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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

本版编辑 徐 胥 原 洋

日前，陕西跨境电商B2B出口试点业务正式启动，标志着陕西跨境电商迈入出口

业务全模式、简化申报秒通关新时代，这是西咸新区空港新城打造内陆改革开放高地、

助力“一带一路”建设的又一务实举措。

面对新冠肺炎疫情，中国和匈牙利相
互支援、携手抗疫，谱写了中匈友好合作的
历史新篇章，不仅有力地为中匈全面战略
伙伴关系增添了注脚，更精彩诠释了人类
命运共同体这一理念。

在疫情初期，匈政府第一时间向我国
伸出援手，捐赠急需医用口罩和防护服等
医疗物资，是第一批向我国提供援助的国
家之一。在匈牙利抗疫出现困难时，中国
政府和人民感同身受，给予鼎力支持，除直
接向匈方提供援助物资外，还尽可能满足
匈方在华采购物资需求，目前已有100多
架运输防疫物资的包机从中国抵达匈牙
利，确保匈牙利有充足物资应对疫情，架起
了被匈牙利称为抗疫物资保障通道的“空
中桥梁”。

人文交流因疫情而更厚重

疫情期间，一部中匈合作抗疫专题片
在匈牙利完成拍摄，并于5月25日和26日
分别在匈牙利ATV电视台两个频道播
出。匈牙利政府第一时间向中方提供防疫
物资，并且带动匈牙利各界积极支持中方
抗疫行动，以及在匈牙利出现疫情后中国
政府、中资公司、华人华侨、留学生向匈牙
利政府、医院和相关机构捐款捐物等故事，
都在片子中得到生动讲述。匈牙利媒体
BORS在报道专题片开播的消息时，称十
分感动，“中国人民正用同样的善举回报匈
牙利当时为中国提供的帮助，我们要说感
谢”。制片人黄琪英说：“这是一部因疫情
让友谊铸得更加牢固的纪录片，让我们明
白什么是风雨同舟、守望相助。”

同样在疫情期间，作为中华文化重要
符号之一的中医药，不但为匈牙利民众的
身体健康作出了独特贡献，还讲述了多个
中匈深厚友谊的故事。欧洲第一锅预防新
冠肺炎的中药是在匈牙利煮的。从2月
27日起，当地华人中医师就把熬煮中药的

大锅支在首都布达佩斯，一连煮了多天，免
费为当地民众以及华人提供增强免疫力的
汤药。匈牙利东方国药集团董事长陈震当
时说：“领中医药茶的人太多了，每天都排
大长队，不少匈牙利周边国家的华人专门
开车过来喝中药茶。不只有华人，还有很
多当地人，带着保温杯和保温壶，装中药茶
回家给家人喝。”此后，一批包括抗疫中药、
药茶、抗疫香囊等以中药产品为主的抗疫
特殊物资抵达匈牙利并受到欢迎。中药在
疫情这个特殊时期还起到了温暖和安定人
心的作用。

旅匈艺术家魏翔的艺术作品展是今年
匈牙利佩奇大学系列国际交流活动之一，
也是疫情期间举办的少数几个中匈文化活
动。在匈牙利进入国家紧急状态、学校停
课和展厅关闭的形势下，举办方把艺术展
搬到了网上，还做了近20篇的交流报道。

在展览结束时拍卖了作品，将筹集到的100
多万福林捐助给了佩奇大学门诊中心儿童
医院。

疫情期间中匈互帮互助的故事还有很
多。布达佩斯十五区政府还专门举办答谢活
动，感谢中方友城以及华人社区在合作抗疫
中的贡献。

中国文化中心成功注册

6月15日，中国文化中心在匈牙利成功
注册，标志着中国文化中心在法律上已经正
式成立。

2013年，中匈两国签署了《中华人民共
和国政府和匈牙利政府关于互设文化中心的
协定》，成立中国文化中心正式列入日程。
2016年12月份，原国家文化部与苏州市政
府签订了布达佩斯中国文化中心的共建协
议，属首个文化部与省辖市签约合作共建的
海外中国文化中心。2020年1月份，首批布
达佩斯中国文化中心工作人员到任，我国驻
匈使馆文教处带领文化中心工作人员克服疫
情困难，大力推动注册事宜，于2020年6月
中旬注册成功。

