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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文峰 曹书为 郭畅达

2020年新年的钟声洪亮悠扬响起，中车株洲电
机有限公司迎来升格十周年的无限荣光与青春梦
想。

记忆里，2010年1月27日，红色绸缎揭开了“株
洲电机”升格元年的国企改革发展序幕，时为株洲
南车电机股份有限公司入列中国南车一级子公司,
更名“南车株洲电机有限公司”，自此，奏响新动力

“我的中国心”协奏曲。
升格元年，配装公司研制的YQ-365牵引电机、

TBQ34-3855变压器的CRH380A动车组先后在沪
杭高铁及京沪高铁先导段试运行，创造了时速
416.6 公里、时速486.1公里的提速奇迹，相继刷新
世界铁路运营试验“第一速”。

2015年，随着南车、北车合并，再度更名“中车
株洲电机有限公司”，肩负起做大做强轨道交通关
键零部件产业、专业技术延伸产业的历史使命。

就在这年，“复兴号”中国标准动车组与中国首
列出口欧洲动车组，成为中国高铁装备联合出海的

“国家名片”，而所搭载的高端牵引动力装备，来自
株洲电机公司，意味复兴路上新动力以其卓越的性
能再次标记了中国高铁的新高度，书写着中国高铁
史册的新篇章。

十年建树，百年基业！
助力“中国装备”走出去，株洲电机奋力高歌

“我的中国心”，着力推动高质量高速度发展，不但
做大做强了轨道交通关键零部件产业，而且不断壮
大了专业技术延伸产业。

坚定战略意志向未来
“连接世界，心动未来！”
2019年10月23日，国内外200余名专家学者

株洲赴约，参加绿色动力装备国际高峰论坛，探讨
绿色动力装备未来发展趋势和方向。这是中车株
洲电机公司在升格十周年之际召集的“诸葛亮会”，
以求更高质量铸造“动力之芯”，不断创造新动力，
加速驱动新发展。

这次论坛由中国中车和湖南科协主办，旨在聚
焦绿色动力装备技术创新与产业发展，为企业、政
府、高校搭建“开放共享、合作共赢”的交流平台，推
动国内绿色动力装备制造业领域，加快形成集科
研、成果转化及产业化于一体的创新体系。

论坛上，刘友梅、顾国彪、黄小卫3位中国工程
院院士分别从“绿色能源轨道车辆发展”“企研融
合，同创共盈——蒸发冷却技术发展应用之路”“先
进稀土功能材料的研发与应用”主题，发表了前瞻
性主旨演讲。

株洲电机表示，大力协同高校、产业链行业、科
研机构和政府部门，汇聚众智，整合资源，促进高端
绿色动力装备技术与产业发展，共同为制造强国、实
业兴国、交通强国的战略实施强支撑，当好践行者。

抚今追昔，岁月峥嵘。
中车株洲电机公司前身，是1961年成立的铁道

部田心机车车辆工厂电机车间，铿锵前行，记录下
中国民族工业复兴强国的坚实足迹，彰显株洲电机
始终不渝以战略眼光谋划未来的坚定意志，公司快
速从轨道交通牵引动力配套商脱颖而出，成长为中
国电传动系统核心技术和解决方案的引领者。

以战略驱动变革，以变革升华战略。
2010年，公司制订“十二五”发展规划，紧盯专

业化领域“国内一流，国际知名”发展目标，明确做
中国南车最优的关键零部件专业化企业。

自2011至2015年，公司适应南车一级子公司

发展需要，曾 4 次调整组织机构，推进单一制造企
业向制造、服务与资本运营的实体转变。期间，于
2014 年按照“市场导向、项目运作”原则，搭建“1+
1+3+X”产业构架，强化营销、研发智能，构建起快
速响应市场、业务块清晰的“哑铃型”组织结构。

通过产业结构调整，优化后的“1+1+3+X”，即
继续巩固发展轨道交通业务，持续发展具备竞争优
势的风力发电机产业；积极培育新能源汽车驱动、
高效节能工业电机、特种变压器等3个具备技术优
势与产业前景的战略性主导业务；重点孵化特殊装
备、船舶海工等“X”个战略兴新兴市场业务。同时，
采取海外出口、资本运作及产融结合等方式，实现
海外产业布局。

从2015—2019年，公司着眼全面提升现代企业
核心竞争力，实施“十三五”发展规划，推出“战略先
导、创新驱动、人才支撑”三大发展战略，明确以“三创
三化”为表述的战略愿景，致力通过创树百亿企业、精
益企业、学习型企业，构筑专业化、集团化、国际化的
百年基业，加快创建世界一流通用机电集团。

