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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

本版编辑 徐 胥 原 洋

中原龙浩航空首条串飞郑州、广州“双基地”国际货运航线成功开通，标志着一条以

郑州为中心，纵贯华南、华北至东北亚的航空货运通道打通，使郑州成为“贯南北、通中

西”的空运“十字枢纽”，郑州机场航运网络越织越密。

2018年11月份，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访问巴布亚新几内亚，两国政府签署了《中国
援巴布亚新几内亚菌草、旱稻技术项目》的换
文。2019年8月份，中国援巴新菌草、旱稻
技术项目正式启动，中国派出农业专家组前
来支持，相关示范、培训和推广等工作很快取
得了重要进展。

近日，巴布亚新几内亚东高地省省长彼
得·努姆率领省政府高级官员与中国援助巴
新菌草、旱稻技术项目组全体农业专家一起，
在该省亨加诺菲区菲尼图古村见证了一场别
开生面的捐赠活动。该村村民在喜获旱稻丰
收后，决定拿出1.2吨稻谷赠送给中国专家
组和东高地省政府，感谢专家组和省政府帮
助该村发展旱稻，希望中国专家用这些稻谷
作为稻种，帮助本省更快更好地发展旱稻
产业。

“金山一号”旱稻喜获丰收

当天，努姆在中国专家组陪同下，率领
省代理行政长官、省农业和自然资源委员会
主席、省运输及土木工程厅厅长、省自然资
源厅厅长，以及全省6个旱稻种植协会主席
来到活动现场，与菲尼图古村村民代表、旱
稻种植重点户代表、戈罗卡妇女菌草菇种植
协会代表及媒体代表等共200余人参加了
活动。

看到展台上摆放着一袋袋白花花的“金
山一号”旱稻大米，一盆盆香喷喷的旱稻米
饭，还有用中国菌草技术栽培的菌草菇做成
的菜肴，这些色香味俱全的食品一下提起了
来宾们的兴致。努姆拿起一袋大米，细致地

观看大米的颜色和形状，然后品尝旱稻米
饭和菌草菇菜肴。他激动地对大家说：“这
是我们东高地省自己生产的旱稻稻米，米
粒白净饱满，米饭清香甘甜，再配上我们东
高地省生产的菌草菇，味道美极了！”与会
代表们在品尝后均表示，旱稻米饭与他们
平常在超市购买的大米相比，更加香甜可
口，加上菌草菇，非常美味可口。

努姆和与会代表参观了堆叠在库房里
的300余袋旱稻，共有约15吨。这些稻谷
来自2个种植户和菲尼图古村。看着一袋
袋稻谷经过碾米机后，流出白花花的大米，
在场的人们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了旱稻项目
所取得的成果。努姆表示，东高地省在中
国农业专家组支持下，决定将旱稻和菌草
作为本省继咖啡产业之后重点发展的第二

和第三大农业产业。相信大家品尝、参观完
之后，一定更有信心发展旱稻和菌草产业。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

据东高地省自然资源厅厅长弗兰克介
绍，菲尼图古村是“中国援巴新菌草、旱稻技
术项目”亨加诺菲区的旱稻示范种植村。去
年9月份，中国农业专家到村庄开展旱稻技
术培训，通过理论普及，提供种子，现场指导
种植、施肥、除草等田间管理，以及收割、晾晒
和旱稻宿根稻二次栽培技术全过程培训，在
村民们的配合下，经过7个多月的努力，旱稻
项目在菲尼图古村推广取得成功。推广栽种
面积接近3公顷，共收割两次。第一次收获
稻米超过15吨，第二次收割预计可收10吨
以上，合计收获约25吨。自中国援巴新菌草
技术与旱稻技术项目在2019年8月份正式
启动以来，东高地省旱稻种植户已经超过
1000户，大部分种植户已经实现稻米自给，
并有部分剩余供应市场。

弗兰克说，中国专家组提供援助的菌草
菇种植户也已推广到200多户，许多菌草菇
农户在短短3个月内已有2000基纳至3000
基纳（约4000元至6000元人民币）的收入。
巴新为应对新冠肺炎疫情，进入国家紧急状
态，但中国专家组工作人员在遵守国家防疫
规定的同时，继续坚守工作岗位。他们指导
和协助稻农收割旱稻、为菌草菇种植户提供
菌袋和技术指导，保证项目示范基地的正常
运转和生产。弗兰克对中国专家组全体专家
的敬业精神予以高度赞扬和敬意。

