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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

本版编辑 徐 胥 原 洋

尽管新冠肺炎疫情席卷全球，但中国企
业“走出去”依然步履坚定。

作为共建“一带一路”的“排头兵”，中央
企业在基础设施建设、能源资源开发、国际产
能合作和装备制造合作等重点领域承担了一
大批具有示范带动性的重大项目和标志性工
程。面对疫情冲击，中央企业迎难而上，多措
并举，统筹做好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工作，推
动海外项目顺利开展，为服务“一带一路”建
设作出了积极贡献。

疫情防控做细做实

6月份，中建集团赴埃及疫情防控工作
组第二批医疗人员抵达埃及新首都CBD项
目，受到项目全体员工的热情欢迎。工作组
人员实施定期轮换，有利于进一步巩固海外
疫情防控成果。

今年以来，中建集团心系海外项目员工
健康，主动打好疫情防控仗，由10人组成的
工作组于当地时间3月18日下午飞抵埃及
首都开罗。随后，工作组和埃及分公司决定
对新首都CBD项目实施全封闭管理。工作
组成员也各自领了“军令状”，通过“一对一”

“点对点”“捆绑式”对接项目各标段，深入到
项目现场、办公区和生活区，对防疫措施查漏
补缺。工作组扎实的工作，给海外项目员工
吃了定心丸。中建埃及分公司属地员工艾哈
默德说：“他们经历了中国的抗疫历练，他们
的到来让我心里有了一种安全感。”

中建集团上述做法，是中央企业做好海
外战“疫”工作的一个缩影。在“一带一路”重
点建设地区，央企各项目部根据所在国疫情
情况，积极采购筹措防疫物资，强化防疫宣
传，引导全员科学防疫；系统地组织驻外员工
返岗；密切跟踪当地疫情发展，与中国大使馆
保持紧密联系，按照当地政府及使馆要求落
实好相关防疫举措，安全有序推进项目建设
和生产运营。

为加强对中央企业境外疫情防控工作指
导，国资委党委专门组建境外防控指导组，建
立7×24小时不间断值班制度，并先后印发
疫情防控指南、指引、应急保障预案等十几份
文件，推动中央企业抓实抓细抓好相关工作。

4月1日，国务院国资委党委书记、主任
郝鹏通过中央企业境外项目信息监测系统，
视频连线中国建筑埃及新首都项目、中交集
团肯尼亚蒙内铁路项目和中国电建卡西姆港

燃煤电站项目，详细了解企业集团境外疫
情防控工作、境外项目疫情防控措施等。
郝鹏表示，要精准施策，应对国内外疫情防
控新形势，及时完善企业境外疫情防控措
施和应对机制，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推进
海外项目顺利实施。加强对境外中央企业
干部职工的关心关爱，提供必要的防护指
导和物资保障，全力保护职工安全健康。

日前，中央企业远程医疗平台正式投
入运营，为央企“走出去”、更有效推进

“一带一路”建设保驾护航。作为中央企
业远程医疗平台的实施主体，深圳万海思
数字医疗有限公司由招商局集团、通用技
术集团、中国中铁、中国铁建、中交集
团、中国电建及红云融通七家单位共同出
资设立。

据悉，在国务院国资委统一部署下，在
平台各发起单位和国内顶尖医疗机构大力
支持下，平台建设加速推进，为多个中资企
业境外项目搭建了“数字高速公路”，高效
连接国内防疫专家与海外项目点，有力支
撑了海外项目疫情防控。平台筹备运营期
间，已累计为82家中央企业境外项目提供
了93次远程服务，共服务5284人次。目
前，中央企业远程医疗平台已开发完成了
员工健康监测、疫情预警、远程门诊、心理
辅导、防疫培训及指导等多项服务产品，初
步形成了监测、预警和诊治相结合的“三位
一体”综合能力。

“目前，中央企业境外疫情风险总体可
控。”国务院国资委秘书长彭华岗表示。

海外项目稳步推进

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同时，中央企业有
序开展境外项目建设，抓好生产经营工作，

