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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吉布提国际自贸区开通了中国至非

洲大陆主要城市的海空联运通道，并完成首发

试运。通过这一新货运途径，中非之间的货物

贸易成本将更加低廉，中非贸易也将更加快捷

高效。

5 月 28 日，在尼日利亚电子商务平台 Jumia

位于拉各斯的仓库，仓库员工签收了一批来自中

国的特殊货物。这批货物 5月 8日由深圳港西部

港区出发，经由吉布提国际自贸区转运，仅耗时

20 天便交付到订货公司手中。这一货运模式兼

容时效和成本，比全程海运节省了约一半时间，

比全程空运节省约 40%的费用，有望成为中非贸

易特别是跨境电商的主要运输模式。

跨越大半个地球的货物运输“又快又便宜”，

离不开中非合作伙伴的多方努力。其关键在于

吉布提国际自贸区打通的海空联运通道。

吉布提港地处“非洲之角”，是非洲重要海

港，也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关键节点。同

时，非洲航空中心——埃塞俄比亚亚的斯亚贝巴

空港距离吉布提港也不远。依托海空枢纽港口

优势，吉布提港口和自贸区管理局与招商局集团

等中资企业共同投资和运营吉布提国际自贸

区。本次货运中，自贸区通过对各个环节的服务

商进行资源整合，制定了完整的标准作业程序。

首先，买方通过“吉玛特”网站（Djimart.com）

下单采购货物。该平台是招商局集团投资运营

的 B2B 电商平台，一端连接非洲买方市场，另一

端连接中国卖方市场。货物启运后，招商局利用

其深圳西部母港的优势，在国内段开通了海运的

绿色通道。

随后，在吉布提段，吉布提国际自贸区业务

团队同样高效操作，当天清入自贸区，次日发运

机场。进入空运程序后，自贸区联合吉布提航空

全程监控货物在吉布提机场的操作，并协调埃塞

俄比亚航空按合同约定优先转运，以保证货物在

埃塞中转的安全性和时效性。

最后，货物由目的地物流清关合作伙伴“速达

非”完成配送，运达Jumia尼日利亚拉各斯仓库。

经过充分准备、精心策划，历时 20 天的首发

试运顺利完成，各操作环节均得到了有效的检

验。这标志着以“吉玛特”为线上平台、吉布提

国际自贸区为海外配送中心的海空联运产品成

功落地。

统计显示，2020 年，中非贸易额达 1870 亿美

元，中国已连续 12 年保持非洲最大贸易伙伴国

地位。据悉，吉布提国际自贸区拟于近期正式

发布并推广“中国—吉布提—非洲主要城市”的

海空联运产品，高效连接吉布提港和非洲大陆

广大地区，为“中国制造”进入非洲提供快速的

市场渠道和物流渠道，助力中非之间的货物贸

易跑出“加速度”。

吉布提海空联运通道开通——

助力中非贸易跑出“加速度”
本报驻比勒陀利亚记者 田士达

图为吉布提国际自贸区大门。 （资料图片）

近日，美国国务院宣布豁免对“北溪

2 号”天然气管道运营公司及其负责人的

制裁，并称此举“符合美国国家利益”。根

据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提交给美国国会的报

告，美方认为制裁措施将对与欧盟、德国及

其他欧洲盟友的关系产生负面影响。消息

一经宣布，德国总理默克尔、外长马斯等人

迅速表示欢迎。

“北溪 2号”天然气管道项目自 2015年

正式开始动工，全长 1224 公里。建成后，

俄罗斯向德国输送的天然气总量将增加

一倍。然而，出于担心欧洲加剧对俄罗斯

能源依赖的地缘政治目的，以及美国液

化气无法销往欧洲等经济利益考虑，特

朗 普 政 府 于 2019 年 底 要 求 停 建 这 一 工

程，否则将制裁参与修建的公司。此后，

除俄罗斯管道铺设船仍继续开展铺设工

作外，其他参与修建的欧洲企业均被迫

退出，项目进展放缓。据最新消息，“北

溪 2 号”项目第一条管道已于近日完工，

第二条管道将在一个半月至两个月内铺

设完毕。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政府突然宣

布豁免对“北溪 2 号”相关公司的制裁，背

后的目的值得深思。

一方面，美国试图通过此举修复与德

国等欧洲盟友之间的“裂痕”。拜登政府上

台后，频频向德国示好，除此次宣布放弃制

裁参与修建“北溪 2号”的欧洲企业外，还主动宣布停止从德国撤军，

并向德国增加少量驻军，希望能够迅速拉近同德国等欧洲盟友之间

的关系。

另一方面，美国希望推动德国等欧洲国家在中美博弈中选边站

队，共同抗衡中国。有美国学者撰文称，拜登政府此举可视为美国寻

