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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

中国新加坡两国建交30年来，政治互信
日益增强，经济合作卓有成效，人文交往领域
广阔，教育交流成果丰硕。中国至今已派遣
数以万计的公务员、企事业单位管理人员、各
类专业人员赴新加坡培训学习。目前，中国
约有4万名学生在新加坡留学，新加坡约有
4000名学生在中国留学。

新冠肺炎疫情导致许多学生无法选择赴
美国、英国等疫情严重的国家留学。美国近
来对中国留学生的歧视和限制举措增多。新
加坡作为东西方文化交会地，拥有世界公认
的优质教育资源。中国经济和教育等蓬勃发
展，传统文化底蕴深厚，吸引力日益提升。特
别是中新两国各自成功控制住疫情，学习生
活环境相对安全，更使中新两国学生互选对
方国家留学渐趋热门。

秋季到来，美欧国家疫情防控形势愈加
严峻，使得不少外国留学生望而却步。加
之，美国政府在疫情中的签证政策不断收
紧，使欲赴美欧国家留学的学生无所适从。
美国国土安全部日前提出了针对留学生所持
非移民签证的修改意见，使得国际学生与访
问学者最长只能在美国停留4年。这无疑给

原计划赴美欧留学的学生增添了诸多
变数。

目前，中新两国在平等互利、富有成果
的经济合作基础上，迫切需要通过教育合
作助力各自经济发展。新加坡作为中国

“一带一路”重要支点国家以及中国第一大
新增外来投资来源国，对中国加强与东盟
国家乃至世界的交流和合作具有重要意
义。中国是新加坡第一大贸易伙伴、第一
大出口市场和第一大进口来源国。两国各
领域合作交流日益广泛而深入，亟需培育
更多了解和熟悉对方国家情况的优秀人
才，从而在新的起点上推动两国全方位合
作更上一层楼。

当前，中新两国名列世界前茅的优质
教育资源吸引着学生选择到对方国家留
学。《泰晤士高等教育特辑》9月份公布的
全球大学排行榜显示，中国和新加坡的顶
尖学府大都维持或提高了国际排名。其
中，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分列亚洲第一位

和第二位；新加坡国立大学蝉联亚洲第三位，
南洋理工大学排名第六位。两国高校教育水
平日益提高，让两国学生对选择去对方国家
留学更有信心。

两国学生互相选择对方国家留学也有民
意基础。新加坡政府、高校、社团等均设立了
奖学金。包括新加坡教育部在内，新加坡多
个政府部门近日陆续颁发奖学金，鼓励学生
深造。其中一些获得奖学金的高才生，主动
提出愿到中国留学。今年荣获新加坡教育部

“教学奖学金”的一名学生表示，他自小在讲
中文的家庭长大，从小奠定了中英双语基础，
如今立志成为中文教师，希望接下来尽快赴
北京大学求学。

长期致力于加强中新两国教育和文化等
交流的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积极为新
加坡政府培养“中国通”人才，鼓励和资助新
加坡优秀学生赴中国留学。过去10年来，每
年通过会馆申请赴中国留学奖学金的学生资
质不断提高，今年会馆共收到 16 份合格申

请，其中5人近日获颁奖学金，将赴北京大学
和清华大学等高校攻读本科学位。

为了满足中国学生和企业管理人员的需
求，新加坡高校不断推出新举措。在新加坡
国立大学和南洋理工大学，近期推出了全中
文的管理经济学，以及高层企业主管硕士学
位课程，吸引了大批中国学员到狮城的大学
学习。

全球排名前2%的詹姆斯库克大学新加
坡校区发言人表示，近期也接到不少来自中
国学生的咨询，他们有意到新加坡留学。为
吸引中国优秀学生到詹姆斯库克大学新加坡
校区学习，该校除设置传统奖学金外，今年还
特意增设了10个“最美逆行者奖学金”名额，
以向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辛勤付出的医护
人员家庭致敬。詹姆斯库克大学新加坡校区
发言人表示，学校教职工虽然不能与医护人
员在一线并肩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但可通过
此种形式向医护人员表达一份敬意。

显然，当前中国科技和教育水平蒸蒸日
上，作为全球金融中心和交通枢纽的新加坡
也一直主张多元文化并存融合，努力打造优
良法治管理环境，加之两国新冠肺炎疫情得
到有效控制，双方于6月份率先开通人员往
来的“快捷通道”，这些有利因素都将吸引更
多优秀学生到对方国家学习，两国学生互选
对方国家留学渐趋热门。

