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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绸古道，驼铃再响。
汉武帝派张骞由长安出发出使西域，形成丝绸

之路基本干道；唐玄奘沿丝绸之路西行至印度半岛
取经求法，大雁塔成为丝绸之路地标。历史的浪潮
层叠起伏，记录着陕西与丝绸之路的独特渊源。

从货运班列“长安号”实现常态化运营，到西安
咸阳国际机场口岸实现“72 小时过境免签”，再到海
关通关一体化；从升级版的西洽会，到备受关注的欧
亚经济论坛、海关关长论坛，再到 500 亿省级丝路产
业基金支持，陕西通过建设“五大中心”，正在全方位
深度融合于“一带一路”。

《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21 世纪海上丝绸
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中明确，河南与陕西、郑州与西
安都在其中承担重要“角色”。双方于未来发展中如
何取长补短？如何加强合作密切联系共同融合于

“一带一路”国家战略？本报采访小组进入陕西“界
面”，感受着陕西阔步、陕西梦想带来的心灵启迪。

“田园城市”西咸新区
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国家战略，陕西与河南的思

考有异曲同工之处。
河南的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规划面积超过

400平方公里，定位为国际航空物流中心、以航空经济
为引领的现代产业基地、内陆地区对外开放重要门户、
现代航空都市、中原经济区核心增长极；陕西有全国首
个以“创新城市发展方式”为主题的国家级新区——西
咸新区，这是陕西打通西安、咸阳，连为一体形成“大西
安”的重要举措。

步入西咸新区，记者最大的感受是这里兼具城市
与田园两种属性，亲和中展露繁华，平实里蕴含激情。

作为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重要“支点”和“抓
手”，西咸新区“田园城市”，遵循“核心板块支撑、快速交
通连接、优美小镇点缀、都市农业衬托”的规划理念，将
新区域划分为沣东、沣西、秦汉、空港、泾河5个新城，分
别承担着城市建设、文化保护、都市农业、生态保护的不
同功能，实现产业、文化、生活一体化的人居环境。这种

“左手田园，右手都市”的规划设计，是目前国内最具创
新理念和人文价值体现的城乡一体化发展新范本。

要“支”起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发展高地，西咸新区
还在多元产业上联合发力。

招大商集聚核心板块。位于西咸新区泾河新城的
乐华欢乐世界开园仅 10天，入园游客就突破 16.6万人
次，预计年营业收入将达13.5亿元，核心板块产业支撑示
范效应凸显。目前西咸新区已引进惠普、GE照明、华晨
汽车等众多世界500强和中国500强的重量级“选手”入
驻，吸引了大批专业型人才，提供上万个新就业岗位。

新兴产业迅速成长。总投资 1.6 亿元的陕西工业
云项目，已在西咸新区沣西新城上线运行，以此为平台，
将吸引更多具有高研发能力和数据处理能力的企业落
户陕西。目前，西咸新区信息产业园是全国唯一的以
大数据产业为主导的国家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
吸引林业部、财政部等国家机构在此建设数据中心，园
区已完成固定资产投资100亿元，实现产值50亿元。

物流电商成黑马。今年西咸新区空港新城从全国
1200多家物流园区中脱颖而出，被评为“2015年度全国
优秀物流园区”。以服务丝绸之路经济带为目标，吸引

了新加坡普洛斯集团、丰树集团、圆通等20多家国内外
物流、快递龙头企业入驻，总投资近百亿元，形成了具有
区域特色的电子商务现代产业集群。

统计显示，1-6月西咸新区完成固定资产投资 620
亿元，同比增长25%以上。

“河南在融合‘一带一路’战略中，以新区建设为载
体，以‘铁公机’放大枢纽优势，值得我们借鉴与学习。”
西咸新区管委会相关负责人表示，他们曾多次到郑州
航空港观摩，感到受益匪浅。