求更大范围的跨大西洋团结，以应对来自中国的“全方位战略性政治

和经济挑战”的一种“战术权衡”。

然而，此次美国政府放弃制裁的举措，真的能促成“北溪 2号”天

然气管道最终投入运营吗？目前看结果依然存疑。

有分析人士称，美国发出这个所谓“让步”的信号，是希望德国完

成“北溪 2 号”的管道铺设，但不要主动投入运营。美国国务院发言

人表示，美方将继续反对和审查“北溪 2号”项目，因为它会削弱欧洲

的能源安全以及乌克兰与北约东部国家的能源安全。据美国白宫高

级官员透露，拜登政府保留随时取消任何豁免制裁政策的权力，这有

可能导致管道铺设工程再次陷入停止。此外，就在美国公布豁免制

裁政策后不到两天时间，美国政府再次出尔反尔，宣布将制裁俄罗斯

参与管道建设的3个实体以及13艘船。

由此可见，美国此次放弃制裁，更像是一个虚情假意的幌子，本

质上仍然体现的是“美国优先”。事实上，美国从未真正考虑过帮助

欧洲盟友解决其长期存在的能源供应问题，此次更是将重启制裁的

权力牢牢握在自己手中，随时随地将其作为筹码逼迫欧洲盟友在共

同对抗中国和俄罗斯问题上选边站队。

当前，美欧之间虽然拥有所谓的“共同价值观”，但特朗普执政期

间对美欧关系造成的严重创伤难以迅速愈合，美欧之间的深层次矛

盾也较难彻底消除。除了在“北溪 2 号”项目建设问题上矛盾重重

外，美欧在新冠疫苗分配、军费开支、数字税、飞机补贴等具体问题上

都存在严重分歧。

美国一面要求欧洲盟友协助其抗衡中国和俄罗斯，一面却肆无

忌惮地损害盟友的切身利益，试问哪个盟友愿意被美国如此牵着鼻

子走？“北溪 2号”项目就像是考验美欧同盟的一块“试金石”，试出了

拜登政府将继续推行“美国优先”政策的本质。如果日后出现美国继

续阻挠“北溪 2号”项目的情况，那么也不会令人奇怪。毕竟，近年来

一直强化战略自主的欧洲盟友已不愿再买美国的账，拜登政府重塑

美欧同盟的意图推进起来依然困难重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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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政府突然宣布豁免对

“北溪2号”相关公司的制裁，背

后的目的值得深思。一方面，美

国试图通过此举修复与德国等欧

洲盟友之间的“裂痕”；另一方面，

是希望随时随地将其作为筹码，

逼迫欧洲盟友在共同对抗中国和

俄罗斯问题上选边站队。其实质

是，美国从未真正考虑过帮助欧

洲盟友解决其长期存在的能源供

应问题。这就是一个虚情假意的

幌子，本质上仍然体现的是“美国

优先”。

6 月 8 日，以“构建新格局，共享新机

遇”为主题的第二届中国—中东欧国家博

览会在浙江省宁波市开幕，来自中东欧多

国的嘉宾和企业汇聚一堂。

深化合作 共谋发展

6 月 8 日下午，由宁波市政府主办，鄞

州区政府联合承办的中东欧国家外交官直

播带货活动正式开场。来自希腊、匈牙利、

保加利亚、斯洛伐克、拉脱维亚、波兰六国

的外交官亮相中国—中东欧国家博览会

官方直播间，为家乡好货站台“打 call”，推

介当地风土人情。

“感谢中国对塞尔维亚出口商的支

持，我们不会错过中国—中东欧国家博览

会这个开拓中国市场的宝贵平台。”本次

博览会主宾国领导人塞尔维亚总统武契

奇在视频致辞中说，塞尔维亚正在积极参

与智慧城市建设，这代表了中国与中东欧

国家合作的新方向。

数据表明，2020 年中国与中东欧国家

货物贸易额首次突破千亿美元，在疫情冲

击下逆势增长 8.4%。今年一季度，中国自

中东欧国家进口额达 81.7 亿美元，同比增

长 44.7%。宁波市今年 1 月至 4 月对中东

欧国家的进出口额为 119.6 亿元，同比增

长 48.8%。其中，进口额 26.9 亿元，同比增

长 241.2%。

“我是中国与中东欧合作活动的‘老

兵’，已经参加 6 次活动了。”匈牙利驻上

海总领事馆总领事博岚表示，2020 年，中

国首次成为匈牙利最大的投资国。这让

博岚感慨万千。“匈牙利与中国的关系非

常友好。半个月前，宁波开通了直达匈

牙利布达佩斯的货运航线。截至目前，

两国已有 5 条直飞航线以及 2 条直飞货

运航线。”

对于下一步的合作，博岚表示：“每个

国家都希望成为经济枢纽、文化枢纽、投资

枢纽。但我更想用另外一个词——绿洲。

枢纽和绿洲之间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呢？绿

色是未来的颜色，绿洲也代表着繁荣、安

全。欢迎来到‘一带一路’的绿洲，欧洲的

绿洲。”

