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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欧盟27国外交部长举行会议，正式

通过了一项连接欧洲和世界的全球基础设施

计划，即“全球联通欧洲”计划。这是继今年 4

月份欧盟与日本、印度达成全球基建协议，以

及 6 月份 G7 峰会上做出类似承诺之后，欧盟

在全球基建领域的最新举措。

虽然整份计划中并没有任何地方提到

“中国”，但其实“充满了中国”。无论是在当

天的会议上，还是该计划的内容本身，都明里

暗里指向中国，指向“一带一路”倡议。

“全球联通欧洲”计划主要基于欧盟

2018年发布的“欧亚互联互通”战略，并特

别强调互联互通对于“经济增长”“安全”

“经济复苏”的重要性。该计划将从 2022 年

开始实施。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

雷利声称，无论是在方式还是目的上，该计

划一定要与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有所

不同。

在当前欧洲新冠肺炎疫情仍持续蔓延、

变异病毒威胁陡增的情况下，欧盟“不甘寂

寞”地提出“全球联通欧洲”计划，实际上是给

发展中国家开了一个空头支票，真正实施起

来困难重重，最终大概率也只是提出个概念。

一是缺少资金来源，融资困难大。欧盟

在会后声明中提出将大力促进私营部门的投

资，以解决该计划的融资问题。然而私营企

业大多以赢利为目的，愿不愿意掏出巨额资

金从事短期利益不明显的基础设施投资还是

个未知数，由于缺乏足够的资金支持，该基建

计划难以落地。作为此次合作“最受重视的

盟友”，美国自身尚且面临巨额债务频创纪

录、基建计划一再缩水的尴尬局面，对跨大西

洋盟友也只能是爱莫能助。

二是政治意图明显，难获发展中国家认

同。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需要国际社

会特别是发达国家给予支持，但西方国家出

于政治动机推出基础设施计划，其目的不纯，

难获认可。美国全球发展中心高级政策研究

员居德·摩尔对此质疑道：“这只是为了削弱

中国日益增长的实力，还是真的有投资中低

收入国家的意图？”

三是欧盟内部在对抗中国问题上并非铁

板一块。欧盟虽将中国视为“经济竞争者”和

“制度性竞争对手”，但同时也表示在应对气

候变化等方面中国是重要的合作伙伴。欧盟

成员国在如何对待中国方面并不一致、存在

分歧。尤其是德国、法国等欧盟核心国家提

倡战略自主性，在很多议题上并没有与美国

随波逐流。因此该计划实施起来形式意义大

于实质意义。

事实上，这已经不是美欧第一次打“基建

牌”了。这些年来，美欧部分政客一直试图拿

出各种版本的“一带一路”替代方案。美国前

总统特朗普在 2017年就试图成立一家国际发

展金融公司，为中低收入的发展中国家提供融

资服务。同年，欧盟亦试图通过成立向亚洲基

础设施建设提供资金的基金会同“一带一路”

竞争，但是最终这两个项目都宣告失败。

反观一直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的“一

带一路”倡议，自提出以来，成果丰硕、成

效显著。已有 100 多个国家与中国签订了相

关文件，共同推进“一带一路”项目，极大

地改善和推动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

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朋友圈”越来越

大。尤其是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一带

一路”项目成为亚、欧、非洲多国摆脱疫

情、恢复经济的巨大机遇，成为推动世界经

济复苏的一股暖流。

政策沟通是“一带一路”五通中的重要方

面，“一带一路”

倡议与各方的基

建政策并不是互

相取代的关系，

而是互惠共赢 、

相 得 益 彰 的 关

系。广袤的欧亚

大陆容得下各方

的 互 联 互 通 诉

求。正如国务委

员兼外交部长王

毅近期会见博雷

利时所指出，中方欢迎欧方提出全球互联互

通倡议，中方主张各类互联互通倡议之间可

以开展沟通协调，形成合力。

从现实来看，中欧双方在战略目标上有

着诸多共识，在全球基建乃至更广泛的领域

有着广阔的合作空间，完全可以形成互补，携

手促进各国之间的互联互通。合作仍是中欧

之间的主流，共赢才是双方的目标。

欧盟版基建计划替代不了“一带一路”
郭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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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达喀尔讯（记者宋斌）日前，塞内加尔加穆尼

