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十四届中国—拉美企业家高峰会 11 月 16 日在重庆

举行，来自中拉双方的与会企业家，围绕新发展格局下深化

中拉经贸、基础设施、金融等各领域合作进行深入探讨，共

享发展新成果，寻觅合作新机遇。企业是务实合作的落脚

点，是科技创新的主体，也是引领和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力

量。在全球共抗疫情、共谋经济复苏之际，中拉企业家需要

以更开阔的格局、更持久的定力、更坚韧的企业家精神，参

与到共建中拉命运共同体的伟大事业中来。

建交 60 多年来，中拉关系取得跨越式发展。即使在经

济全球化遭遇挫折、疫情冲击蔓延的不利环境下，中拉关系

也经受住了考验。数据显示，贸易方面，2020 年中拉贸易额

达到 3166.4 亿美元，连续第三年超过 3000 亿美元，今年有望

突破 4000 亿美元。投资方面，截至 2020 年底，中国在拉美

地区投资存量达到 6298 亿美元。金融合作方面也取得了进

展，货币互换、中拉开发性金融合作机制等举措成为有益

探索。

当前，中国正在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

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中国超大市场规模和内

需潜力将被充分激发，为世界各国创造更多的需求。与此

同时，中国不断追求高水平对外开放，将与世界各国共享发

展机遇。企业作为市场主体，唯有大力维护开放包容的体

系、不断拓展创新增长的空间、全面践行互利共赢理念、认

真落实可持续发展责任，才能将中拉平等互利、共同发展的

全面合作伙伴关系推向新的高度。

第一，维护开放包容的体系。在国际上，中国积极参与

国际抗疫合作，实施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推动构建新型国

际关系，充分展示了中国维护和践行多边主义的坚定决心和

实际行动。在国内，经过 40 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逐步形成

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全面开放新格局，支持开放、透明、

包容、非歧视性的多边贸易体制，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

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而拉美地区具有

历史悠久的倡导一体化的传统，目前也正在积极推动区域内

经济一体化和高质量融入世界经济。鉴于开放包容的体系

为企业提供了公平竞争和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因此企业更有

动力去维护它、珍惜它和发展它。

第二，拓展创新增长的空间。创新不仅是长期经济增

长的源泉，而且是企业转型升级、永续发展的主要动力。这

意味着企业要实现从要素驱动、效率驱动向创新驱动转

变。企业要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性机

遇，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数字经济就是潜在

的增长点。它不仅在抗疫、恢复生产生活方面发挥着重要

作用，而且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方向。因此，中拉企业

家应该加强在数字经济领域的合作，共同推动经济发展模

式转型升级。

第三，践行互利共赢的理念。中国正在以共建“一带一

路”为重点，同各方一道打造国际合作新平台。“一带一路”

建设已从基于早期收获的合作“大写意”迈向沿着高质量方

向发展的“工笔画”阶段。企业是互利共赢的践行者，也是

共同发展的见证者。企业要积极参与建设更紧密的互联互

通伙伴关系，既要加强基础设施的“硬联通”，也要注重规则

标准的“软联通”。

第四，落实可持续发展的责任。疫情冲击本属公共健

康领域危机，但是其已经对政治、经济、社会和环境造成了

长期性的影响，这更加凸显促进可持续发展的紧迫性和必

要性。企业是社会责任的履行者，应该在公共卫生、脱贫攻

坚、粮食安全、抗疫和疫苗、关注弱势群体、应对气候变化等

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为全球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可以

预见，拉美国家及其企业的积极参与，将为加快落实 2030 年

可持续发展议程贡献重要力量。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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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全球能源转型加速，石油

