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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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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与世界的美丽约会
——外交部河南全球推介活动侧记

深化合作关系
促进全面交流

——访俄罗斯驻华大使杰尼索夫

卢森堡驻华大使 俞博生

卢森堡和河南之间的合
作，特别是在航空物流领域的
合作，可以用‘惊人的发展’来
表述。”

架起豫卢桥梁
收获真挚友谊
——访卢森堡驻华大使俞博生

□本报记者 柯杨

4月 13日，在外交部河南全球推
介活动上，智利驻华大使乔马里在接
受本报记者专访时说：“河南与智利
第四行政大区结为友好省区关系以
来，在文化、经贸、矿业、交通等领域
开展了一系列实质性合作。双方的
友城关系，堪称智中两国地方交流的
模范。很快，智利将参加第十二届河
南投洽会和2018中国（郑州）国际旅
游城市市长论坛，希望河南和智利更
多的政府部门、企业交上朋友，开展
合作。”

中国是智利最大的贸易伙伴。
得益于“一带一路”建设，近年来智利
和中国、和河南的经贸合作内容越来
越丰富，每年价值逾100亿元人民币
的铜矿从智利运送到河南；郑州至智

利圣地亚哥货运直飞航线开通后，智
利累计向河南出口水果 7000多吨；
智利唯一的国家级直属自由贸易区、
南美洲最大的自由贸易区伊基克自
由贸易区，建设了25000平方米的中
国商贸中心，为河南企业进入南美市
场搭建了良好平台；智利还是宇通公
司重要的目标市场之一，截至目前，
宇通公司已向智利出口客车 700余
台，价值约 3.6亿元。这些让智利充
分体会到，“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源
于中国，但机会和成果属于世界”。

现在，大量的“智利制造”经由郑
州的物流通道走向中国各地。乔马里
说，我们将逐步实现空运和海运之间
的平衡，进一步拓宽智利和河南的合
作渠道，实现双方互惠共赢。希望不
久的将来，在河南除了车厘子、蓝莓，
能见到红酒等其他智利产品。③4

期待更多“智利制造”
从郑州走向中国各地

——访智利驻华大使乔马里

携手河南
推进埃塞农业发展进程

——访埃塞俄比亚驻华大使伯哈内

高端访谈

俄罗斯驻华大使 杰尼索夫

俄罗斯与中国河南在文
化、旅游、经贸方面有着深入
而广泛的合作，我深信彼此间
的合作关系将继续加强。”

河南位于东西南北交通
大动脉交会的位置，在‘一带
一路’建设中发挥着重要作
用。深化和河南的合作，对埃
塞俄比亚很具吸引力。”

智利驻华大使 乔马里

河南与智利第四行政大
区结为友好省区关系以来，在
文化、经贸、矿业、交通等领域
开展了一系列实质性合作。
双方的友城关系，堪称智中两
国地方交流的模范。”

□本报记者 柯杨

“河南是中华文明的摇篮，我对这
个中国古代很多朝代的政治、经济、文
化中心非常向往。特别是河南位于东
西南北交通大动脉交会的位置，在‘一
带一路’建设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深
化和河南的合作，对埃塞俄比亚很具
吸引力。”4月13日，在外交部河南全
球推介活动上，埃塞俄比亚驻华大使
伯哈内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说。

对“一带一路”倡议，埃塞俄比亚
持欢迎态度，并从中受益良多。比如
越来越多的中国鞋商来到埃塞俄比亚
小城杜凯姆建厂，这个昔日的农业区
如今在世界上都闯出了名气，7000多
名埃塞俄比亚人获得了就业岗位。

中国是埃塞俄比亚的最大投资国，
在纺织、服装、皮革、钢铁等多个行业

中，很多中国企业都在埃塞俄比亚进行
了大规模投资，其中不乏河南企业，在
埃塞俄比亚的工业化中扮演重要角
色。借鉴中国经验，埃塞俄比亚计划今
年将工业园区数量增加到15个，以推动
经济发展；中国还参与了埃塞俄比亚很
多基础设施的建设，资助修建了从埃塞
俄比亚到吉布提的一条电气化铁路
线，以推动埃塞俄比亚的工业出口。

“令人欣喜的是，河南有望在我
们的农业机械化进程中发挥重要作
用。”伯哈内说，埃塞俄比亚农业还停
留在原始生产阶段，而河南作为农业
强省、强大的食品制造业基地，在传
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期间，积累了
许多宝贵的经验，这些经验很适合埃
塞俄比亚。埃塞俄比亚驻华使馆将
竭尽全力，推动双方开展更多的交流
合作。③4

□本报记者 栾姗

4月 13日，在外交部河南全球推
介活动上，俄罗斯驻华大使杰尼索夫
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说：“俄罗斯与
中国河南在文化、旅游、经贸方面有
着深入而广泛的合作，我深信彼此间
的合作关系将继续加强。”

杰尼索夫谈起河南，显得十分熟
悉而亲切，就像在说一位老朋友。他
说，河南是中华民族伟大文明的发祥
地之一，中国历史上的文明古都如洛
阳、开封等都在这里，中国的农历和
河南的农业周期、气候条件有着极大
的关系。

2006 年，俄罗斯总统普京曾经
对他神往已久的少林寺进行私人访
问。杰尼索夫说，普京总统是全世界
第一位参访少林寺的外国元首，此次

访问给普京总统留下了很深刻的印
象。后来，许多俄罗斯名人和游客都
前往少林寺参观，少林寺僧人经常出
访俄罗斯参加各种各样的活动。俄
罗斯很多人也知道河南其他的名胜
古迹，例如龙门石窟、白马寺等。