亚久工业园二期项目举行了开工奠基仪式，萨勒总

统、中国驻塞大使肖晗以及联合国工发组织代表等出

席活动。

加穆尼亚久工业园位于塞内加尔首都达喀尔以

东 30 多公里处，是《振兴塞内加尔计划》的“灯塔”工

程，工业园的兴建旨在通过引进外国资本和技术，快

速发展出口型工业，以解决塞内加尔严重的失业状况

及工业基础薄弱问题，振兴经济，扩大出口，提高人民

生活水平。

2012 年 4 月份萨勒总统执政后开始着手编制国

家发展战略规划，2014 年 3 月份政府出台了《振兴塞

内加尔计划》，兴建加穆尼亚久工业园成为其中亮

点。塞政府希望参考中国工业园区和经济特区的发

展路径，借鉴中国工业化快速发展经验，实现该国在

2035年前GDP平均每年增加7%的目标。

在高度赞赏塞中友谊与合作基础上，萨勒致辞感

谢中国政府的大力支持。园区建设资金得到中国融

资支持，项目由中国企业承建，园区运营也将借鉴中

国模式。他指出，塞内加尔的振兴必须要借鉴国外的

成功经验。

据了解，由中地海外集团承建的一期工程已全面

竣工，项目由塞政府出资 4678 万美元，占地 13 公顷，

总建筑面积 4万平方米。目前，已有中国、突尼斯、科

特迪瓦和土耳其等多国企业入驻，从事服装、农业食

品、电子、数字业务和医药、物流等业务。二期项目占

地 40 公顷，工期预计 24 个月，规划建设 17 座工业厂

房和相关生活配套设施。该项目使用中国提供的优

惠贷款，由四川路桥和中地海外联营体有限公司负责

承建。目前已有 25家企业、机构承诺入驻，一半的厂

房已被预留。

萨勒对二期园区建设未来充满信心，他表示，

迎接未来工业化挑战，塞内加尔必须改变发展思路

与模式，园区内所建立的职业技术培训中心将向社

会提供高素质、高技能的人才队伍，整个项目也将

创造2.3万个就业岗位。

“使用中国资金、引用中国标准”是该国工业发

展和中小企业部谋划二期园区建设的初衷，这一想

法贯穿整个建设过程，包括建设厂房、海关仓库、分

拨场地、变电站、污水处理厂、员工宿舍、配套生活

设施等。

早在2018年4月份，塞内加尔工业发展和中小企

业部、财政预算部、工业发展促进局负责人访问四川

省，与四川省政府就开展产能合作交换了意见。期

间，塞内加尔工业发展和中小企业部与四川路桥、中

地海外就共同推动工业园二期项目签署了三方合作

备忘录。为落实两国元首就中塞合作达成的广泛共

识，参考中非国际产能合作框架，2018年 9月份，四川

省政府与塞内加尔政府签署合作框架协议，双方成功

搭建了“一省对接一国”的国际产能合作新模式。

“工业园区建成后将更好发挥筑巢引凤作用，帮

助塞进一步发掘工业发展的潜能。它既是中塞两国

产能合作的旗舰工程，更是中塞共建‘一带一路’的又

一座里程碑。”肖晗在仪式上表示，工业园二期项目对

塞内加尔社会经济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不仅将

加快塞内加尔工业化进程，吸收多元化投资，也将推

动城镇化建设。

塞内加尔是首个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

的西非国家，目前中塞产能合作不断推进与深化。在

两国元首共同推动下，中塞关系已经进入快速发展

期。在贸易领域，2020年两国贸易额同比增长 15％，

达到创纪录的 29亿美元；在新兴合作领域，不久前塞

内加尔刚刚在中国企业帮助下启用了国家数据中心；

在民生领域，由中方出资、中地海外实施的打井供水

项目近期已通过验收，为塞 12 个大区打了 235 口井，

新建 177 个水塔，铺设约 1800 公里管道，建立了 181

套乡村供水系统，可为 200余万当地民众带来方便干

净的饮用水，为农业和畜牧业提供水源保障，体现了

中方对塞《绿色长城计划》的极大支持。

肖晗强调，未来中塞双方将继续携手，在新一届

中非合作论坛会议引领下，将合作不断推向新高度，

为中塞人民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

塞内加尔工业园借鉴中国经验

塞内加尔加穆尼

亚久工业园二期项目

开工奠基仪式现场。

本报记者

宋 斌摄

本报讯（记者赖毅）近日，中国铁建莫

斯科地铁第三换乘环线东段大盾构项目首

条隧道贯通。该项目是中国企业在欧洲首

个大直径盾构项目。项目内首条隧道的贯

通，标志着国产大直径盾构机在欧洲旗开

得胜。

中国铁建莫斯科地铁第三换乘环线东

段大盾构项目线路总长 2.677 公里，是中国

企业首次在海外市场建设大直径地铁盾构

工程。该项目采用中国铁建自主研发的 11

米级大直径盾构机“胜利号”施工，是中国出