中新学生互选对方国家留学渐趋热门
□ 蔡本田

一湾绿水，万顷碧波，美丽的波斯湾北起
阿拉伯河河口，南至霍尔木兹海峡，似一条绿
色丝带，镶嵌在中东这片黄色板块上。美丽
岛国巴林王国，犹如一笔绚丽浓墨，勾勒在波
斯湾这条绿色丝带上。

2018年10月31日，山东电力建设第三
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东电建三公司）顺
利签约巴林阿杜二期1540MW燃机电站项
目EPC合同，正式进入巴林建筑市场。该项
目既是“一带一路”上的明星项目，也是巴林

“2030年经济发展愿景”战略规划重点项目，
机组容量占巴林全国总量的25%，建成后不
仅能为巴林提供源源不断的电力能源，还能
满足日益增长的用水需求，对促进当地经济
发展和改善民生有着重要意义，受到巴林王
室、巴林水电部、中国驻巴林使馆和项目投资
方的高度关注。

出征巴林，耕耘“一带一路”

海风呼啸，浪花奔涌，时间回溯到2018
年。作为多方重点战略项目，山东电建三公
司高度重视并立即成立项目执行团队，敢打
硬仗、能打胜仗的“铁军”战士拉开了出征巴
林的序幕。

本着只争朝夕的精神，巴林阿杜二期电
站建设大步向前。在施工现场，机器设备轰
鸣，演绎着紧张激烈的建设交响曲，钢筋混凝
土碰撞交融，铺开一幅刚柔并济、大干热干的
施工画卷。在21个月的紧张施工中，曾经的
黄土地已然成为过去式，配电楼、燃机房、集
控楼等建筑拔地而起，并肩而立，燃机、发电

机、主变压器、厂用变压器等设备均顺利就
位。此外，生活区、办公区等基础设施一应
俱全，项目建设队伍也从当初的寥寥数人
扩大到如今的千人团队。

迎难克险，彰显“铁军”风范

巴林阿杜二期项目团队充分发挥“主
动、担当、执着”的工作作风，逢山开路，遇
水架桥，保障项目建设平稳推进。

巴林桥梁道路交错纵横，且由于桥梁
自身承重能力有限，难以满足项目大件运
输要求，必须在项目附近选择一个驳船码
头作为转运点，利用驳船海运方式避开这
个桥梁路段，然后再通过陆路运抵项目
部。经过调研，项目附近唯一符合驳船条
件的商业码头被当地两家物流运输公司以
长期租赁协议垄断，距离项目最近的旅游
码头不具备相关运输资质，经项目部多方
努力后谈判仍无果。如何啃下商业码头这
块“硬骨头”，成为摆在项目部面前的首要
难题。

“燃机必须按时就位！”立即行动、全力
出击，项目团队立刻组建工作小组，统一思
想、坚定信念，与码头运营商谈判，晓之以

理，动之以情，经过一周坚持不懈地执着努
力，最终以理想价格和对我方有利的条款顺
利签订租赁合同，并迅速取得相关许可，保障
了项目首次大件运输工作顺利推进，也为后
续大件设备运输工作顺利展开铺平了道路。

船到中流浪更急，人到半山路更陡。海
运任务这关刚闯过，陆路运输又迎来新挑战，
要在两天内完成许可办理并运抵到位，在运
输公司负责人看来，这是一项根本不可能完
成的任务，摇头直呼“Impossible”（不可
能）。事实上，也确实困难重重。在巴林，陆
运大件需办理夜间道路运输许可，并由警察
专门封路护送。项目既定运输日为周末，车
流量较大，政府部门原则上不会签发道路运
输许可，警察也不会在周末从事护送和封路
工作，若选择白天运输，虽不用办理特别许
可，但根据政府要求，要把四纵列车型的轴线
车拆装成两个两纵列才可上路，仅是拆装轴
线车就需1天时间，更别提要完成装运抵达
等后续工作。

“变不可能为可能！”巴林阿杜二期项目
部不等不靠，果断出击，兵分三路，一是协同
业主方与交通部洽谈，尽可能完成道路运输
许可办理；二是项目专业人员协助运输公司
将四纵列轴线车拆分成两个两纵列轴线车；

三是项目专人与巴林警方取得联系，争取警
方协助。在多方协同配合攻坚下，三条“战
线”相继传来好消息，政府相关部门最终同
意运输申请，特批道路管制时间，为燃机顺
利运抵项目提供了有力保障。