以实际行动稳定产业链供应链，最大程度地
降低海外疫情带来的冲击，为推进“一带一
路”建设、助力全球经济回暖作出了贡献。

近日，中巴经济走廊首个大型轨道交通
项目——巴基斯坦拉合尔轨道交通橙线项目
顺利完成联调联试。

该项目由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和
中国兵器工业集团北方工业公司联合承建，
合同金额16.02亿美元。面对疫情考验,项
目现场149名中国员工和205名巴基斯坦员
工齐心协力，分阶段完成了车站设备系统联
调和功能验证。项目团队还通过在线办公、
网上招聘、远程培训等措施做到封城不停
工。目前，已完成400名当地学员远程理论
培训，并以封闭隔离的方式启动了180名当
地骨干学员现场实操培训。

巴基斯坦旁遮普省公共交通局运营总经
理欧泽尔表示：“我们对巴基斯坦第一条地铁
如期开通运营充满信心！”

总投资额16亿美元的亚洲最大湿法炼
铜矿山项目——缅甸蒙育瓦铜矿是“一带一
路”建设重大项目、中缅合作重点项目。面对
突如其来的疫情影响，中国兵器工业集团北
方工业万宝矿产公司实施网格化片区管理，
统筹协调辖区内疫情防控工作，建立项目公
司、厂部、片区三级督查体系，组建52个督查
组，开展日常防疫督查。精准有效的组合拳
确保了4998名中外籍员工“零感染”，实现了
矿山正常生产运营。2020年上半年生产阴
极铜9.5万吨，同比增长超20%。

“坚决按照中国有色集团要求，打赢疫情
防控阻击战，奋力冲刺全年经营目标！”中色迪
兹瓦员工在“七一”宣誓大会上发出了强音。

非洲大陆遭遇疫情，令今年初才开启商
业化生产的迪兹瓦矿业承受重压。但企业很
快稳住了阵脚，自3月24日零时实行封闭式

管理以来，根据中国有色集团“大封闭、小隔
离、同规则、同防控”原则，结合实际情况，迪
兹瓦矿业在紧抓疫情防控的同时，全力保障
稳产高产。经过拼搏，该公司阴极铜产量顺
利实现了时间过半任务过半目标，企业效益
实现逆势增长。

真金不怕火炼。今年以来，中央企业克
服疫情影响，进一步加大了“一带一路”相关
国家重大项目投资力度，上半年投资额同比
增长达25.3%。这些投资既有基础设施投
资，又有产业实业投资，还有技术合作类投
资。与此同时，中央企业凭借过硬的实力和
可信赖的形象，赢得多方认可，在国际市场上
连获大单。

5月中旬，中国电建—巴基斯坦边境工
程局（FWO）联营体签署了巴沙项目大坝标
施工总承包合同。合同金额折合人民币约为
195.056 亿元，其中中国电建占有 70%份
额。巴沙项目被称为巴基斯坦的“三峡工
程”，大坝坝高272米，建成后将是世界上最
高、最大碾压混凝土坝。

6月 26日，由中国电建所属电建国际
公司、电建市政公司和波兰INTERCOR公
司携手组成的联营体签署了波兰E75奇热
夫—比亚韦斯托克段铁路修复项目合同，
签约合同金额约10.5亿美元。该项目成功
签约，对中国电建在欧盟市场长期发展、推
动和深化“一带一路”倡议及属地化合作具
有重要意义。

近日，中国能源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也传
来捷报。该公司发布的公告显示，2020年
上半年新签合同额3054.91亿元，完成年度
新签合同额计划的 57.69%，同比增长
10.61%。其中，国际新签合同额折合人民
币 973.67 亿元，约占新签合同总额的
31.87%。

中央企业稳步推进海外项目
本报记者 周 雷

自今年3月初开始，塞内加尔新冠肺炎
疫情一直未得到有效遏制，特别是5月份和6
月份，在经济压力下逐步放宽防疫措施后引
发了部分地区疫情反弹。在此形势下，中铁
七局集团有限公司塞内加尔机械设备公司员
工边抗疫边工作，努力完成全年任务，取得了
良好业绩。