布达佩斯中国文化中心是中国政府在匈
牙利设立的官方文化机构，也是中国政府在
海外设立的第41个文化中心。

中国文化中心位于匈牙利首都布达佩
斯中心地带，紧邻使馆区和核心城市旅游
区，占地面积近5000平方米，主体为一栋五
层欧式建筑。中国文化中心主任金浩说：

“未来中心主要面向当地主流社会，以国际
化语言和当地公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大力弘
扬中华优秀文化，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
国声音，展示好国家形象。下一步，文化中
心将进入内部装修改造阶段，争取早日投入
揭牌运营。同时，我们已着手在线上推出文
化交流活动，第一个主题就是即将到来的中
秋节。”

“不容易，我们终于有了展示中华文化

的固定平台，中心将在整合国家和地方资
源优势的基础上，围绕国情宣介、文化活
动、人文对话、旅游推介、产业推广、教
学培训、信息服务七大职能定位，成为功
能多样、内容丰富的中华文化展示和体验
平台。今后我们还将统筹驻布达佩斯旅游
办事处，形成合力，共同打造中华文化海
外展示平台，进一步推动两国人文交流合
作，不断增进中匈两国人民相互理解、巩
固诚挚友谊。”我国驻匈牙利使馆文化教
育参赞王峥说。

学习中文热情不减

为鼓励更多匈牙利人学习中文，莫大
奇中学12年级优秀毕业生纳吉（中文名曾
如）在罗兰大学孔子学院举办的线上汉语
学习经验分享会上，介绍了她作为中文学
霸的学习方法。纳吉说：“每天坚持学习汉
语4小时，周末8小时。一篇中文课文的
听力要听10遍到15遍，光汉字本就写了
10多本。”纳吉还抓住尽可能多的机会与
汉语老师和中国朋友交流练习口语，半年
内就实现了从汉语水平考试4级到6级的
成功跳跃。

在匈牙利疫情得到控制的形势下，7
月12日，263名匈牙利考生走进在罗兰大
学孔子学院的考点，参加汉语水平考试和
汉语水平口语考试，其中参加汉语水平考
试的人数是近5年来最多的一次。

据统计，26岁以上匈牙利成年人参加
汉语考试人数占考试总人数的30%。罗
兰大学孔子学院中方院长李登贵说：“随着
中国经济的蓬勃发展，学好中文，到中国留
学，到中企就业成为越来越多海外中文学
习者的共识。疫情期间，我们的网课一直
在持续，既包括中学和大学的学分课程，也
有社会成人班的培训课程。我希望学习中
文的人越来越多，在中匈间架起更多的交
流桥梁。”

人文交流在抗疫中深化——

中匈精彩诠释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本报驻布达佩斯记者 翟朝辉

日前，满载陕西本土特色字画、唐妞玩
偶等文创产品的全货运飞机，从西安咸阳
国际机场起飞，通过西安—仁川全货运航
线飞往韩国仁川。此次航班搭载的两批货
物分别采用了跨境电商 B2B 出口业务

“9710”和“9810”模式成功申报通关出口，
其中“9810”模式为全省首单，标志着陕西
跨境电商B2B（企业对企业）出口试点业
务正式启动，陕西跨境电商迈入出口业务
全模式、简化申报秒通关新时代，这也是西
咸新区空港新城打造内陆改革开放高地、
助力“一带一路”建设的又一务实举措。

此前，跨境电商政策主要针对B2C
（企业对消费者）零售进出口方式。此次落
地的“9710”和“9810”是海关总署今年6
月份新增的针对跨境电商监管代码，其中

“9710”全称“跨境电子商务企业对企业直
接出口”，适用于跨境电商B2B直接出口
货物；“9810”全称“跨境电子商务出口海
外仓”，适用于跨境电商出口海外仓货物。