巨头面临的挑战也越来越多，转型、

拆分的呼声此起彼伏。最近，石油

巨头壳牌遭遇“逼宫”。其大股东、

第三点对冲基金呼吁壳牌将公司

“一拆为二”，一家专注于可以创造

稳定现金流的炼油等传统业务，另

一家则专注于可再生能源和其他需

要大量投入的业务。

壳牌的投资者认为，拆分可以

让壳牌加速向低碳业务转型，为公

司实现更大价值。而壳牌的高管们

则 认 为 ，将 公 司“ 一 拆 为 二 ”不 切

实际。

壳牌遭遇的“逼宫”不是个案。

此前，同为国际油气巨头的埃克森

美孚也在董事会上遭遇“突袭”，仅

持股 0.02％的小股东“引擎一号”破

天荒地成功拿下 12 个董事会席位

中的三席，埃克森美孚的整体发展

战略将更多地向新能源领域倾斜。

“逼宫”的背后，是一场关于石

油巨头能源转型的纷争。不管是主

动还是被迫，随着全球低碳目标日

益明确，在多方压力下，国际油气巨

头都已开始布局新能源，加大低碳

领域的投资。转型已成必然选择。

对于任何行业而言，转型都意

味着风险，阵痛不可避免，对于重资

产、大体量的石油巨头更是如此。

新能源商业模式和资本回报率与传

统的油气开采产业相差甚远，转型

意味着颠覆传统的商业模式，跨界

经营。在新能源领域，除了资金之

外，在核心技术、运营模式等关键方

面，石油巨头们并没有明显优势，转型之路难免坎坷。

况且，除了对公司负责，油气巨头们还得对股东负责，在

转型路径的选择方面，投资者有很大的发言权。在壳牌和埃

克森美孚上演的“逼宫”大戏，就是投资者在争取转型战略和

路径的决定权。

目前，国际石油巨头在转型路径的选择上，主要有三种投

资组合方式。一是“综合派”，从石油公司转向多样化能源公

司，在保留传统化石能源资产的基础上，加速对新能源领域的

投资和扩张，例如道达尔，更名为“道达尔能源”，并在公司标

志中融入 7 种颜色，表明公司向能源多样化转型的意图；二是

“温和派”，通过技术升级等手段，提升传统业务的运营效率和

利润率，通过降低碳排放达到减碳目标；三是“激进派”，大手

笔剥离化石能源资产，例如 bp 的“告别石油”计划。

无论采用哪种路径，转型之路都很难一帆风顺。不过，近

来高企的油价，对石油巨头们而言无疑是重大利好。油价上

涨带来的利润提升，让家底殷实的石油巨头们手头更加宽裕，

能够将更多资金投入低碳领域，以化石能源的稳定收入“贴

补”不确定性较大的新能源。

正如壳牌 CEO 范伯登所说，如果没有公司的规模和背

景，能源转型将更加困难。这或许也是壳牌高管们不认同大

股 东 提 出 拆 分 方 案 的 重 要

原因。

尽管转型不易，但“去油”

已成定局。通过大力投资和研

发新能源技术，使转型后的新

能源业务有持久、稳定的盈利

能力，或许会对减轻阵痛有所

帮助。

以企业使命为引领开创中拉合作新局面
张张 勇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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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共建“一带一路”的标志性项目，中巴经济走廊

