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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南亚的季风吹暖了江淮平

原的寒冬。 1 月 15 日至 16 日，

由马来西亚建设部部长法迪拉

带队的马来西亚高层专项考察

团抵达江苏，分别与太平洋建设

创始人严介和、太平洋建设董事

局主席严昊会谈，并特别参观了

太平洋建设承建的“中国 PPP 第

一单”———宿迁市洪泽湖路。 此

次考察后，太平洋建设与马来西

亚在基础设施建设的全面合作

将进入实操阶段。

合作一经开启，世界 500 强

排名 89 位、 全球建筑业私企第

一的太平洋建设将以马来西亚

为中心，全面进入东南亚基建市

场。

挺进东南亚、 谋划中西亚、

布局中东欧，循着古老丝绸之路

的脉络，太平洋建设铺展着一个

民营企业与“一带一路”的“宏大

叙事”。

世界 500强民企深耕“一带一路”
“太平洋建设”吸引马来西亚目光拓荒 PPP模式

信仰传承不忘初心

1 月 15 日， 雪后的华东大地气温回升，和
煦如春。 由马来西亚建设部部长法迪拉带队的
专项考察团飞抵南京、直奔宿迁。同行的还有马
来西亚建设部秘书长佐哈亚、 建筑与工业发展
局局长罗斯兰等人， 这几乎囊括了马来西亚公
共工程管理的全部中坚力量。

考察第一站———宿迁市洪泽湖路， 中国
PPP模式的“开山之作”。

1996 年， 刚建地级市的宿迁市百业待兴，
当务之急是建一条主干道。 但当时的市政府刚
刚组建，市级财政为零。政府领导找到太平洋建
设，希望能垫资修一条路。在政府拿不出一分钱
启动资金的情况下， 这个造价 5000 万元的工
程项目就由这家民营企业垫资上马。

责任与风险集于一身， 太平洋建设站在时
代的风口， 并由此成为中国 PPP 模式的拓荒
者。而随着洪泽湖路的建成通车，城市建设所需
的各种建筑材料和重型机械， 源源不断地从这
里输入，一座现代化城市拔地而起。

马来西亚考察团一行就道路的建设过程、
建造方式、承载体量等进行了详细地询问，当了
解到这条路已经运行了 20 多年没有经过整修
依然完好无损时， 法迪拉感叹：“我相信永续性
是在建筑业成绩单中最为重要的‘必要项目’，
这反映一个企业的态度及对待其工人、 公众和
环境的投入。 ”

离开宿迁抵达淮安， 与太平洋建设创始人
严介和会谈时， 这位在马来西亚有多年公路管
理经验的部长仍然很激动地表示， 自己多年来
一直致力于通过多项措施完善公路系统， 推行
建筑业转型计划，鼓励工业化建筑系统等等。令
他没有想到的是，“这一切在中国一条已有 20
年历史的公路上找到了答案。 ”

声音洪亮、精力充沛的严介和这样回答他：
“因为我们也有唯一的信仰，那就是智慧、良心；
吃苦、吃亏。 ”

他还强调说：“我们当时一起创业挖第一桶
金、 建第一条路的老伙计们基本也都已经交班
给了下一辈，一代人、一代代人，从雇工变成股
东、从职业走向事业、从待遇上升到荣誉，太平
洋建设厚侍员工、 博奉品牌的精神就这样传承
下来。 ”

这位书香传递的企业家还将亲笔书写的一
封信请团队译读给法迪拉部长听， 信中饱含一
个中国民企的责任与担当：

“只有设计、建设、养护一体化，才能让不阳
光的建筑业走向零挂靠、零分包、零内耗、零腐
败、零亏损，最终实现进度最快、成本最低、质量
最好。 我们的商业模式将会给马来西亚建筑业
带来一场暴风骤雨的革命， 让雨后的马来西亚
地更清、树更绿、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阳光更灿
烂、人寿更延年……”

情怀马来西亚
民企胸怀通利天下

太平洋建设与马来西亚的缘分由来已久。
2017 年 8 月，太平洋建设创始人严介和飞

抵吉隆坡，开启了为期一周的跨国并购、品牌路
演、选址考察之旅。期间与包括马来西亚建设部
部长法迪拉在内的多位政商学界人士会面，太
平洋建设的企业文化被马方团队引为经典语
录，更赢得马方政府的认可及共鸣。