依托该模式，企业将充分发挥入区退税、缴
税优惠、申报简便、退货方便等业务优势，
降低物流成本，提高资金利用率及配送时
效，增强国际贸易竞争力。根据海关总署
8月13日发布的《海关总署关于扩大跨境
电子商务企业对企业出口监管试点的公
告》，西安海关作为第二批12个试点海关
之一，自 9月 1日起正式开展跨境电商
B2B出口监管试点业务。

“此次跨境电商B2B出口业务落地为
跨境电子商务出口提供了一个崭新通道，
很大程度上方便了中小型企业发展。”西安
咸阳机场海关副关长任艺表示：“同时，该
项业务落地将产生巨大带动作用，助力空
港新城外贸业态进一步丰富，航线、物流进
一步发展，有助于吸引周边地区跨境电商
企业向空港聚集。”

作为此次跨境电商B2B出口首单业务
申报企业，西咸新区空港新城大秦韵跨境电
商合伙企业总经理李鑫表示：“跨境电商
B2B出口业务快速落地，对企业扩大出口有
很大促进作用，这使我们更有信心把陕西商
品卖到‘一带一路’沿线更多地方。”

据了解，跨境电商特殊区域出口是指电
商企业先将整批商品按一般贸易报关进入海
关特殊监管区域，企业即可申报退税。对于
已入区退税商品，境外个人跨境网购后，电子
商务企业或其代理人、物流公司分别向海关
传输交易、收款、物流等电子信息，电子商务
企业或其代理人向海关提交清单办理申报手
续。海关验放出区离境后，电子商务企业定
期将已放行清单归并形成出口报关单，凭此
办理结汇手续。跨境电商企业采用该模式可
以享受入区即退税，提高资金利用率。通过

该模式出口的货物，还可以退回综保区重
新清理、维修和再销售，以节省仓储成本，
加快资金回笼。

“过去，出口货物离境才能退税，现在
货物进入综保区就可以申请退税，通关速
度大大加快。”陕西蜜袋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总经理王亮表示，该模式的成功运作，为企
业“全球销售”打通了绿色通道。

作为中国（西安）跨境电商综试区创新
示范先行区，空港新城积极探索、先行先
试，在全省率先实现首单跨境电商保税备
货（1210）业务，2019年全年货值及单量
均占全省跨境电商保税备货业务的70%，
为“买全球、卖全球”全方位对外开放提供
了全新助力。

空港新城党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韩
娜表示，此次跨境电商B2B出口及特殊区
域出口业务成功启动，有效填补了空港新
城跨境电商出口业务空白，也为陕西企业

“出海”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未来，空港
新城将结合空港临空产业发展优势,积极
构建内陆地区效率高、成本低、服务优的国
际贸易大通道，助力外贸企业“走出去”，为
全省外向型经济发展贡献力量。

首单试点业务启动——

陕西跨境电商B2B出口新模式落地
本报记者 张 毅

日前，支持香港全面参与和助力
“一带一路”建设联席会议第三次会议
在北京召开。作为落实《关于支持香
港全面参与和助力“一带一路”建设的
安排》的重要抓手，联席会议制度对进
一步密切香港与内地的联系，促进香
港与内地优势互补、共同发展，支持香
港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助力“一带一
路”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2017年12月份，国家发展改革委
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共同签署了

《关于支持香港全面参与和助力“一带
一路”建设的安排》，旨在贯彻习近平
主席在庆祝香港回归祖国 20 周年大
会暨特别行政区第五届政府就职典礼
时的重要讲话精神，落实党的十九大
的新要求、新部署。在各方共同努力
下，近 3 年来内地对香港开放不断扩
大，各项工作有序推进，金融与投资、
基础设施与航运服务、经贸交流与合
作等领域发展取得丰硕成果。

近一年来，香港经济虽经历了多
方面挑战，但在全面参与和助力“一带
一路”建设方面的成绩仍可圈可点，特
别是在协力抗疫推动“一带一路”民心
相通、进一步推动香港专业服务与内
地企业对接、提升“一带一路”政策沟
通交流及能力建设等方面成效十分显
著。值得一提的是，香港作为国际金
融中心，在应对复杂多变的内外部环
境下，仍难能可贵地保持了金融体系
平稳有序运行。