菲尼图古村长托尼代表村民发言时说，
菲尼图古村在中国专家帮助下，旱稻栽培从
无到有，通过劳动获得了丰厚的收获，村民们
都非常高兴。20世纪90年代末，菲尼图古
村曾陷入长期部落纷争，导致近百人死伤。

中国农业专家前来协助种植旱稻，让大家看
到经济发展希望，促使大家放下纷争，一起种
植旱稻，是旱稻种植给村子带来了和平。全
村村民衷心感谢中国政府和东高地省政府，
感谢中国专家和工作人员。“我们相信，只要
好好地利用中国的旱稻技术，再加上辛勤劳
动，就一定会有美好的未来。”托尼说。

带动更多当地民众参与

托尼表示，为表达对中国专家组和东高
地省政府的感谢，全体村民经过讨论，一致同
意捐赠1.2吨旱稻种子给省政府和中国专家
组，作为本省下一个栽培季节的推广用种。
努姆和中国专家组组长林应兴共同接受了稻
种捐赠证书。

林应兴表示，中国专家组将与东高地省
资源厅的同事们一道，把捐赠的种子用好，在
下个栽培季节分发给当地有需要的稻农，并
对他们开展培训和指导，让他们也和菲尼图
古村一样获得好的收成。捐赠的种子预计可
种植35公顷土地，可收获210吨稻谷。菲尼
图古村村民的捐赠善举很有意义，将促进旱
稻产业在东高地省更多地区推广和更快
发展。

努姆感谢中国政府和福建省政府的帮
助，让东高地省农户增强种植旱稻致富的希
望和信心，同时感谢中国福建农林大学林占
熺教授发明的旱稻宿根栽培技术，这种旱稻
可以连续收割，产量高，非常适合巴新。

他表示，东高地省政府将在中国专家组
帮助下，继续扩大旱稻种植面积，让更多农户
参与进来。省政府已注册一家企业负责稻谷
收购、加工、包装和销售，以推动本省旱稻产
业发展。他期待着东高地省完全实现稻米自
给，甚至出口稻米的那一天早日到来。

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中国驻巴新使馆经商处参赞刘林林表
示，这是一个精耕细作、扎实成功的援外项
目，属于“现在完成进行时”。该项目已经显
示出多重成效，一是开始解决当地的粮食安
全问题，并催化产业链建立；二是有效促进解
决部落间长久的纷争；三是促使东高地省政
府作出重要决策，将旱稻和菌草确定为本省
农业领域第二、第三大发展产业；四是巴新中
央政府决定，对菌草技术和旱稻宿根栽培技
术发明人、福建农林大学林占熺教授给予国
家表彰。

巴新国会议员贝尼·艾伦对刘林林表示：
“感谢中国政府，感谢中国农业专家组，给巴
新送来了这么好的项目！巴新每年都要从国
外进口大量大米。我鼓励大家种植旱稻，为
促进国家粮食安全作出贡献！”

可以说，中国菌草和旱稻项目在东高地
省的成功实施，是中国和巴新共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的生动写照。

“一带一路”项目开花结果

中国技术助巴新农民致富
本报记者 李学华

6月9日上午，一架来自广州白云机场的
波音737货机在郑州机场降落，紧张有序装
卸货后，随即起飞前往韩国首尔仁川机场；当
天下午，从首尔起飞，以同样线路返航广州。

这一“来回”具有特殊意义，不仅意味着
中原龙浩航空有限公司（简称中原龙浩航空）
首条串飞郑州、广州“双基地”国际货运航线
成功开通，而且标志着一条以郑州为中心，纵
贯华南、华北至东北亚的航空货运通道打通，
与卢森堡货航“串欧美”的东西向航空通道交
汇，使郑州成为“贯南北、通中西”的空运“十
字枢纽”，郑州机场航运网络越织越密。

河南首家基地全货运航空公司——中原
龙浩航空，以这条特殊航线开通为其成立一
年的“应考”交出了圆满答卷。

2019年6月14日，河南航投重组成立中
原龙浩航空，确立了郑州、广州“双基地”共
同发展的运营模式。一年来，围绕推动郑州
航空枢纽建设目标，中原龙浩航空积极开通
航线，便捷中西部内陆腹地与华南开放前沿
货物往来，“双基地”互补互促，活力充分显
现。一年来，中原龙浩航空在郑州机场先后
开通了郑州—大阪、郑州—河内、郑州—杭
州、郑州—济南—大阪、郑州—合肥—河内、
广州—郑州—首尔等6条航线。辐射华南的