“百亿”言其规模，“精益”言其品质，“学习型”
言其核心能力。毫无疑义，“三创”目标的实现，必
须依赖于专业化的竞争能力、集团化的产业和组织
结构、国际化的业务和客户集群方得以成功。

2018年，公司深化“三创三化”，切实加强战略
课题研究，深入推进“两化融合”，大力完善资源配
置，持续发力重点项目建设和资本运作项目实施，
成功跻身2019 至2020年国企改革“双百行动”重
点企业，推行“总部+事业部”管控模式，建立更加高
效的“平台化+专业化”组织架构，实现了战略型集
团的华丽蝶变。

战略意志驱动改革创新，推动公司发展行稳致
远。

2019年，株洲电机秉承“高目标引领，高起点谋
划，高标准推进国际化”的产业发展战略引领，抓住
国企改革“双百行动”机遇，再一次将产业结构升级
为“1+1+5+X”，进一步强化持续巩固发展轨道交通
领先优势，夯实既有风力发电产业，着力新能源驱
动、特种变压器、高效节能工业电机、高速永磁电
机、特殊装备电机等5个支撑业务，大力发展伺服电
机、氢能源、磁悬浮轴承等X个新兴业务，基本形成
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格局。

“十年磨一剑，今朝试锋芒！”
瞄准国内、国际两个市场，株洲电机成功跻身

森未安、通用电气、西门子等一流企业供应商名录，
产品出口欧洲、亚洲、南非、非洲、大洋洲等25个国
家和地区，经营规模和经济效益不断攀升。

时至今日，公司销售收入已从2009年的18.39
亿元增长至 2019 年的 80 亿元，预计 2020 年可逾
100亿元大关，年均复合增长率15.8%；公司资产总
额也由增长15.44亿元增长至82.8亿元，净资产由
4.4 亿元增长至增长31.13亿元，分别增长4.4 倍和
6.1倍。

坚持科技创新铸品牌
2019 年，时速 600 公里高速磁浮试验样车下

线，填补了高铁和航空运输之间的速度空白，对完

善我国立体高速客运交通网具有重大的技术和经
济意义，这无疑令人对新时代优雅出行，越发深怀
美好憧憬。

它何以跑得如此之快，而又安全舒适？
驱动此款磁浮列车高速驰骋的核心关键部件，

“无影腿”电磁铁、“动力心脏”长定子直线电机，以
及“供血系统”磁浮变压器，正在中车株洲电机公司
成功研制。

有别于传统电机，直线电机和电磁铁组成长定
子电机，一字排开如“琴”。直线电机与沿线耸立如

“指”的变电站相连，通过应用输入油浸式变压器和
输出干式变压器，获得源源不断的稳定直流电力。

“琴指”之间，这股“动力之源”非常强劲，牵引
即将驶进新时代的时速600公里高速磁浮列车“嗖
嗖”贴地飞行，美妙车声，穿越时空，萦回耳畔，怎不
使人春风沉醉！

在株洲电机，不仅“磁浮动力”让速度与激情变
成现实，还有“永磁科技”用实力造就卓越不凡、“通
关解密”让高集成电驱系统应时诞生……公司坚持
科技创新，铸造尖端科技品牌，唱响了国之重器“动
力之源”三部曲，展示着企业强劲研制力。

2019年9月17日，公司正式发布“动力之源”三
部曲的代表作有：中国时速600公里磁悬浮列车“动
力心脏”、时速公里高速动车组TQ800永磁同步牵
引电机和A00-A0级乘用车“三合一”高集成电驱
动系统平台，以公司升格十年的科技成果，献礼新
中国成立七十周年。

时速600公里高速磁浮列车“动力心脏”是国家
科技体制改革试点以来首批定向由中国中车组织
实施的重点专项项目。项目于2016年启动，株洲电
机研发团队时经3年自主技术攻关，在三维仿真平
台、有限元仿真平台、温度场仿真平台、试验验证、
工艺验证等方面取得了阶段性成果，成功掌握了长
定子直线电机的关键制造工艺，形成了成熟的生产
制造体系，标志着我国在高速磁浮核心关键技术领
域走在了世界前列。

“TQ800”的问世，在国内首次搭建起时速400
公里及更高速度等级动车组永磁牵引电机产品技
术平台，打破了国外技术垄断，填补了国内技术空
白，为我国轨道交通牵引传动技术升级换代奠定了
坚实基础。

近年来，株洲电机站在行业技术前沿致力于牵
引动力的研发制造，从最初的同步牵引电机、异步
牵引电机、变压器，到将永磁技术成功嫁接到轨道
交通、风力发电和高效特种电机产业领域，永磁产
品已相继在高铁及城轨交通、新能源汽车、陆上及
海上风电和多功能支持船(AHTU)等远洋船只、特
殊装备等细分产业领域延伸。

