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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全国两会跨国融媒体产品《我在丝路 为豫代言》今日发布

八种语言汇成一句话：一带一路
本报跨国联动，采访“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建设者
□策划 杨青 统筹 王鲁峰 陈晓东 执行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陈骏 段伟朵 梁新翠 文 王亚鸽 许俊文 摄影

核心提示 | 《豫满丝路》，迎来
第三季！“一带一路”，大河相伴三年！

河南与“一带一路”有怎样的紧
密联系？我们用这样一款产品告诉
你——今天，由河南日报报业集团出
品，大河报·大河客户端制作的跨国
融媒体产品《我在丝路 为豫代言》发
布。八种语言汇成一句话：“一带一
路！豫满丝路！”

2013年，“一带一路”战略提出。
2015年、2016年全国两会，大河报均
曾重点关注，通过与“一带一路”沿线
省份媒体联动的方式，推出《豫满丝
路》第一、第二季的策划报道。

今年全国人代会首场记者会上，
国家发改委主任何立峰在回答记者提
问时称，当前在“一带一路”战略实施
过程中，中国已和沿线国家实现包括
政策、设施、资金、贸易、民心在内的
“五通”，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的投资已经超过500亿美元。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
“扎实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坚持共
商共建共享，加快陆上经济走廊和海
上合作支点建设，构建沿线大通关合
作机制。深化国际产能合作，带动我
国装备、技术、标准、服务走出去，实
现优势互补。加强教育、文化、旅游
等领域交流合作。高质量办好‘一带
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同奏合作
共赢新乐章”。

今年全国两会，《豫满丝路》策划
全面升级。大河报采用跨国联动方
式，邀请“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8位
建设者为《豫满丝路》代言。他们中，
有的来自海外，正在河南进行商贸洽
谈；有的则是从老家河南出发，正在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或寻找商机，或
贡献自己的力量。

大河报记者分别连线俄罗斯、新
加坡、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
以色列、柬埔寨、塔吉克斯坦等“一带
一路”沿线国家的多位人士。这些正
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工作的建设
者，携手当地伙伴，用饱含激情的语
言为“一带一路 豫满丝路”点赞。

《我在丝路 为豫代言》微视频，
融航拍影像、视频音频、录音剪辑、视
觉设计等多种传播手段于一体，通过
纸媒+视频+移动互联产品的融媒体
形式，为读者全面展示河南企业在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所取得的成就。

想听“一带一路”用俄语、柬埔寨
语怎么说？快扫二维码观看视频。

Musaeva A（中文名白雪）
吉尔吉斯斯坦AYU集团副总经理

这个漂亮干练的姑娘名叫Mu-
saeva A，能讲一口流利的汉语，来
自吉尔吉斯斯坦，是该国最大民营企
业——AYU集团的副总经理。

Musaeva A此次到郑，是与河
南跨境电商企业万国优品进行商贸
洽谈。对河南市场颇有信心的她，准
备主打吉尔吉斯斯坦的面粉、蜂蜜、
牛羊肉、酒水等产品，并准备在郑州
设立保税仓，搭建中吉贸易在中国的

“桥头堡”。
面对大河报镜头，Musaeva A

欣然为《我在丝路 为豫代言》代言，
她希望通过“一带一路”的桥梁，把公
司生意不断做大的时候，能够再次造
访美丽的河南。

虽身处异国他乡，但中信重工工程师潘武生却有
着足够的自信。在柬埔寨贡布省，该国目前规模最大、
最先进的水泥生产线，正由他和工友们一起打造。这
个建成后可日产5000吨新型干法水泥的项目，是柬埔
寨重点工程，该项目由中信重工总承包建设。项目奠
基时，柬埔寨参议院主席赛冲亲王亲自主持仪式，并吸
引超过3000人前来参加开工仪式。

截至目前，中信重工已设立澳大利亚、巴西、南非、
西班牙等7个海外公司和1个办事处，建设了秘鲁、瑞
典、泰国、老挝等七大海外备件服务基地，产品覆盖“一
带一路”沿线30多个国家和地区。

段林是一名来自河南黄泛区农场的“泛区第三
代”。2013年，手握爷爷传下的“接力棒”，段林和泛区
人开始走出国门种起了“洋田”。《豫满丝路》第三季的
视频中，段林所站的位置，是黄泛区实业集团在塔吉克
斯坦共计25000亩农田中的一部分。在这里，“段林
们”用中原先进的农业技术改变了这里的农业种植史，
实现了该国农业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一年两熟”，并将
曾经的三四百斤亩产量提升至千斤以上。