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给世界经
济发展带来巨大冲击。面对持续蔓延
的疫情，香港对于“一带一路”建设在
推进抗疫国际合作、稳定外资外贸基
本盘、维护产业链供应链平稳运行等
方面的重要作用，不仅有了更为深刻
的感受，也更加坚定了全面参与和助
力“一带一路”建设的信心。

当前，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
变局，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处于深刻调整之中，这一变革过程既充满
风险挑战也孕育着发展机遇。面对不断变化的新形势，内地与香
港应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通过协同发展“重点”、搭建合
作“支点”、疏通政策“堵点”，让香港在“一带一路”建设中释放出更
大能量。

在共识中科学谋划，在共建中更好发展。可以预见，中国经济
稳中向好、长期向好的基本面，将为香港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强大动
力和广阔空间，香港也有望继续发挥好“一国两制”的优势，不断提
升竞争力、拓展新空间，在助力“一带一路”建设和粤港澳大湾区发
展、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中有更大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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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陈力、通讯员左伟青报道：近日，从安徽合肥始
发开往俄罗斯沃罗滕斯克站的1289次中欧班列缓缓驶出二连浩
特铁路换装场。这是今年以来通过二连浩特铁路口岸出入境的第
1500列中欧班列，较去年提前了107天。

二连浩特铁路口岸是进出口中欧班列四个口岸之一，也是华
北、华东地区与欧洲直线距离最短的出境通道。随着新冠肺炎疫
情防控进入常态化，国内各行业加快复工复产，中欧班列开行数量
也大幅增长，途经二连浩特铁路口岸出入境的中欧班列也从3月
份日均2列增长到目前的每日7列。一直通过中欧班列做俄罗斯
进口木材贸易的郭振民回忆：“今年二三月份，我们木材进口一周
也走不了一列车。现在每周最少三列，已经超过了疫情前的
运量。”

为适应中欧班列运输需求，二连浩特铁路部门将部分散装货
位改造为可换装中欧班列集装箱的换装场，中欧班列换装和吞吐
能力提升了30%。随着7月份“数字口岸”系统投入使用，铁路与
海关进出口数据实现了网上共享，中欧班列通关效率显著提升。

二连浩特铁路口岸

中欧班列突破1500列

本报雅加达电 记者卞晨光报道：日前，雅万高铁全线1号、2
号、4号3个梁场先后开始持续架梁，标志着雅万高铁箱梁架设施
工全面展开，工程施工进入攻坚阶段。

雅万高铁全长142.3公里，共设有3个梁场，其中1号梁场位
于线路里程DK28处，占地面积约20公顷，由中国电建雅万高铁
项目部一分部承建，是全线最大梁场；2号梁场位于线路里程
DK59处，由中国电建雅万高铁项目部二分部承建；4号梁场位于
线路里程DK126处，由中国中铁雅万高铁项目部二分部承建，是
中国高铁“走出去”的首座海外“智慧梁场”，梁场全面实现了标准
化、机械化、工厂化、信息化建设。3个梁场顺利开架，为后续桥
面、无砟轨道施工奠定了坚实基础，是雅万高铁建设的重大进展。

为确保架梁顺利，印尼中国高铁合资公司、承包商联合体、监
理咨询联合体以及当地高速公路管理局等单位，对3个梁场作了
架梁前安全评估和架梁资料评估。各单位还组织开展了运送架梁
交通模拟演练，确保施工万无一失。

雅万高铁项目是中国高铁全系统、全要素、全生产链走出国门的
“第一单”，也是“一带一路”倡议的标志性工程。项目建成通车后，从
雅加达至万隆的时间将由现在的3个多小时缩短至40分钟左右。

雅万高铁全线箱梁

架设施工全面展开

图为布达佩斯中国文化中心大楼。 本报记者 翟朝辉摄

图为罗兰大学孔子学院汉语水平考试现场。 本报记者 翟朝辉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