竞相发展 各显所长
在地域空间、发展属性、历史文脉等多个方面，

陕西与河南都有相近之处，这也造就了“一带一路”
上两省发展的相似点。

秋高气爽，蓝天白云下，高速飞驰的“长安号”满
载“一带一路”的梦想，从西安国际港务区驶出。

“长安号”国际货运班列，是陕西落实共建“丝绸
之路经济带”战略构想，打造“丝绸之路经济带”新起
点的重要抓手。“目前‘长安号’已经实现常态化运
营。河南的‘郑欧班列’车次为‘80001 次’，是全国各
地发往欧洲货运班列中的‘第一号’，河南的‘郑欧班
列’开通早，运营好，经验可资借鉴，陕豫国际货运班
列，应该有广阔的合作潜力。”西安国际港务区相关
负责人说。

除了“长安号”，在与中亚等地的贸易交流与合
作发展中，陕西也有自己的“绝活”。

今年 5 月 8 日，中俄两国元首在莫斯科共同签署
并发表了《关于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与欧亚经济联
盟建设对接合作的联合声明》，国家级产业平台“中
俄丝路创新园”落户西咸新区，其中“中俄苏霍伊商
用 飞 机 项 目 ”计 划 在 西 咸 建 设 中 国 首 个 俄 罗 斯
SSJ100 商业飞机运营中心，此次项目的签订将是俄
罗斯商业飞机首次进入中国航空市场。

陕西企业“走出去”同样可圈可点。记者在宝
鸡石油机械有限责任公司了解到，早在 2001 年该公
司大型钻机就已出口土库曼斯坦，如今更是面向哈
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阿曼等丝绸之路沿线多
个国家与地区出口。“丝绸之路经济带为企业优质
产能的对外输出提供了广阔市场，一定程度上也弥
补了目前国内市场的需求不足。”相关公司负责人
表示。

另悉，陕煤集团在吉尔吉斯斯坦建成了该国最
大的炼油项目，延长石油投资勘探开发吉尔吉斯斯坦
11 个油气区块，西电集团在乌兹别克斯坦设立了区
域服务中心，星火集团与哈萨克斯坦企业签订了生态
农业综合开发协议。未来，陕西还将争取中国—新
加坡第三个政府间合作项目落户西安，加快推进中
国—意大利航空谷、中国—吉尔吉斯斯坦空港经济
产业园等项目，特别是在能源产业方面，争取上海合
作组织能源俱乐部落户陕西。

融入“一带一路”，两省竞相发展，各显所长。

情缘浓厚 相携共进
陕西是河南人“扎堆”的地方。在陕西的河南人多

达800万以上。陕西的宝鸡市，平均3个人中就有一个是
河南人。

“河南与陕西渊源亲厚，说是一家亲也不为过。”
陕西河南商会会长黄凤怀说，在八百里秦川，咱们
800 万勤奋坚韧、勇敢智慧的河南人为陕西的发展贡
献着能量。

“河南、陕西由于这种特殊的关系，两省在‘一带
一路’深度融合中，顺理成章应该有更多可以相互借
鉴的地方。”西北大学丝绸之路研究院常务副院长
卢山冰教授说，比如两省均具有历史悠久、文化丰富
的特性，可以在现代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上共同取
长补短融入“一带一路”。

依托深邃的历史文脉与地缘优势，陕西文化龙头
企业陕西文投公司已经开始了“传统文化现代讲述”
的全新探索。围绕“一带一路”文化品牌塑造，陕文投
正在倾力打造“推进丝绸之路国际文化城”“文化保
税产业”“建设丝绸之路语言服务平台”三项重点。“其
中‘丝绸之路国际文化城’是以优美文化小镇为形态
载体，‘一城两园’定位于丝路文化的丰富体验，计划
总投资 100 亿元，设计年接待游客量超过 800 万。”陕
文投有关负责人解释，这些项目的开发、运营，最终要
实现“历史文化的现代呈现、陕西文化的市场运作、中
国文化的国际表达”。