“俄罗斯与河南的交流，不仅限
于文化和旅游方面。”杰尼索夫说，
许多俄罗斯城市和河南城市结为友
好关系，郑州机场是俄罗斯空桥货运
航空公司的主要基地。豫联集团和
俄罗斯工业投资集团ViHolding公
司合作的工业园区，生产造船、航空
航天、汽车制造等行业所需要的高性
能铝合金轧材，是俄罗斯工业投资集
团在中国投资的规模较大的项目之
一。未来，俄罗斯驻华大使馆愿意继
续竭尽全力支持河南经济社会发
展。③4

□本报记者 栾姗

4月 13日，在外交部河南全球推
介活动上，卢森堡驻华大使俞博生在
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说，卢森堡和河
南之间的伙伴关系尽管还比较年轻，
但他毫不犹豫地认为，豫卢之间的关
系是真挚的友谊关系，而且取得了丰
硕成果。

俞博生说，卢森堡和河南之间
的合作，特别是在航空物流领域的
合作，可以用“惊人的发展”来表
述。

河南民航发展投资有限公司持
有卢森堡货运航空公司 35%的股
份，双方确定并深入推进郑卢“双枢
纽”合作模式。2017 年 6 月 14 日，
习近平主席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卢森
堡首相贝泰尔时，明确提出中方支

持建设郑州—卢森堡“空中丝绸之
路”。从那时起，双方的伙伴关系有
了显著进展，不仅发展空中物流，还
积极拓展经贸产业、金融服务、人文
交流等领域的合作。例如，在积极
推进中欧班列（郑州）开往卢森堡的
基础上，推进在欧洲分销货物；协助
宇通公司在卢森堡开设销售办事
处，继而在欧洲推广电动公交车；联
系卢森堡和河南历史文物联展，继
而在欧洲展现中原文化。

俞博生说，卢森堡对中国游客非
常感兴趣，双方旅游资源的潜力还没
有完全挖掘。卢森堡旅游签证（郑
州）便捷服务平台近日将在郑州揭
牌，卢森堡驻华大使馆正在积极推进
开通郑州至卢森堡洲际客运航线，进
而通过签证便利化和客运航线加强
豫卢双方的人文交流。③7

埃塞俄比亚驻华大使 伯哈内

□本报记者 栾姗

文化基因靓起来

下午距离活动开场还有1个多小时，
马来西亚国家通讯社记者阿兹曼·阿丽
亚就已赶到现场。她在 9999朵牡丹组
合而成的盛世花墙前拍照留念，在豫茶
展区取了一小杯信阳毛尖细细品尝。“对
河南的历史文化我挺熟悉，但是一直没
有去过这个被认为是中华文明摇篮的省
份。”尽管只是看照片，阿兹曼·阿丽亚就
喜欢上了河南，说最近一定要到河南看
看。

来宾们大多熟悉的是河南的悠久历
史和灿烂文化，闻名天下的少林功夫、雍

容华贵的牡丹、风景瑰丽的云台山；还不
太熟悉的，是河南米字形高速铁路网四
通八达，高速公路连通所有县城，全球七
分之一的智能手机由“河南造”。

“古老的河南文化有了新的注解，靓
了起来。”乌克兰驻华大使奥列格·焦明
说。

“朋友圈”越来越大

河南通过空中、陆上、网上“丝绸之
路”与世界相连，让世界商品在这里“一
站到家”。站在河南跨境电商展示区，冰
岛驻华大使古士贤连连用“惊讶”这个词
来形容参观的感受。“我对郑州至卢森堡

‘空中丝绸之路’非常感兴趣，希望通过

航空物流的方式与河南展开合作。”
充满开放活力的河南，让古士贤只

从一个展台就找到了合作的机遇。而这
样的机遇，河南已经与世界分享。目前，
河南已与20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经
贸联系，与47个国家缔结了 112对国际
友好城市关系，吸引了127家世界500强
企业在这里投资兴业。

一直关注河南发展的卢森堡驻华大
使俞博生评价说，河南与世界的联系越
来越密切、交流越来越频繁，“朋友圈”越
来越大。

敞开大门欢迎您

“不论技术还是商业模式，在这个时

代‘闭门造车’是不可能的。”中国中铁
工程装备集团副总经理张志国说。这家
企业代表着河南最具活力的创新力量，
首创的矩形盾构机、马蹄形盾构机不仅
成为中国基建市场的利器，也已成为世
界地下空间和隧道建设的“新宠”，引发
各国来宾争相前来洽谈。“期待‘智利制
造’与‘河南制造’有更多的交流和合作，
开拓更大的国际市场。”智利驻华大使乔
马里说。

新时代的河南，营造一流的营商
环境和发展环境，以高水平开放推动高
质量发展，以开放主动赢得发展的主
动……在这条越走越宽，越走越远的开
放之路上，河南永远敞开大门，欢迎您的
到来！③4

开放中原绽新姿，花开时节动京城。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主席在博鳌亚洲论坛

2018年年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精神，让河
南开放的大门越来越大，4月 13日，北京，外
交部举行以“新时代的中国：与世界携手 让
河南出彩”为主题的河南全球推介活动，向世
界讲述和传播新时代的河南故事。国务委员
兼外交部部长王毅出席并发表讲话，省委书
记王国生致辞，省长陈润儿进行推介。

“我们为河南的发展成就喝彩，我们愿意
提供机遇让河南出彩。”是此次推介活动来
宾们的共同心声。

本版图片均为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陈晓东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