自 2013 年启动建设后，在中巴两国政府的共同努力下，已

经形成了以瓜达尔港、能源、交通基础设施、产业合作为

重点的“1+4”合作格局。如今，这条贯穿巴基斯坦国境南

北的经济走廊正绽放着耀眼的光芒。

巴基斯坦总理伊姆兰·汗曾说：“‘一带一路’倡议是

全球经济合作的典范，中巴经济走廊更是给巴基斯坦的未

来带来了希望。”在第一阶段中，中巴经济走廊的各个项目

建设帮助巴基斯坦基本补齐了在基础设施和能源上的短

板，为巴带来了至少 254 亿美元的直接投资，同时帮助巴国

内在产业转型与升级上奠定了坚实基础，这样的基础对于

现已进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的走廊建设来说至关重要。

一路走来，中巴经济走廊建设可谓硕果累累。

2021 年，中巴经济走廊建设的龙头项目——瓜达尔港

展现出喜人的发展势头。自 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

来，中方在疫情防控的压力下，依旧努力拓展瓜达尔港业

务范围，做到了“首次系统开展阿富汗货物中转业务、首

次开展液化石油气业务、首次实现商业化运营”等多个

“首次”。瓜达尔港的建设不仅没有因为受到疫情影响而有

所放缓，反而继续源源不断地为当地经济发展注入活力。

得益于港区的独特区位优势和联通作用，瓜达尔化肥厂、

瓜达尔展销中心、瓜达尔动物疫苗厂和瓜达尔润滑油厂等

一系列民生产业项目纷纷落地，新瓜达尔国际机场、瓜达

尔医院等项目也都在有条不紊的建设之中。将先期打下的

建设基础转化为服务于当地民生的宝贵成果，这一点瓜达

尔港做到了。

“一带一路”倡议下首个大型水电投资建设项目——巴

基斯坦卡洛特水电站最近正式下闸蓄水，预计在 2022 年年

初正式并网发电。卡洛特水电站库区有一位名叫海德尔的

移民，水库建设开始后，他搬进了窗明几净的新家。看着

卡洛特水电站一天天建起来，他感慨万千：“小时候村里没

有电，放学后我们飞快地跑回家，必须赶在太阳落山前写

完作业。我记得那时候，夏天的夜晚尤其漫长。”海德尔

说，大家都期待卡洛特水电站尽快建成，让巴基斯坦的电

能更清洁、更便宜。

位于巴基斯坦东部的城市木尔坦是这个国家有名的芒

果之乡，在这里，许多果农靠贩卖芒果为生。随着巴基斯

坦 PKM 高速公路 （白沙瓦至卡拉奇高速公路） 项目 （苏库

尔—木尔坦段） 正式通车，巴基斯坦中部南北交通大动脉

由此打通，当地交通状况得到极大的改善，现在新一季芒

果在两地间的运送时间从 11 个小时缩短至 4 个小时，同时

因路况颠簸造成的商品损耗也大为减少，果农们的收入如

今实打实地增加了。

作为产业合作的标杆项目，拉沙卡伊特殊经济区已于

今年 5 月启动，为中巴经济走廊框架下的产业园区建设开了

个好头。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农融在特殊经济区启动仪式

上提到，中巴两国在资源禀赋、产业结构和消费结构上具

有巨大互补性，为两国经贸合作带来了广阔发展空间。产

业园区合作是中巴经济走廊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拉沙卡伊

园区区位优势明显，前景可期。

近期，巴基斯坦当地智库亚洲生态文明发展研究所举

办了一场中巴经济走廊主题研讨会，多名专家学者以及多

国驻巴大使参加。看到中巴经济走廊在这几年发展得越来

越好，参加会议的各界人士都认为，中巴经济走廊帮助巴

基斯坦和其他“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加强联系，起到了纽

带的作用，走廊已经成为向区域内各国提供大量经济发展

良机的互联互通中心，将来一定会为本地区以及其他地区

的经济发展继续注入强大动力。

中巴两国自建交以来，风雨同舟走过了 70 年，铸就了

铁一般的友谊。中巴经济走廊作为中巴友谊的重要象征，

在这几年间的风雨中屡渡难关，历经挑战，如今成为“一

带一路”建设的一颗明珠。中巴经济走廊仿佛成为一个窗

口，让世界各国都有机会认识到“一带一路”建设的优势

所在，同时亦感受到“中国方案”的魅力所在。

作为共建“一带一路”的标志性项目，中巴经济走廊自 2013 年启动建设后，在中巴两国政府的共同努

力下，已经形成了以瓜达尔港、能源、交通基础设施、产业合作为重点的“1+4”合作格局。如今，这条贯穿

巴基斯坦国境南北的经济走廊正绽放着耀眼的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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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图①① PKMPKM 高速公路高速公路（（苏库尔—木尔坦段苏库尔—木尔坦段）。）。 （（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图图②② 俯瞰卡洛特水电站俯瞰卡洛特水电站。。 （（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尊敬的各位客户：
因我行经营战略调整，经北京银保监局批准，广发银行北京东

二环支行（以下简称“东二环支行”）定于 2021 年 12 月 4 日（周六）从
原营业地址撤出，其所有业务合并至广发银行北京王府井支行。由
此给您带来的不便深表歉意。

东二环支行与王府井支行合并后，客户在该支行的个人、对公
账户的账号、户名、权益均不受影响。其他需要注意的业务事项主要
包括：

一、个人业务
东二环支行的个人客户可赴王府井支行办理各项业务，绝大多

数个人业务亦可就近至邻近广发银行网点办理。
二、公司业务
1.特殊账户需要办理迁移手续：按照中国人民银行《人民币银行

结算账户批量迁移管理规定》，在东二环支行开立的对公人民币银
行结算账户，需要办理账户迁移手续。该项工作的具体办理手续我
行将另行通知。

2.开户银行信息需要变更：办理各类现金、转账或汇款业务时，
需要将广发银行北京王府井支行作为收、付款银行。同时，请及时通
知有资金往来的业务合作单位、包括但不限于社保、公积金、税务局
等业务关联方修改开户银行信息（更改为广发银行北京王府井支
行）。该项工作的具体办理手续我行将另行通知。

3.转账支票需要更换：在原东二环支行购买转账支票的单位，可
在王府井支行进行免费更换。

三、王府井支行营业信息
1.地址：东城区王府井大街 301-1 号王府商厦二层（从地铁一号

线王府井站 C2 出口向北约 300 米左右进入东华金街购物中心商场
二楼，即可抵达）

2.营业时间：工作日：9∶30—18∶00 休息日：周六 9∶30—17∶30
（周六无对公业务，周日休息）

3.业务咨询电话：010-65271106
特此公告。

广发银行北京分行
二〇二一年十一月二十日

关于广发银行北京东二环支行与王府井支行合并的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