以“一带一路”为契机，陕西特色的文化融合还在
寻求更新更具互动性的平台。陕西联合有关国家和地
区成功将丝绸之路申报为世界文化遗产，并与哈萨克
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相关州
建立了友好省州关系。西安领事馆区获得国家批准，
马来西亚、柬埔寨将在陕西设立领事机构。成功举办
首届西安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首届丝绸之路国际艺
术节、首届丝绸之路网络平台国际大会等活动。

借助丰富的旅游资源，陕西成功举办了西安丝
绸之路国际旅游博览会等活动。统计显示，古城西
安 2014 年共接待海内外游客 1.2 亿人次，比上年增长
了 20％。③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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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邃的历史与澎湃的现代正在融合，深度的开放与广泛的创新正在拓展，此时此刻，陕西在“一带一路”上阔步前行。
《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中明确指出，发挥陕西民族人文优势，打造西安内陆型改革开放新高

地。通过建设综合交通枢纽、国际商贸物流、科技教育文化旅游交流、能源金融、经贸合作“五大中心”，陕西正在加快“一带一路”深度融合。
据西安海关统计，陕西对外贸易已经连续3年快速发展，得益于丝绸之路经济带良好合作的推进，去年陕西对中亚地区出口额达12.4亿

元，比2013年猛增79.4%。
为探访陕西在“一带一路”国家战略中的思考与作为，本报特派采访小组奔赴陕西采访，从中寻找亮点与启迪，汲取智慧与能量。③6

●陕西行·聚焦

丝路古都 重现华彩

拥有先进规划理念的西咸新区

夜色中的西安老城墙

策划 赵铁军 王亚明
统筹 王俊本
执行 高李丽 李黎祥 李 林 郭海方
组版 刘一宁 美编 刘 竞

曾经的丝路古道，开启了传承千年的中西友好交
往之路；今天，伴随着“一带一路”上升为国家战略，古
老的丝绸之路重焕生机。“‘一带一路’和我们每个人
都有关系。”西北大学丝绸之路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卢
山冰说，“‘一带一路’就是新时期的改革开放。”

既要“引进来”更要“走出去”
“如果说过去我们的对外开放更多的是‘引进

来’，作为新形势下我国扩大全方位开放重要举措的
‘一带一路’战略，则更多强调‘走出去’。”一见面，卢
山冰便向我们坦言他对“一带一路”的理解。

如何推进优质产能走出去？卢山冰认为，关键
在于立足本地优势，从沿线国家的资源禀赋、产业特
点出发，寻找合作共振点。

以陕西为例，卢山冰说，陕西在装备制造、有色
金属等产业上和丝绸之路沿线国家有很多互补性。
目前，仅陕汽集团每年就有近万台重卡销往中亚 5
国和俄罗斯，并在哈萨克斯坦建设了装配厂，陕西延
长石油集团也已获得吉尔吉斯斯坦 1.13 万平方公里
油气区块勘探开发权。

“引进来”方面，陕西正加快建设中俄丝路创新
园、中意航空谷、陕韩中小企业产业园、中吉空港经
济产业园等项目。“无论‘走出去’，还是‘引进来’，产
业园都是个好载体，它可以让企业抱团发展，优势互
补，降低成本和风险。”卢山冰说。

既要“铺路”也要“搭台”
要想富，先修路。“政府在‘一带一路’建设中首先

要铺路、搭台。”卢山冰说。
据介绍，在“铺路”上，陕西正着力构建联通中亚的

立体交通网络，如西安至哈萨克斯坦的货运班列“长安
号”实现常态化运营，西安咸阳国际机场口岸实现“72
小时过境免签”。同时，实施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 10
省区市海关区域通关一体化改革，以大通关促进大开
放。

在“搭台”上，除办好西洽会暨丝博会、欧亚经济
论坛等活动外，陕西正谋求上海合作组织等国际机构
及丝绸之路沿线节点城市在陕设立包括领事馆、金融
分支机构等办事机构，打造我国向西开放的区域中
心、能源交易中心和结算中心。

“融通东西，没有软硬件的支撑不行。”卢山冰说，
“像河南的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以及 E贸易建
设等，也都是很好的载体平台。”