口欧洲的最大直径盾构机。针对俄罗斯冬

季极寒复杂的施工环境，中国铁建为“胜利

号”盾构配备了耐低温主驱动、液压泵站、变

频器及其他辅助加热系统，并搭配 22 层超

级储带仓的渣土清运系统，确保其在零下

30℃低温环境中可以正常掘进。“胜利号”盾

构机在莫斯科优异的表现，带动了中国设备

走进俄罗斯市场。

隧道施工期间，项目部认真借鉴、融合

中俄两国地铁施工经验，根据面临的复杂情

况制定专项施工方案，在下穿莫斯科建于15世

纪木质古建筑——科洛缅斯科耶庄园时实

现零沉降。果断采用胶轮机车代替内燃机

车辅助隧道施工的方法，避免了因掘进坡度

大导致的溜车事故风险。通过不断优化组

织模式，月最高掘进里程达到 433.8 米。疫

情防控方面不放松，采取科学防疫措施，每

天两次对人员进行体温测量，对隧道内加强

通风和消毒，定期组织施工人员进行核酸检

测，以实际行动展现了中俄建设者携手抗

疫，保持项目顺利推进的决心和实力。

中国铁建进入俄罗斯市场以来，接连实

施了莫斯科地铁、莫喀高速公路、布拉戈维

申斯克—黑河跨境索道等多个项目。此次

隧道贯通，中国铁建再次以品质工程打造企

业品牌，为中俄两国在地铁建设领域开展更

多务实合作打下了良好基础，为中国企业在

国际舞台赢得了广泛声誉。

本报新加坡讯（记者蔡本田）日前，中国

驻新加坡大使馆与巴基斯坦驻新加坡高专

署共同举办中巴经济走廊相关经济特区投

资机遇网络研讨会。

中国驻新加坡大使馆临时代办张徐民

表示，中巴是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双方在

涉及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的问题上给予彼

此坚定支持。两国互信和友谊历经 70 年国

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坚如磐石。近年来，

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巴经济走廊建设取得

显著进展，为两国人民带来切实利益，为地

区繁荣增添强劲动力。作为“一带一路”重

要先行先试项目，中方愿与巴方共同努力，

推动中巴经济走廊高质量发展，向更广大地

区延伸。中巴经济走廊及其产业和经济特

区欢迎第三方合作。

巴基斯坦驻新加坡高专阿弗扎尔表示，

作为“一带一路”建设的标志性项目，中巴经

济走廊建设在为巴解决电力短缺问题、改善

交通基础设施方面作出积极贡献。巴基斯

坦将通过出台优惠政策，吸引中国和其他国

家企业到中巴经济走廊框架下的特别经济

区投资兴业，创造就业并提振经济，同时也

将学习中国先进技术，提高农业生产率和工

业化水平。中巴经济走廊是开放包容的项

目，欢迎包括新加坡在内的其他国家开展第

三方合作。新加坡在专业技术、管理经验和

投资方面都有优势，可以为巴基斯坦工业园

建设、旅游业、信息行业以及城市规划方面

作出贡献。巴方将为新加坡来巴投资提供

减免税费等优惠条件，希望通过中巴经济走

廊项目同新加坡实现互利共赢。

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办

公室对外事务协调推进组组长应雄介绍了

近年来特别是疫情发生以来中巴经济走廊

建设取得的积极进展，强调中方致力于高标

准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打造“一带一路”

高质量发展示范工程，新加坡是“一带一路”

共建国，中方欢迎新方参与走廊建设。

巴基斯坦中巴经济走廊事务局主席巴

杰瓦表示，新加坡同是巴、中重要合作伙伴，

在技术、投融资、地理位置等方面具有比较

优势。新加坡参与中巴经济走廊三方合作

将使巴、中、新三方共同受益。

与会各方积极评价中巴经济走廊建设

成果，认为这将为中、巴、新三方合作带来机

遇。与会人士还就中、巴、新三方合作优惠

政策、重点领域、投融资渠道等进行研讨。

大直径盾构机助力俄隧道贯通

中巴经济走廊欢迎第三方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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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 塞尔维亚贝尔格莱德，匈塞铁路项目正在

施工。 （新华社发）

下图 中国铁建莫斯科地铁第三换乘环线东段大

盾构项目现场。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