广东、福建，华东的浙江、山东等13个省份
15座城市，并延伸至东北亚的大阪、首尔
和东南亚的河内，网络覆盖范围越来
越广。

2019年6月份，中原龙浩航空成功将
1500只食蟹猴从柬埔寨金边运送至海口，
圆满完成了首次活体动物包机业务，积累
了特种国际货物运输经验。新冠肺炎疫情
期间，中原龙浩航空坚守社会责任，坚持不
断航，紧急向武汉运送医疗物资；迅速恢复
国内外航线，支持企业复工复产，基地航空
对郑州枢纽的保障作用日益彰显。

“在既有网络的基础上，开通首尔航
线，我们距离与卢森堡货航‘空空中转’的
目标越来越近了。”中原龙浩航空董事长郭
建业介绍说，首尔航线实现了南北纵向覆
盖，以广州为支点辐射东南亚、以郑州为中
心辐射东北亚，郑州与广州之间以专线快
速通联，这样“国内+国际”中近程的网络
布局，是卢森堡货航远程航线网络的有力
补充。

“从航权、网络结构来看，卢森堡货航
在郑州机场以东西方向长距离洲际航线为
主，对我国其他干支线机场覆盖不足。”郭建
业说，卢森堡货航的货物到郑州后中转主要
依靠卡车航班或客机腹舱，时效性、安全性
都远不及全货机。要实现“空空中转”，提高
郑州—卢森堡“空中丝绸之路”运转效率，必
要的前提就是形成以郑州为中心、覆盖中国
内陆及环太平洋的货运航线网络。

“这是我们重组成立本土基地货运航空
公司的重要使命之一。”郭建业介绍说。中原
龙浩航空作为河南首家本土基地货航，将坚
持以郑州机场为主运营基地，不断加密航线
网络，全力支持郑州—卢森堡“空中丝绸之
路”建设。

据了解，随着首尔航线的开通，中原龙浩
航空与卢森堡货航正在对接联程联运，在现
有洲际远程航线和区域中近程航线基础上，
开发“空空中转”等产品。届时，以郑州机场
为枢纽，卢森堡货航的货物将以“一单到底”
模式中转至华南、东南亚和东北亚等地区，中

原龙浩航空的货物则可以搭乘卢森堡货航飞
往世界各地，双方货物的货源和目的地都将
大大扩充。

据悉，首尔航线的另一特色在于邮政合
作。中原龙浩航空紧扣电商发展趋势，密切
与各方邮政合作，开发长期稳定的货运市
场。目前，该航线承运的主要为邮政货物，包
括大量快件包裹、电子产品和电商货物等。

一方面，航空邮政口岸建设离不开运力
支撑。郑州正在积极探索建设航空邮政进口
口岸，中原龙浩航空首尔航线的开通，与口岸
建设的要求不谋而合，双方互促互助。另一
方面，稳定的邮件货源，为郑州机场蓄积了货
邮增量。国家邮政局报告显示，2019年我国
快递业务量完成 635.2 亿件，同比增长
25.3%；其中国际、港澳台快递业务量完成
14.4亿件，同比增长29.9%。国际和国内高
效快递运输服务需求，为航空货运企业创造
了新的“风口”。中原龙浩航空与邮政“国家
队”紧密合作，有效增强了自身造血功能，为

“空中丝绸之路”带来了新的活力。
“无论是入股卢森堡货航，还是重组成立

中原龙浩航空，我们的目标始终是打造郑州
航空货运枢纽。首尔航线的开通，为中原龙
浩航空与卢森堡货航有效衔接提供了保障。”
河南航投党委书记、董事长张明超表示，下一
步河南航投将充分发挥双货航优势，加大运
力投入，织密“空中丝绸之路”航线网络，不断
提升郑州航空枢纽地位。

串飞“双基地”织密枢纽网

中原龙浩航空给力“空中丝路”建设
本报记者 夏先清 通讯员 张楠华

菲尼图古村村民用中国援助的简单实用打谷机脱粒。 （中国专家组供图）

努姆省长（穿黑西服者）品尝旱稻米饭和菌草菇菜肴。 （中国专家组供图）

本报讯 记者齐慧 通讯员李子报道：当地时间6月8
日、9日，在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中国铁建国际集团承建的库
勒珀立交桥、阿利玛总医院两大项目启用，特多总理基思·罗
利连续两天出席启用仪式，对中国企业克服疫情影响、顺利完
成项目表示赞誉和感谢。

