是
“一带一路”
重要海
陆交汇点。截至目前，天津港拥有“一带一
路”集装箱航线 46 条，2019 年天津港集装箱
吞吐量 1730 万标准箱中，来自“一带一路”
相
关国家和地区港口的货物占近五成。
新开通的这条集装箱班轮航线运输货物
种类包含天津进出口电子产品、河北出口药
品、山西出口肥料、越南进口水果等。天津银
龙集团有关负责人表示，天津港至越南胡志
明港的直航航线从每周 1 班改为每周 2 班
后，解决了直航运力不足问题，减少了货物在
港等待船舶的时间，企业可以节省 2 天的运
输时间，减少 5%的物流综合成本。

在万里之遥的塞尔维亚首都贝尔格莱德，有着一处中国人不会
忘记的地方：中国驻南斯拉夫联盟大使馆遗址。眼下，总部位于山
东济南的中建八局一公司正在这里打造一座代表和平与友谊的“中
国文化中心”。疫情当前，项目组在当地政府允许下坚持施工，并
全力做好防疫工作，在抗击疫情一线以“两手抓”贡献一份中国
力量。
塞尔维亚是
“一带一路”
沿线重要国家，
也是对华合作项目最多的欧
洲国家之一。据介绍，
由山东高速国际公司投资建设的塞尔维亚
“中国
文化中心”
项目建筑面积为3.2万平方米，
分为地上8层、
地下2层，
主要
包含中国文化中心、
驻塞使馆公寓区、
商务接待区、
商务办公区四个功能
区，
建筑主体已由塞尔维亚当地企业完成，
中建八局一公司正在精装。
据中建八局一公司“中国文化中心”项目经理唐瑜介绍，项目团
队已根据当地政府法规及中建相关要求，
制定了《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防控应急预案》，明确防疫要点、细化工作任务，并与当地分包商、业
主共享预案，形成防疫防控合力；通过与当地律师事务所合作，及时
了解当地法规情况；
及时关注新闻报道，
做好疫情风险研判与应对。
“目前，施工团队已储备 3300 只口罩、23 升消毒液、可满足一个
半月的生活物资，同时从国内及当地预订了 3.5 万只口罩。”唐瑜在
贝尔格莱德通过电话向记者介绍，目前防疫和生活物资供应充足。
唐瑜说，
项目正实行严格的人员进出管理和全员体温检测制度，
所有
人员每日测量 3 次体温。同时，项目还积极对接当地传染病医院，做
好应急方案；对办公区、生活区、施工现场每天 2 次消毒，对临时进场
车辆、人员严格执行登记、测体温、消毒工作。
为减少交叉感染概率，项目统一租用专门大巴用于接送工人上
下班，在施工现场还为中国工人设置专用移动厕所；设置三处隔离
点，
一处临时板房，
两处单独居民楼，
以满足防疫隔离要求，
使用前均
经过消毒；
严格执行领导带班和 24 小时值班制度。
疫情没有国界，人间自有真情。中建八局一公司正组织相关力
量，积极采购口罩、消杀用品等防疫物资发往塞尔维亚，保障项目
所需防疫物资，并对当地政府、居民提供公益援助。此外，项目也
在积极联系翻译机构，组织编写“双语”防疫宣传手册，将中国抗
疫经验和做法编入其中，为“塞铁”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彰显中
国企业海外担当。