业主导向，打造精品工程

岁末年初，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多点暴
发，此时的项目正值安装调试关键期。受疫
情影响，巴林地区签证停办，多条航线取消，
原定调试人员和厂代人员无法按期入场，外
部疫情肆虐、局势不明，内部工期紧张、人员
不足，值此内忧外患之际，整个项目执行一
度受阻。

项目执行团队奋力攻坚克难，一手抓防
疫，一手保施工，划分重点任务项，组建任务
工作组，打破专业壁垒，集中各专业主要资
源，全力保障项目建设正常推进。

受多方因素影响，取水系统、空压机系
统、旁路挡板系统等部分重要厂代人员无法
按时到场，项目部采取远程调试方式，提前
策划部署各项调试作业，积极克服时差难
题，安排人员积极配合厂代人员开展远程调
试作业，加班加点，争分夺秒，顺利实现DCS
送电、取水系统投用等多个工程一次性成
功，圆满完成了ECOD1 72小时单循环及
性能试验。

山东电建三公司坚持业主导向，聚焦业
主需求，明确业主关切点，通过凝聚力量，创
造价值，成就客户愿望，最终收获业主的肯
定与赞扬，塑造了中国企业的良好形象。

山东电建三公司耕耘巴林建筑市场——

做“一带一路”上的精品工程
本报记者 刘 成 通讯员 杨璐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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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布达佩斯电 记者
翟朝辉报道：世界处于大变
局中，后疫情时代欧亚大陆
如何进一步加强合作，通过
数字化和绿色金融实现可持
续发展？在日前举行的第二
届布达佩斯欧亚论坛上，与
会者作了专门研讨。本届论
坛由匈牙利国家银行采用线
上方式主办，来自匈牙利、中
国、韩国、新加坡、土耳其等
国的政府官员、银行和金融
专家、学者以及国际机构等
展开了热烈讨论。

匈牙利国家银行 （央
行） 行长毛托尔奇表示，
2020 年是前所未有的一
年，新冠肺炎疫情对世界政
治和社会的方方面面产生深
刻影响，但同时也推动了欧
亚大陆朝进一步加强团结与
合作的方向前进。在这一过
程中，中国一直在提供支
持。可持续性发展议题是重
要的全球性目标，应该超越
国家，在专业的国际平台上
共同解决。

本届论坛呼吁欧亚国家
和地区更为紧密地团结起
来，推动进一步开放。与会
者认为，合作对于应对当前
挑战和确保经济可持续发展
至关重要，欧亚地区具有巨
大潜力，有望成为21世纪世
界多极秩序中的重要增长点
和创新中心。中国政府欧洲
事务特别代表吴红波表示，
保护主义、单边主义、霸凌行
为横行，逆全球化思维暗流涌动，国际秩序遭受巨大冲击，国
际贸易和投资活动持续低迷。亚欧作为世界人口最稠密、面
积最广阔、连通最密切的大陆，正面临疫情带来的严峻挑战，
亚欧要合作抗疫，凝聚新共识、增添新动力，推动后疫情时代
合作深入发展。匈牙利外交和对外经济部部长西亚尔托表
示，我们需要合作，保持开放，而不是各自保护。欧亚合作不
仅能更好地促进欧盟各区域内的发展，同时更能增强各国产
品的竞争力。

论坛与会嘉宾普遍认为，当前应发挥“一带一路”的绿色
投资作用。复旦大学副校长陈志敏主张要把“一带一路”建设
成数字丝绸之路、健康丝绸之路和绿色丝绸之路。欧洲复兴
开发银行政策与合作伙伴关系副总裁赫尔布隆恩说，欧亚投
资者要共同设计新的解决方案，创新合作方式和供应渠道，以
绿色技术投资和气候保护为宗旨的绿色债券正为新兴市场国
家和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支持，“一带一路”也要加强绿色投
资。土耳其欧亚工商经济协会副主席比尔金表示，“一带一
路”框架内的绿色能源、健康医疗、数字经济将成为后疫情时
代最具价值的投资领域。