“在去年和前年分别销售各类设备490
台（套）和260台（套）基础上，截至今年7月
份，公司所获业绩已经大大超过往年同期水
平，完成销售价值2700多万美元的各类设备
304台（套）。”中铁七局塞内加尔机械设备公
司经理王海北表示，凭借严格的疫情防控管
理措施，全体员工砥砺前行，公司依然保持了
良好发展势头。

近几个月以来，同其他非洲国家一样，塞
内加尔疫情的加剧给中资企业经营带来极大
困难。王海北对此表示，疫情暴发后，公司坚
持“一手抓生产，一手抓防疫”，迅速成立了疫
情防控小组，制定、启动应急预案，将疫情防
控作为重大任务，动员组织在塞中方企业和

当地员工，构建严密的疫情防控线，同时充
分发挥企业优势，抓好生产经营工作。

截至目前，在疫情肆虐下该公司员工
依然坚守岗位，保质保量、按时为客户提供
优质服务。销售人员积极联系客户，促进
达成业务。面对疫情期间交通管制带来的
困难，维修人员不得不骑着摩托车奔波几

十公里为客户提供保障。在售后发运领域，
公司负责清关的人员面对当地“非正常工作
状态”，积极与相关政府部门和公司协商，盯
紧每一个发运步骤，按时将货物交付客户。

王海北说：“今年3月份和4月份期间，
公司需出口一批设备，在船期已定情况下，我
们仍有一些手续办不出来，而且货船公司负

责设备固定的人员也不在。为了保证货物能
够及时交付到客户手中，公司清关人员连续
半个月待在货船公司堆场上，与相关人员积
极沟通，最终确保了在船期内发货。”

目前，该公司与塞内加尔及周边国家保
持着密切的贸易往来，业务已覆盖马里、几内
亚、毛里塔尼亚、冈比亚等国。王海北称，公
司规模已经跻身塞内加尔同行业前三,公司
目前主要经销中国重汽、三一重工等大型机
械设备，同时附带销售长城润滑油、工程轮胎
等产品，并拥有相应的在塞独家代理权。

到目前为止，中铁七局集团有限公司塞
内加尔机械设备公司已先后为塞内加尔国家
轻轨铁路、天然气港口、高速公路等建设项目
提供了大量设备，业务在塞内加尔市场占有
率逐年攀升。“经过几年努力，我们取得了积
极进展，目前该地区当地客户对中国车辆设
备比较认可。”王海北称，公司每年营业额可
达3500万美元，为把中国品牌推向世界作出
了贡献。

随着非洲国家逐步放宽疫情管控措施，
“带疫复工”使得市场有了初步复苏。王海北
表示：“从整个重型机械设备市场来看，我们
今年仍然面临着非常严峻挑战，我们将拿出
更大勇气逆势前行。”

疫情之下逆势前行
——来自中铁七局塞内加尔机械设备公司一线纪实

本报驻达喀尔记者 宋 斌

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中央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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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复工复产工作，推动海外项目顺利开

展，为服务“一带一路”建设作出了积极

贡献。

图为巴基斯坦拉合尔轨道交通橙线项目日前顺利完成联调联试。 （本报记者 周 雷供图）

中铁七局集团有限公司塞内加尔机械设备公司展示部分设备。本报记者 宋 斌摄

本报比勒陀利亚电 记者田士达报道：日前，由中铁二十
局承建的安哥拉卡宾达供水工程顺利实现入户通水目标。

卡宾达供水工程是安哥拉目前在建最大的供水工程，包
含供水主管道、取水设施、水净化设施、储水池以及供水管网
等工程。供水管道安装覆盖卡宾达省92%的人口居住区域，
建成后60万安哥拉人民将直接受益。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中铁二十局参建员工积极克服施工
人员紧缺、材料设备购买渠道不畅等困难，内部紧急调配人
员、材料、设备等，确保工程正常推进。