中老昆万铁路玉磨段
首条万米长隧道贯通

3 月 19 日，
在天津港集装箱码头，
货车正向德翔克丽缇娜号货轮运送集装箱，
这也是
“天津—胡志明”
航线首个集装箱。
李四航摄

预计 3 月份开行量环比增长 38%

厦门中欧班列“加速”
本报记者 齐 慧 薛志伟 通讯员 李
3 月 12 日上午 9 时，装载着 50 组 40 英
尺集装箱的 X8098 次中欧班列从福建厦门
海沧站启程，
将于 15 天后抵达德国汉堡。
据了解，这趟中欧班列装载着日用品、服
装服饰、机械设备、电子产品、化工品等货物，
价值 400 万美元。今年以来，厦门已开行 54
列中欧班列，累计发送货物价值约 1.44 亿
美元。
从 2 月份开行 13 列，到 3 月份前 12 天已
开行 21 列，厦门中欧班列开行量进入“上升
通道”，预计 3 月份厦门将开行中欧班列 31
列，环比增长 38%，跑出一条引人注目的“加
速曲线”
。
据中国铁路南昌局消息，3 月份以来，福
建厦门始发的中欧班列开行数量已恢复到疫
情暴发前水平。预计 3 月份有望实现日均一
班，与 2019 年月平均量相比增长 50％。
中欧班列在疫情期间跑出
“加速曲线”
绝
非偶然。首先，这离不开多年的经营和市场
培育。厦门中欧班列开行 4 年多，已由原先
2 条固定开行线路拓展到厦门至莫斯科、德
国汉堡、杜伊斯堡、布达拉斯、阿拉木图 5 条
图定线路，开行密度由最初每 2 周 1 列，到
现 在 基 本 保 持 每 2 天 1 列 ，高 峰 时 1 天 3
列。班列辐射范围由最初的闽南、潮汕地
区，到珠三角及韩国、越南等国家和地区，
搭载货品也从塑料花、石材、鞋帽等日常化工
用品发展到装载机、汽车配件、3D 打印机、大
型挖掘机、电子产品等。2019 年，返程班列

项目防疫施工两不误
本报记者 王金虎 通讯员 魏圣曜

前两个月，东盟超越欧盟，成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随着《中国—东盟自贸

中国海关总署日前发布的数据显示，今
年前 2 个月，
东盟与中国间的货物贸易总值达
到 5941.1 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2％，在中国
外贸总值中所占比例上升为 14.4％。由此，
东盟超越欧盟，
成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
虽然说短期外贸统计数字不一定代表常
态，后续也有可能再次出现波动和调整，但这
一令人欣慰的数字却是中国—东盟联手推动
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必然结果，既属意料之外，
也在情理之中。随着《中国—东盟自贸协定
升级版》于去年初开始全面实施，
中国与东盟
国家之间的经济融合无论在规模上还是在质
量上都已提升到了更高水平。
纵观目前中国已经签署的 16 个自由贸
易协定，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签署的时间
最早，拥有的人口数量最大，覆盖的发展中国
家最多，同时也是首个实现了全面升级的自
贸区。早在 2000 年 10 月份，在第四次中国
—东盟领导人会议上，中国便提出了与东盟
建立自由贸易区的倡议。2002 年 11 月份，
《中国与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签署，

塞尔维亚“中国文化中心”

中国一重承制海外 QSP

莹

厦门中欧班列准点发车。
也陆续增加。
其次，离不开厦门独特的地理位置
优势。厦门地处闽南“金三角”核心地
带，拥有天然深水港，
是
“一带一路”
倡议
国际合作枢纽城市，港口与铁路紧密相
连。东亚与东南亚国家和地区的货物可
海运到厦门，
再通过厦门中欧中亚班列，
15 天抵达中亚、20 天内抵达欧洲，大大

本报讯 记者曹松、通讯员刘明川报道：日前，由中铁十二局集
团承建的中老昆（明）万（象）铁路玉磨段万和隧道顺利贯通，这是全
线贯通第一条万米以上的隧道，标志着中老昆万铁路建设取得重大
进展。
全长 17.44 公里的万和隧道，位于云南省玉溪市峨山县境内，是
全线重难点控制性工程。隧道最大埋深 586 米，最小埋深仅 5 米，加
之穿越 2 个大断层，Ⅳ、Ⅴ级围岩占比高达 88%，属于典型的软岩大
变形铁路隧道。
“特别是在高地应力和不良地质作用下，
初支钢拱架经常会被拧
成一个个‘麻花’，严重时甚至被拧断。”中铁十二局集团玉磨铁路项
目部经理李峰说，仅 2019 年 3 号斜井发生的连续大变形就达到了
520 米，最大变形量达 1.3 米，导致支护结构破坏，重新组织二次施工
后，
才顺利渡过难关。
“中老昆万铁路玉磨段共有隧道 93 条，桥梁 136 座，桥隧比高达
87.3%，建设难度极大。目前，全线已全面复工，每天有 2.2 万名建设
者在昼夜推进工程建设，特大桥和隧道已建设完成了八成以上。”中
国铁路昆明局集团滇南铁路建设指挥部副部长曾祥记说。
中老昆万铁路是“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首条以中方为主投
资建设、全线采用中国技术标准、使用中国设备并与中国铁路网直
接连通的国际铁路，线路全长 1000 余公里。建成通车后，云南省
昆明市至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景洪市仅需 3 个小时，至老挝万象有
望实现朝发夕至。