扩大开放 实现共赢

这几天，设置在 6号馆波兰国家馆、本

为商务洽谈准备的两个白沙发，几乎变成

了波兰投资贸易局中国区首席代表尤德良

的“私家客厅”。来来往往的人们，无论是

提前“探馆”的记者还是前来参展的进口

商，都爱到这里来坐坐，和这位“波兰老友”

聊聊天、叙叙旧。

“每年回宁波，就像回家走亲戚！”

一个“回”字让人倍感亲切。如今的尤

德良早已习惯了每年 6 月如约进入“宁波

时间”。

这是一场持续了 7 年的约定。2014

年，宁波首次举办中东欧特色商品展。彼

时，尤德良履新不久。经他多方协调，30

余家波兰企业赴甬“赶集”。当时，中东欧

国家共 180家企业参展，200个展位间激荡

起宁波与中东欧的“爱之初体验”。如今，

还是宁波之约，展位数已经变成了 3003

个，展会也早已升格成了中国面向中东欧

唯一的国家级机制性展会。

“寻找长期合作伙伴，寻找全国乃至

区域大代理商、大经销商，是波兰展商参

展的主要目的。”在尤德良看来，博览会的

首要功能是增进中国市场对中东欧商品

的了解。

多年来，随着双方互联互通不断深入

推进，波兰的化妆品、家居用品也开始越来

越多地为中国消费者所熟知。尤德良说，

中国市场展现出强大的购买力，中波两国

合作前景令人期待。

外国企业受益匪浅，中国本土企业又

何尝不是如此？

“ 一 个 很 明 显 的 感 受 是 ，从 2020 年

开始，来自中东欧国家的订单快速增加，

目前已经是我们的第三大买家来源地。”

宁波市信诺 胶 带 有 限 公 司 总 经 理 雷 延

钊表示。

宁波信诺的主营产品为橡胶工业皮

带，主要应用场景是矿场、采石场的作业工

地。2020 年之前，公司主要市场集中在东

南亚、南美等地。从2020年3月起，中东欧

国家的买家渐渐多了起来。

“印象最深的是一位来自罗马尼亚的

买家。他是罗马尼亚南部城市皮特什蒂一

家矿业经销商，同时为几十家矿场采购基

础工具设施。去年 3月，他找到我们，预订

了一批橡胶工业皮带，当时只下了一笔 1.5

万美元的小单，但到今年 2 月份再来采购

时，订单额就已经超过了 22万美元。”雷延

钊说。

如今，这位“波兰老友”最爱做的事情

就是畅想美好的未来：也许有一天，很多中

国人的一天是这样开启的——早上，从盖

有波兰鹅绒被的床上醒来，然后倒上一杯

波兰牛奶，戴上波兰的蜜蜡，再用波兰化妆

品画上一个美美的妆……

挖掘潜力 携手向前

近年来，在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机

制的促进下，中捷两国在经贸领域的各项

合作进一步加深。捷克驻华大使佟福德

表示，希望双方能够进一步发挥互补优

势，继续挖掘合作潜力，积极开展互利互

惠合作。

比如，当前，全球数字化转型就为中

国—中东欧合作带来了全新机遇。根据

欧盟智能化分析评估结果，中东欧国家中

只有斯洛文尼亚、捷克、爱沙尼亚达到欧

盟平均水平。针对这一情况，各国纷纷加

大高科技领域支持力度。例如，爱沙尼亚

发布国家人工智能（AI）战略，主要关注各

种社会部门和 AI 应用以及相关法律体系

的构建。捷克、克罗地亚重点关注数字化

建设，努力打造真正的智能经济、智能社

会。2019 年 5 月，捷克政府批准了国家人

工智能战略，致力于将捷克打造成欧洲

AI领域应用的样板国家。

在物流和跨境电子商务方面，疫情发

生以来，以中东欧国家为代表的新兴市场

异军突起，成为增长最快的区域。2020

年，捷克新增网店数量 2900 家，同比增长

6%，总数达到 49500 家。塞尔维亚电子商

务在整个疫情期间增长了 100%，其中中小

企业线上收入增长20%至30%。

“中国在电子商务特别是物流方面的

优势毋庸置疑。”一位参会嘉宾笑着讲起了

一件趣事：6 月 9 日上午，他的一位同事准

备参加宁波的另外一个论坛，临近 9 点才

发现没戴领带。这位同事马上在手机上下

单，10 点茶歇的时候，领带就准时送到了

会场。

“中国在电子商务、物流方面的优势非

常明显。中国的电子商务和物流企业在中

东欧国家大有可为。”这位嘉宾说。

中国—中东欧合作向纵深迈进
本报记者 郁进东 通讯员 单玉紫枫

第二届中国—中东欧国家博览会上人头攒动第二届中国—中东欧国家博览会上人头攒动。。 丁继敏摄（中经视觉）

一位小朋友从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成果展标识前跑过一位小朋友从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成果展标识前跑过。。 丁继敏摄（中经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