首届欧亚论坛于2019年在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举办，旨
在为欧亚打造高层次合作促进平台。2020年合作伙伴包括
上海论坛、复旦发展研究院、新加坡金融科技节和国际应用系
统分析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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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梁婧报道：由山西省吕梁市人民政府与新
华社中国经济信息社共同主办的第三届“一带一路”煤焦化
工产业绿色发展研讨会日前在吕梁孝义市举办。研讨会以
“‘六新’驱动 绿色发展”为主题，邀请国内外知名专家
学者、企业代表，就推动“一带一路”能源合作，加快推动
煤焦化工产业高端化、绿色化发展等主题进行深入探讨。所
谓“六新”，指的是新基建、新技术、新材料、新装备、新
产品、新业态。

吕梁市委副书记、市长王立伟表示，近年来，吕梁市沿着
资源型地区经济转型发展的路径，同步推进经济发展与生态
文明建设，力争在煤层气开发、煤炭清洁高效利用等领域实现
核心技术重大突破。王立伟说，吕梁将做好“煤炭绿色高效、
清洁利用”这篇文章，落实好能源革命综合改革试点的要求，
持续推动产业结构调整优化。

吕梁市委常委、孝义市委书记梁志勇表示，要把“六新”突
破作为闯新路、开新局、谋新篇的抓手，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和
经济高质量发展。通过研讨会这个平台，共同探讨“一带一
路”能源合作和绿色发展之路，为推动煤焦化工产业绿色发展
贡献力量。

煤焦化工产业绿色发展研讨会举行

中新两国建交30年来，政治互信日益增强，经济合作卓有成效，人文交往领域广

阔，教育交流成果丰硕。两国广泛而深入的各领域合作关系亟需了解和熟悉对方国家

情况的优秀人才，从而在新的起点上推动两国全方位合作更上一层楼。

本报讯 记者齐慧、通讯员李琳佳报道：日前，中国铁建
国际集团欧亚区域公司签约俄罗斯圣彼得堡阿罗城房建二期
项目第二阶段，合同额为172亿卢布，继9月30日签约该项
目二期第一阶段后已累计签约202亿卢布，约合人民币17亿
元，这是中国铁建在俄签约的最大房建项目，也是中国铁建在
圣彼得堡的首个基建项目。

据悉，该项目是经济适用房，建成后将为圣彼得堡南部居
民提供10000余套中小户型住房，以缓解城区住房紧张问
题。项目位于圣彼得堡南部的普希金区，为现汇项目，采用
EPC总承包模式实施，主要施工内容包括施工图设计和土建
施工。项目分一期和二期，共16栋楼，销售面积约68万平方
米，预计于2026年底前完工。

此前，中国铁建国际集团承建了莫斯科地铁第三换乘线
西南段项目。这是中国企业在该领域首次进入欧洲市场，成
功带动中国设备、中国技术、中国设计和中国标准全产业链进
入欧洲市场。之后接连实现了中国企业在欧洲市场上的突
破，进入了设计咨询、轨道交通、高速公路、房建总承包以及投
资开发等诸多领域。

中企签约俄罗斯圣彼得堡房建项目

本报雅加达电 记者卞晨光报道：11月7
日，印尼雅万高铁建设取得又一项重大进展，4
号梁场万隆至雅加达方向架梁控制工程——
DK121刚构连续梁顺利合龙，该重点工程的完
工为后续架梁和铺轨施工创造了良好条件。

DK121连续梁由中国中铁印尼雅万高铁
项目经理部第二分部桥梁工区（中铁四局）负责
施工，是4号梁场万隆至雅加达方向架梁经过
的第一座预应力现浇连续箱梁，位于DK1203
特大桥223-226号墩。该处地质情况复杂，桩
基处在火山灰淤泥层，桩基平均长度达60米以
上，连续梁跨越高速公路匝道区5条独立行车
道，交通流量大，施工安全和质量为全线控制重
点，是架梁通道上的关键控制性工程。

雅万高铁连接印尼首都雅加达和第四大城
市万隆，是雅加达至泗水高速走廊的重要组成
部分，也是印尼国家以及东南亚地区首条每小
时350公里标准的高速铁路。线路全长142.3
公里，建成通车后，雅加达到万隆的出行时间将
由现在的3个多小时缩短至40分钟。

右图为DK121刚构连续梁合龙现场。
卞晨光摄

雅万高铁重点工程

DK121连续梁顺利合龙

巴林阿杜二期1540MW燃机电站项目是“一带一路”上的明星项目，也是巴林

“2030年经济发展愿景”战略规划重点项目。在顺利签约该项目后，山东电建三公司

高度重视、迎难克险，坚持业主导向，最终获得一致肯定与赞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