2017 年 11 月， 太平洋建设董事局主席严
昊又赴吉隆坡先后与法迪拉及马来西亚交通部
副部长阿齐兹、 财政部副部长李志亮等马来西
亚政府高层举行会谈。 双方就太平洋建设参与
马来西亚基础设施建设、 东盟总部选址等事宜
展开深入磋商。

近期， 马来西亚交通部正式发函邀请太平
洋建设参与吉隆坡地铁 3 号线项目的建设，并
希望以此为契机，与太平洋建设展开全面合作。

法迪拉坦言， 本次专项考察正是为下一步
双方就马来西亚基础设施建设全面合作推进做
好铺垫。他也动容地表示，最为打动他的还是太
平洋建设为他描绘的那幅明亮的蓝图， 太平洋
建设能够带给马来西亚的改变， 承载着当地人

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这让他在异国的冬日感
受到了家乡的温暖。

1 月 16 日， 在抵达考察第三站南京时，太
平洋建设董事局主席严昊率团队接待了法迪拉
一行。

这位“85 后”年轻掌门有着不同于父亲的
内敛气质， 对企业的核心价值却有着相同的执
着， 他在会谈中一再强调着太平洋建设的品牌
标准，他说，太平洋建设拥有与政府合作的成熟
经验，在马来西亚，将继续秉承“安全第一、口碑
第二、效益第三”的核心价值观，以“进度快、质
量好、成本低、矛盾少、效率高”、“受得苦、吃得
亏、担得责、扛得罪、忍得痛”的做事做人标准，
将世界 500 强的“资源、智慧、资本”带入马来
西亚、融入马来西亚，以主人翁的精神，在马来
西亚基础设施建设领域发挥示范带头作用。

马来西亚是东盟成立后第一个同中国建交
的国家，也已成为中国企业“走出去”的东南亚
市场首选地。 严昊毫不掩饰对马来西亚市场的
野心，他表示，通过多次对接感受到了马来西亚
开放的经济环境、 完善的法律体制和良好的企
业管理，十分看好马来西亚发展。通过与马来西
亚政府高层的对接， 坚定了太平洋建设将吉隆
坡作为东南亚总部之地的想法。

而在去年 11 月应邀出席中新经贸与投资
合作论坛时，严昊也曾表示，东南亚是“一带一
路”建设的重要枢纽，作为中国最大的城市运营
商，太平洋建设参与东南亚的基础设施建设，是
发展的大势、历史的必然。太平洋建设将始终秉
持“智慧、良心；吃苦、吃亏”的企业精神，致力于
国家的荣耀、民族的尊严，以全球视野做民族企
业，从太平洋建设走向建设太平洋。

东南亚市场，一直是太平洋建设面向“一带

一路”沿线的桥头堡。 此前，太平洋建设与东南
亚各国已有过多次对接。

去年 8月， 严昊应邀前往菲律宾驻华大使
馆会见菲律宾驻华大使罗马纳， 双方就太平洋
建设参与菲律宾基础设施建设、 布局东南亚的
企业市场规划进行沟通。 严昊坦言希望通过时
间让菲律宾政府看到一个中国民营企业做事情
的水平、格局与胸怀。

去年 9 月， 第 14 届中国 - 东盟博览会开
幕前， 严介和在北京先后会见印度尼西亚驻华
大使苏更·拉哈尔佐、 越南驻华大使邓明魁，在
与两位大使的会面中， 均表达了希望推进与东
南亚国家合作的信心与决心。 9月底，严介和又
前往会见缅甸驻华大使吴帝林翁， 双方畅谈经
济形势，探讨未来合作。

最为值得一提的是，去年 11月严昊在应邀
出席 2017 越南 APEC 领导人会议周系列活动
期间，作为中国唯一建筑业企业代表，受到越南
总理阮春福的亲切接见。 阮春福高度肯定了太
平洋建设在“一带一路” 建设中发挥的重要作
用，希望太平洋建设进一步展现世界 500 强的
雄厚实力，通过基础设施建设，搭建越南与中国
间的“桥梁”，促进两国商贸往来。

表率跨制合作
互利共赢山高水长

挺进东南亚的同时， 太平洋建设在中东欧
的布局业已展开。

1 月 10 日，太平洋建设与中铁国际集团举
行战略合作签约仪式。 太平洋建设创始人严介
和、 中铁国际集团总经理陈诗平分别代表双方
签约。 双方约定，将积极发挥各自专业优势，增
强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合作开发国际项目，
更好地落实国家“一带一路”倡议。