此前安哥拉总统洛伦索在视察项目时，对卡宾达供水工
程的安全质量和工程进度表示满意，对施工过程中展现的“中
国速度”表示赞赏。

目前，卡宾达供水工程主体工程施工全部完成，总长近
200公里的管道全部实现通水调试，计划于今年年底竣工验
交，并正式投入使用。

中企承建安哥拉

最大供水工程入户通水

本报讯 记者梁桐报道：巴基斯坦国家经济理事会执行
委员会日前决定，同意开展一号干线铁路升级改造以及赫韦
利扬旱港建设，总计68亿美元的工程造价将由中巴两国分
摊，其中中方将向巴提供62亿美元长期优惠贷款。巴政府这
一决策标志着中巴经济走廊框架下规模最大且具有战略意义
的交通基础设施项目取得了实质性进展。

巴经济理事会执行委员会总结性文件指出，项目建设将
分三阶段执行。当前，巴基斯坦正执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纾困贷款协议，协议限制了巴在大型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开
支规模。受此影响，巴政府把在贷款协议期内开展的第一阶
段建设工程造价控制在24亿美元，此后陆续开展的第二、第
三阶段建设工程造价将分别为27亿美元和17亿美元。文件
还指出，全长2655公里的一号干线铁路经过此次升级改造
后，客运列车运行时速将从现有的65公里至110公里大幅提
升至165公里，通行能力也将从当前的每日单向34列增加至
每日单向171列。

为增加项目建设对巴本国经济的直接拉动作用，项目造
价中的41亿美元（约合6720亿卢比）将用于在巴本国采购材
料、设备和劳动力，另外价值27亿美元的机械设备将由外国
进口。另据报道，为配合一号干线铁路硬件升级，巴基斯坦总
理伊姆兰·汗于日前批准了对巴基斯坦铁路公司的改组方
案。按照该方案，将建立巴基斯坦铁路控股公司作为母公司。

中巴经济走廊

最大交通基建项目获批

本报讯 记者孙潜彤、通讯员刘大毅报道：连日来，在辽
宁沈阳集铁物流海关监管作业场，一个个集装箱被送入海
关监管区，装载至X8059次班列上，该班列将开往德国杜伊
斯堡。从7月初开始，沈阳地区开行中欧班列的频率已从两
天1列加快到每天1列。

今年上半年，沈阳地区共开行中欧班列150列，发运集装
箱12714标箱，分别增长61%和53.7%。

为充分释放中欧班列运能，沈阳海关从拓展监管场地卡
口功能入手，对配套监管设施实行了软硬件协同优化，进一步
理顺了监管链条。“我们将卡口识别功能由以车辆为单元变更
为以集装箱为单元，实现了多车核放及集装箱数据自动识
别。运输车辆进入卡口免去了反复写入装载数据过程，一整
列班列集装箱装载时间由以前8小时压缩至现在的3小时以
内，大大提升了企业货物的运转效率。”辽中海关副关长王振
科说。

据悉，今年上半年，沈阳地区中欧班列开通了俄罗斯依尼
亚东站始发经绥芬河口岸入境沈阳，以及沈阳直达俄罗斯别
雷拉斯特的两条新线路，进一步满足了企业进出口需求。

沈阳中欧班列开行

频率增至每日一列

本报讯 记者齐慧、通讯员崔永建 叶帅报道：由中铁十
六局集团参建的我国与越南互联互通国际通道防东铁路，日
前铺架完成石马2号双线大桥最后一榀重达720吨的箱梁。
至此，防东铁路建设进入全面攻坚阶段，为全线早日建成通车
创造了良好条件。

新建防城港至东兴铁路位于中越边境广西防城港市境
内，线路全长46.9公里，自防城港北站引出，途经西湾跨海大
桥后经江平镇至东兴国际站，全线共设防城港北站、江山半岛
预留车站、东兴国际站。设计速度200公里/小时，基础设施
预留250公里/小时条件。防东铁路是中国（广西）—东盟铁
路南通道重要组成部分。

中铁十六局集团防东铁路项目经理王军介绍，为了高标
准建设防东铁路，项目部配套推广桥梁桩基成孔检测仪、三维
影像扫描仪、多功能可视衬砌台车等28项先进工装工艺，用
于施工各工序有效监控。目前，防东铁路建设已完成隧道工
程50%、桥梁工程62%、路基工程51%，项目建设总体完成
45%，现在防东铁路已经全面进入攻坚阶段。

国际通道防东铁路

进入攻坚阶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