在新加坡正在举办的展会上，万国优
品董事长浮学军，通过视频连线为《我在丝
路 为豫代言》报道代言。受邀出席“2017
新加坡最后一公里整合配送展”的浮学军
说，他期待通过参加这样的活动，把更多的
好产品、好商机带回河南，同时也期待能有
更多的“河南造”，通过跨境电商企业在海
外找到市场。连线中，浮学军说大河报是
他多年来情有独钟的媒体，他通过大河报
向家乡人问好。

在以色列第二大城市特拉维夫的地下，
一台由中铁装备制造的盾构机正在向前掘
进。为当地轻轨红线项目，共计6台由河南
制造的盾构机，将远赴重洋来此服役。目
前，首台盾构机已开行50米，并成功从地下
穿过了一条高速公路和一条河流。

作为盾构行业领军企业，中铁装备的盾
构产品不仅应用于国内在建地铁项目，还覆
盖了“一带一路”沿线多个国家。目前，产品
已出口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越南、伊朗、
以色列、黎巴嫩等国，并且在产品种类上也实
现了突破，除去常规土压平衡盾构产品，硬岩
掘进机、泥水盾构等高端产品也实现出口。

为了将中医这
门古老的技艺带到国
外，刘明已出国两年。作
为一名中医工作者，在国外进
行中医理疗，“是一个挑战，也是一
项使命”。

“在当地，中医被视为一种‘神迹’。”刘明说，刚开
始，诊所为她量身定制了广告，广告说：“神奇的中医，
摸摸手腕就能知道你啥病。”因此，不少当地患者初次
就诊，只伸出手腕，就希望刘明能准确找出病症。哭
笑不得的刘明从此更加坚定了心中的目标：作为一名
科班出身、受单位派驻的专家，她有义务让当地百姓
认识到真正的中医。

《我在丝路 为豫代言》视频中，方凯所站的位置
是一座位于中国—中亚天然气管道在乌兹别克斯坦
境内的一处压气站旁，这条世界上最长的天然气管道
全长近2000公里，其中，在乌兹别克斯坦境内单线的
长度就达500多公里。从2009年起，中油一建的员
工就开始在这里施工，最高峰时，曾有400多名中油
一建的员工同时在这里奋战。

如今，这条起于土库曼斯坦的管道，在穿越了乌
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后，从霍尔果斯口岸入境进
入中国。方凯远在家乡洛阳的亲人，如今也正享用着
这条管道输送回国的天然气。

3月的北京，树枝已泛绿芽，但沿着“一带一路”
往西的吉尔吉斯斯坦，却还是寒冷凛冽，残雪未消。

王冬征目前所在的亚洲之星农业产业合作区，位
于吉尔吉斯斯坦楚河州楚河区伊斯克拉镇，这里是当
地居民的“食品仓库”，盛产各种家禽和水果。当地人
每消费两只肉鸡，就有一只来自于这里。2015年，在
商务部、财政部考核确认的七个国家级经济贸易合作
区中，亚洲之星名列其中，这也是河南省首家通过国
家确认考核的境外经贸合作区，实现了“零的突破”。

“在‘一带一路’战略提出几
年后，中国与沿线国家之间定将
有更多的举措，也会产生更多的
成果。”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社会
科学院学部委员、国际学部副主
任周弘说。

周弘表示，历经此前几年的
合作与磨合，特别是在支点基础

设施的建设中，中国已与沿线国
家开展了良好的合作并取得了互
信。她进一步说，未来在“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间将进一步完善合
作机制，不仅开展“双边合作，而
且以‘一带一路’高峰会为契机，
更多地开展多边合作”，并使多边
合作机制化，例如“亚投行就是中

国倡导并推动的多边机制”。
对于河南企业进军“一带一

路”，周弘也给出了自己的建议：
挖掘与国外企业合作的潜能，根
据市场的需求创新产品和服务。
她特别指出：“一定要研究透海外
市场与当地的法律法规，未雨绸
缪，不打无准备之仗。”

周弘：未来“一带一路”，双边合作将与多边机制并行

赵剡水：面对“一带一路”蓝海，豫企需补信息、资金短板

已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深
耕多年，首批入驻“一带一路”标
志性成果的中（中国）白（白俄罗
斯）工业园，并先后在塔吉克斯
坦、哈萨克斯坦等国参与项目合
作，成立海外公司……全国人大
代表、中国一拖集团董事长赵剡
水，对河南企业“走出去”的现状
有着自己的理解。