签约仪式上，太平洋建设与中铁国际集团还
就阿尔巴尼亚“蓝色走廊”项目开发进行签约。

此次战略协议的签订，是在“一带一路”时
代背景下， 一次民企和央企跨体制合作的成功
典范。 严介和在签约仪式上表示，多年来，太平
洋建设“对外做口碑、对内股份制”，在改革开放
的春风中拔节成长。此次双方的成功合作，也是
在党的十九大精神指导下， 一次民企和央企的
优势互补。太平洋建设将秉持匠心精神，与中铁
国际抱团出海，打响海外市场口碑。

陈诗平表示，中铁国际集团作为国家“一带
一路” 倡议的先行者， 在海外多个市场布局多
年，具有成熟的人才团队和丰富的项目经验，期
待未来双方能够有更多项目的合作。

在签约仪式中， 阿尔巴尼亚“蓝色走廊”
PPP项目成为双方关注的焦点。 太平洋建设董

事局副主席郭庆、 中铁国际集团副总经理王子
建作为双方代表就该项目合作进行签约。

“蓝色走廊”是一条位于亚得里亚海、爱奥
尼亚海沿岸的高速公路，项目建成后，将连接克
罗地亚、黑山、阿尔巴尼亚和希腊等国，并最终
建立“地中海贸易圈”。 这条公路不仅与海岸线
美景并驾齐驱， 也是串起海岸线多个国家交通
的重要纽带。

这是继乌克兰基辅市地铁 4 号线项目后，
双方强强联手的又一力作。

2017 年 5 月，“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
坛在北京举行， 太平洋建设董事局主席严昊率
团队在京会晤出席论坛的乌克兰第一副总理兼
经济发展与贸易部部长库比夫及其率领的乌克
兰政府代表团，达成合作共识，太平洋建设、中
铁国际集团与乌克兰政府共同签订关于乌克兰
基辅市地铁 4 号线建设项目共约 20 亿美元的
合作备忘录。这是一次国家与国家的跨境合作，
也是一次民企与央企的跨体制合作， 体现了
“1+1＞2”的共赢效应。

当年 11月，太平洋建设和中铁国际集团组
成联合体， 在乌克兰基辅市政府成功签署了地
铁 4号线项目正式合作协议。 该项目是中乌两
国政府 70亿美元合作清单中最重要的项目，备
受两国政府的关注。

随着双方战略合作协议的顺利签订， 太平
洋建设和中铁国际集团将在良好合作的基础
上，加速推进业已成熟的“蓝色走廊”PPP项目，
全力冲刺中东欧市场。

筑梦“一带一路”
顺应时代春华秋实

太平洋建设始终坚持以全球视野做民族企
业，在时代发展的潮流中抢占先机。为积极践行
“一带一路”倡议，太平洋建设于 2016年底正式
注册落户新疆， 完成了挺进大西北的重大战略
转移，成为第一家总部设在新疆的世界 500 强
企业。

自 2016 年以来， 太平洋建设和新疆各地
州及生产建设兵团签署了 4000 多亿元协议，
融入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

2017 年 9 月，太平洋建设与广西壮族自治
区人民政府签署 4500 亿元投资协议， 打造海
上丝绸之路重要枢纽， 并在南宁设立南方总部
基地，辐射进入东盟十国。

在中东欧， 太平洋建设还积极推进与格鲁
吉亚、塞尔维亚、保加利亚、马其顿、摩尔多瓦等
国的深入对接。

在中西亚， 太平洋建设与哈萨克斯坦的地
铁项目、巴基斯坦的铁路项目、吉尔吉斯斯坦的
能源项目、 乌兹别克斯坦的基础设施项目的合
作，均已取得实质性进展；与伊朗达成 266 公里
高速公路建设合作意向， 与沙特签订战略合作
协议，走进“幸福沙漠”，助力“绿洲城市”；并强
化了同阿联酋等国的联系。

在东南亚， 太平洋建设正以马来西亚为突
破，加快推进同东盟十国的合作，在向海外开发
新格局中抢占先机。

严昊表示：参与“一带一路”建设，顺应了企
业的发展、顺应了国家的政策、顺应了时代的步
伐。世界的发展需要中国的参与，更需要中国企
业的参与。 太平洋建设成立 20多年了，前面的
20年我们走得很快，未来的 100 年我们要想走
得更远，国际化是必由之路。（本版图片均由太平洋建设提供）中国 PPP 第一单———宿迁洪泽湖路。

太平洋建设与中铁国际集团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民企央企携手参与“一带一路”建设。

太平洋建设创始人严介和与马来西亚建设部部长法迪拉。 太平洋建设董事局主席严昊与马来西亚建设部部长法迪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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