阿利玛医院项目于2015年6月份开始施工，是中国铁建
首个集设计、施工、设备采购和培训为一体的医院工程，建成
后将成为该国规模最大、设备最先进的医院之一。

经过近5年的建设，到2020年3月份，项目即将建成交
付，与此同时，特多新冠肺炎疫情形势开始严峻起来，全国施
行“居家令”。3月17日，铁建国际接到阿利玛医院项目业主
请求，希望尽快交付100张床位、2间手术室、重症监护室、消
毒中心以及包括透析设备在内的病房床位和设备。这意味着
要在10天内将一所即将竣工交付的普通医院改建成专业的
传染病医院。

在特多全国歇业停工的特殊时期，铁建国际承担起了“战
时任务”，他们克服人员组织和设备材料运输效率低等困难，
先后投入150余人，累计加班上万工时，保证了应急病房及设
备如期交付。基思·罗利在考察该医院应急防疫设施后，在社
交媒体上发帖表示：“阿利玛医院项目为特多人民提供了最高
级别的防护！”

中国驻特多大使宋昱旻在出席仪式时表示，相信该项目
将为特多抗击疫情作出贡献，期待中特合作不断深化，为共建

“一带一路”结出更多硕果。
“对中国铁建实施团队的付出和专业表示由衷感谢！”在

库勒珀立交桥项目移交仪式上，基思·罗利也表达了对中国铁
建国际集团的高度赞誉，并表示项目完全满足规划目标和设
计标准，项目快速、高效实施，使得国家基础设施向民众期盼
的方向迈进。

该项目于2017年10月份签约，2019年初正式开工，位
于特多首都西班牙港市东部，是中国企业在特多首个立交桥
项目。项目团队先后克服设计标准差异、交叉施工作业、主体
钢结构高效落实等系列困难；疫情期间，采取营地封闭管理、
体温检测、全员佩戴口罩、施工队伍分区管理等防疫措施，最
终顺利实现通车，成为特多建设速度最快的大型基础设施
项目。

中企承建两大项目启用

本报讯 记者顾阳报道：日前，在南京海关所属连云港海
关监管下，两列满载着二手汽车、家居建材等货物的班列从中
哈物流基地鸣笛发出，分别开往蒙古国乌兰巴托市、乌兹别克
斯坦塔什干，标志着“日本—中国（连云港）—蒙古”整列中铁
箱铁海快线班列顺利首发。

“铁海快线”是中铁集装箱公司打造铁路海运无缝连接，
服务“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品牌，通过固定路径、固定
班期、固定发到时间，实现铁路班列和海运班轮高效无缝衔
接，打通全程物流服务链条，具有精确货物发到时间、网络覆
盖遍布全球、铁海信息高度共享、运输过程动态掌握、一站式
无忧服务等特点。

作为新亚欧陆海联运通道运输便利化重要举措之一，“铁
海快线”实现了自贸试验区制度创新优势与国际班列便利化
需求的有效衔接。这也是继霍尔果斯、阿拉山口、喀什三个口
岸之后，连云港又新增“二连浩特”这一跨境运输通道，陆海联
运通道建设迈上新台阶。

“通过集中前置理货、海关、铁路各环节手续，加上海事部
门为进出港船舶开辟‘绿色通道’，确保快速、高效通关，过境
效率提升了75%。”连云港中哈国际物流有限公司总经理刘
斌介绍，首列中铁箱铁海快线班列采用了“船车直取”“零等
待”创新模式后，较原有运输模式可缩短用时2天至4天。根
据计划，该班列开行频次初期为每周一班，后续将加密为每周
两班。

在推动“铁海快线”开行过程中，连云港海关紧扣中国（江
苏）自贸试验区政策框架，采取的“保税+出口”货物集装箱混
拼新模式、过境集装箱“船车直取”“零等待”模式、哈萨克斯坦
过境小麦监管模式等，成为促进陆海联运通道运输便利化的
创新案例。

据悉，“保税+出口”货物集装箱混拼业务模式，解决
了原中欧班列境内保税转出口货物与国内一般贸易出口货物
不能混拼发运的问题，满足了货主对小额商品通过铁路班列
出口中亚及欧洲等地区的迫切需求，进一步拓展了连云港中
哈物流基地保税仓储业务的功能，开辟了新的业务渠道，提
升了中欧班列运行效率，为国际班列常态化运行强化了货源
支撑。

过境集装箱“船车直取”“零等待”模式建立在海关过
境监管作业流程优化基础之上，将货物抵港后的快速分流前
置于过境放行之前，大大提高企业从申报到装车放行发运的
效率。

“日—中—蒙”整列

铁海快线班列首发

“日本—中国（连云港）—蒙古”整列中铁箱铁海快线班列
从江苏连云港中哈物流基地顺利首发。

王健民摄（中经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