他告诉记者，就装备制造业
集中的洛阳来说，目前共有对外
投资合作企业82家，对外劳务服

务平台4个。对外承包工程主要
涉及路桥、隧道、石油化工、有色
金属加工、矿山机械等行业，工程
主要分布在全球的20多个国家和
地区，并形成了以中油一建、石化
工程公司等骨干企业为龙头的承
揽国际工程项目队伍。

“目前河南涉足‘一带一路’
的企业，长项与短板都很明显。”
他话锋一转对记者说，这些企业
往往设计和施工能力强，但项目
信息收集和融资能力却是短板。

他解释道，目前，国际工程承包项
目开始向规模大型化方向发展，
项目总承包方式被普遍采用，这
就对国外承包商的资金实力提出
了更高的要求。

赵剡水建议由国家、省级相
关部门新设一个专门机构，承担
国际工程承包信息发布职能，搭
建一个可实现跨行业共享的信息
平台，并出台相关政策，鼓励金融
机构资金向承揽国际工程承包企
业倾斜。

张改平：找准“一带一路”结合点，助推河南农业走出去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工程院
院士、河南农业大学校长张改平
参加全国两会前，已安排学校制
定今年到哈萨克斯坦等“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考察的计划，他们将
主要考察那里的农牧业合作潜
力。此前，哈萨克斯坦农科代表

团到访河南时，与河南农业大学
达成了增强农牧业科技领域合作
的意向。

张改平说，河南农业大学作
为丝绸之路农业教育科技创新联
盟成员，能够为双方的合作提供
种植业、养殖业、新能源等许多方

面的研究平台，在技术推广方面
也有很强的专家团队。哈萨克斯
坦、吉尔吉斯斯坦在畜牧业方面
的优势，与我国在“肉蛋奶”方面
的缺口有着良好的互补性，双方
的合作前景在这方面更加广阔。

龚立群：企业要有“走出去”意识

“自贸区获批，为河南融入
‘一带一路’添加了催化剂。”全
国政协委员、河南省政协副主席
龚立群说，自贸区落户河南，让河
南打通了一个与国际接轨的自由

贸易通道，对于融入“一带一路”
战略意义重大。

今年1月份，龚立群到埃塞俄
比亚、马拉维、塞内加尔等3个国
家考察“一带一路”项目，当地的

水塔、水利、公路、铁路等，很多都
是河南企业建的。龚立群鼓励河
南企业要主动出击，自发组织外
出考察，世界那么大，要出去看
看。

一条丝路、一趟班列将身处
内陆的河南推向开放的前沿。“一
带一路”战略提出四年来，河南交
出了怎样一份成绩单？

大河报记者从河南省商务厅
了解到了这份成绩单的具体数
据：

对外投资和对外承包工程。
2016年全省对“一带一路”沿线
64个国家（地区）中的14个国家

协议投资4.33亿美元，占全省对
外投资总额的9.9%；新签500万
美元以上对外承包工程项目18
个，新签合同额为10.66亿美元，
下降27.5%，完成营业额6亿美
元，增长4.4%。

对外贸易。2016年全省对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出口
801.8亿元，增长15.4%，其中出
口603.2亿元，增长20.4%；进口

198.6亿元，增长2.6%。对捷克、
保加利亚、柬埔寨等9个沿线国
家出口增长1倍以上。

外商投资。2016年“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在全省新设外商投
资企业10家，实际到位资金15
亿美元，同比增长111%。其中
新加坡新设项目、合同外资、实际
吸收资金分别为6个、0.5亿美元
和11.5亿美元。

河南“一带一路”成绩单

所在位置：郑州东站附近商务楼内

代言人AA
代言人BB

潘武生
中信重工机械
股份有限公司
工程师

所在位置：柬埔寨王国贡布省

代言人CC
段林
河南黄泛区实业集团技术人员
所在位置：塔吉克斯坦哈特隆州亚湾区

代言人DD
浮学军
郑州万国优品董事长

所在位置：新加坡

代言人EE
席琦
中国中铁工程装备集团有限公司工程师

所在位置：以色列特拉维夫

代言人FF
刘明
河南中医药大学
第三附属医院主任医师

所在位置：俄罗斯莫斯科

代言人GG 方凯
中国石油天然气第一建设公司管道工

所在位置：乌兹别克斯坦卡尔西州杜古克都玛娄克镇

代言人HH 王冬征
亚洲之星农业产业合作区技术人员

所在位置：吉尔吉斯斯坦楚河州楚河区伊斯克拉镇

代表委员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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