系各物资单位，科学制订中欧班列开行方
案，
开辟
“绿色通道”
，
对中欧班列实行优先
承运、优先装车、优先挂运，做到只要有需
求就开行，
确保班列货物应运尽运。同时，
加强铁路装卸作业组织，
做到快装快卸，
优
化场站箱区、箱位管理，
避免出现集装箱积
压和场站拥堵，确保中欧班列装运及时有
序，
积极助力复工复产。
不断上扬的数据背后，是各部门的共
同努力和配合。在铁路部门和海关部门、
厦门市政府通力合作下，
通过紧抓货源，
扩
大揽货范围，3 月份海沧站开行厦门中欧
班列有望实现日均一班、共 1303 车，较去
年同期增长了 50％，运送货物约 7.8 万吨，
月度发送货物价值或将突破 1 亿美元。截
至 3 月 19 日，海沧站中欧班列 2020 年已
开行 60 列，装运电子产品、服装服饰、石制
品、无纺布、塑胶制品等货物，货值约 2 亿
美元。近期，周边地区企业已逐步恢复生
庄建华摄
产，4 月份计划开行班列 35 列，海沧站中
欧班列开行数量在疫情期间呈现曲线增长
缩短物流时间。海沧站位于鹰厦线海沧支
态势，
部分返程班列也正在组织集结，
车站
线，
车站有两个货场，
同时承担着中欧班列
将全力组织装运，
做到快装、快卸、快运、快
的装运任务，
分别位于漳州台商投资区、厦
送，
助力中欧班列开行，
恢复发展。
门自贸区，
毗邻海沧大桥和厦漳大桥，
以其
厦门国际班列（中欧线）负责人陈鹭超
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在响应“一带一路” 说，厦门中欧班列经过 4 年多运行已进入
倡议中，实现了“丝路远帆”与“钢铁驼队” 常态化，途经 12 个国家、30 多个地区，通
在此交会。
过这种运输方式实现了
“海上丝绸之路”
和
再次，
疫情发生后，
漳州车务段主动联 “陆上丝绸之路”
的无缝对接。

薄板坯连铸连轧设备完成安装
本报讯 记者苏大鹏、通讯员王丽崯报道：近日，中国一重为意
大利达涅利集团提供的 QSP 薄板坯连铸连轧设备在越南和发集团
Dung Quat 钢铁厂完成现场安装。
据介绍，
该项目是继首钢京唐薄板坯连铸连轧生产线之后，
中国
一重与达涅利集团联合设计制造的第二条薄板坯连铸连轧生产线，
也是中国一重通过自身高端装备设计与制造优势，协助达涅利集团
中标的首条海外 QSP 薄板坯连铸连轧生产线，该生产线流程短、占
地面积小、节能降耗，
符合新发展理念。
项目生产期间，
中国一重多个国内国际大型项目同时运行，
排产
周期紧张，为满足客户高质量需求，中国一重克服诸多困难，积极配
合达涅利做好最终用户的来访和项目检查工作，完成生产组织和商
务协调等大量工作。尤其是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
中国一重设计、生
产、采购和营销部门克服重重障碍，
完成了后续设备发货。
达涅利集团是具有百年历史的钢铁工业设备制造商，作为世界
三大冶金设备制造商之一，达涅利集团的设计代表了钢铁工业设备
的发展趋势和最新理念。
此次中国一重承制的达涅利越南和发 QSP 薄板坯连铸连轧项
目，
是中国一重首次与达涅利集团合作出口的大型成套项目，
中国一
重为该项目成功交付所作出的努力得到了达涅利集团充分肯定，并
与中国一重再次签订了出口美国 JSW 宽厚板轧机项目和乌兹别克
斯坦 QSP 薄板坯连铸连轧项目的设备供货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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