打好“文化牌”促进人文交流
“国之交在于民相亲”。卢山冰认为，践行“一

带一路”，首先要促进人文交流。

历史文化是陕西最好的名片。去年，陕西省
以丝绸之路跨国联合申遗为契机，与沿线国家共
同开展文物保护与考古研究，合作举办国际艺术
节、电影节等活动。同时，高校密集的优势也吸引
了 中 亚 国 家 1200 多 名 学 生 在 西 安 各 大 学 就 读 。

“我们西北大学为吉尔吉斯斯坦培养的首批 88 名
应用技术型人才前几天才刚刚毕业。”卢山冰兴奋
地说。

河南和陕西一样，最不缺的就是文化。卢山冰
建议，河南也要充分开发自己的历史文化资源，并
利用自己的区位、交通、人口等优势，与“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联合开发旅游线路，建设文化项目，为双
边合作奠定坚实的民意基础。

的确，豫陕之间有太多的相通相似：
都是历史文化大省、能源原材料大省，都
有明显的区位交通优势，西安和郑州、
洛阳都是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重要节点
城市等。“陕西和河南均应抓住机遇，
在‘一带一路’中扮演重要角色。”卢
山冰说，“5 年后，你经常喝的可
能是土耳其的茶，用的是哈萨克
斯坦的杯子，听的是俄罗斯的
音乐，宴请宾客的地方可能是
丝路风情的餐厅，年轻人可能
在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和地区
做生意谋发展，无论中原大
地还是三秦大地，都将会变
得更加开放和国际化。”③9

在陕西采访，不断遇到河南老乡，他们谈起“一
带一路”走出去的机遇，有着更多的“河南元素”，符
合当地实际也很接地气。

李涛——

周口沈丘人，西北工业大学金属材料学博士，1998年
下海，建立了自己的企业——西安鼎天投资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目前，他的企业有两块业务：互联网和有机农业。
仅有机农业这一块，他已在国内外建立了260多个基地，其
中国外就有30多个基地，像在哥伦比亚的咖啡基地，新西
兰的橄榄油、红酒和蜂蜜基地等。他还有两家公司在美国
上市。作为一只脚在国外，一只脚在国内的跨国企业家，
他始终不忘根在河南，并已在老家沈丘建了一个小磨油生
产基地。就在我们采访他的当天晚上，周口市政府领导专
程到西安和他见面，交流有机农业生产及合作事宜。

他说，“一带一路”战略就是走出去和引进来的战略，
即把别人需要的东西送出去，把我们需要的东西引进
来。河南和陕西都是最好的冬小麦生产基地，而丝路沿
线国家均以面食为主，这就给豫陕两省的小麦生产和深
加工提供了广阔的市场。他满怀信心地说，通过周口的
农产品加工企业合作为抓手，以互联网为手段，他可以把
周口的农产品推向世界。

王廷发——

新乡封丘人，在西安打拼28年，创立了自己的企业——
陕西金鹰玻璃有限公司。他已从封丘老家带出上千人，在
西安从事玻璃生产、加工、销售及相关行业。作为陕西
省河南商会副会长，他始终关注着家乡在“一带一路”战
略中的作为。他说，玻璃等建材企业受国内房地产市场
的影响，虽然在河南和陕西都相对过剩，而在丝路沿线
的一些国家却有相当大的市场需求。如果政府能加强
引导搭建平台，河南和陕西的商会联手操作，在印度或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迪拜建个建材工业园，以整合产业
链的方式转移出去，这会对河南和陕西的建材企业在国
外抱团赚钱、抗御风险起到积极的作用。③7

一带一路更多强调“走出去”
——访西北大学丝绸之路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卢山冰

新丝路上
豫陕携手

●陕西行·访谈●陕西行·互动

深邃历史与澎
湃现代完美结
合的西安

▶▶相关链接
卢山冰，男，汉族，1966 年 12

月出生，河北石家庄人，西北大学
丝绸之路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经济
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一带一
路”智库合作联盟理事会理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