正是“TQ800”平台的成功搭建，株洲电机永磁
产品“家谱”得到进一步优化和补充，实现了从无到
有、从小到大、从陆到空、从空向海的发展态势，不
断填补国内空白打破国外技术垄断，在永磁动力领
域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

2011年，国际首台驱动大功率高速离心压缩机
下线，技术领先国际。

2012 年，TQ100 永磁同步牵引电机应用到储

能式轻轨车。
2014 年，空调用高速永磁电机进驻人民大会

堂，打破多年来外资品牌长期“垄断”局面。
2015年，TQ-600永磁牵引电机装载中国首列

永磁高速动车组。
2016年，轮边永磁驱动系统实现我国新能源汽

车动力系统由第一代动力集中型向第二代动力分
散型的革命性转变，同年全球首发盾构机永磁同步
电机，是该机械领域“动力驱动”的重大技术变革与
突破。

2019 年，TQ-250 永磁同步牵引电机装载于
“未来地铁”上，较传统异步牵引电机减重20%。

同样引起业内高度关注的 A00-A0 级乘用车
“三合一”高集成电驱动系统平台，走的是深度集成
“三合一”电驱系统将成为主流技术路线，与各汽车
制造商携手引领汽车行业的创新发展，迈向更清
洁、更环保的未来。

“市场导向，技术引领”，是株洲电机精益精进
的不变追求！

升格十年来，公司坚持以科技创新打造产品品
质，锻造企业核心竞争能力，致力加强关键前沿技术
研究和平台建设，实现从技术跟随到技术引领的重大
转变，全方位提升了市场能力和产业链的增值能力。

公司先后搭建了先进的设计技术平台、全过程
的科研项目管理平台、基于UG NX8和TeamCen-
ter系统的三维设计平台、多学科的协同仿真平台、
知识产权管理平台、技术标准体系和信息化管理平
台，并且建立了科学的制造技术平台，拥有完善的
工艺标准体系和基于PDM下的工艺信息化和工艺
仿真体系以及质量信息系统，实现了设计、工艺、质
量的一体化，确保了产品的高性能和高品质。

立足先进的产品技术平台，公司全面展开系列
化、标准化、模块化设计，形成了拥有完全自主知识
产权、达到国际领先水平的产品系列化家族，能够
以技术领先优势快速响应市场需求。

在此基础上，公司组建了轨道牵引电机工程技
术研究中心、国家风电技术研究中心电机研究室、
国家级电机和变压器检测试验站、电气绝缘设备国
家重点实验室，跻身“国家技术创新示范企业”“国
家认定企业技术中心”序列，保障了新技术快速转
化为新产品。

2016年，“一种电机端盖和一种电机”斩获知识
产权领域“诺贝尔奖”中国专利金奖，向世界展示了
中国制造的原创水平。

2018年，“高速列车牵引电机及变压器研发与
产业化”项目荣膺中国工业大奖表彰奖。同时，发
明专利“一种永磁电机”获中国专利银奖等。

2019年，8项科技成果获得中国中车科学技术
奖。

十年来，株洲电机累计科研项目立项1437项，
参与起草3项国际标准、39项国家标准、44项行业
标准、6项标准技术文件；专利申请总量由158项增
至1407项，有效专利总量达到1048件，其中发明专
利182件。

坚守匠心筑梦成大器
“跃上葱茏，更比山高。”

在公司升格十年的时间点，株洲电机秉持“不
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的初心使命，编写了

《成器之道》《驱动你的心》等经营哲学初探系列专
著，结合自身在竞争激烈、不进则退的市场上的成
功案例及他山之石，自我剖析日益清晰的目标、愿
景，以及日趋成熟的规则、制度和日臻完善的体系、
机制，为公司新的远大征程增添智慧源泉，凝心聚
力吹响了学习、借鉴、转化、创新再出发的集结号。

集结号的标志，就是镌刻上“明德成器，利物益
世”八个大字的企业文化基石，意蕴株洲电机秉承
中国中车“正心正道，善为善诚”核心价值理念，历
经十年升格化育，形成与之一脉相承的企业精神，
它犹如一部长幅方形的文化巨著，竖立在公司电机
工程研究院内的开阔花圃，引人驻足品鉴，获得价
值取向认同。

“明德”，以善因达成善果。
“成器”，提供超预期品质。
“利物”，创值之恒心不辍。
“益世”，责任与梦想同在。
“由行而心，知行合一”，株洲电机因拥有别具

特色的“经营哲学”而释放出巨大的文化力量，公司
上下自觉扛起“连接世界，造福人类”的神圣使命，
以行的一致塑造“安全、品质、效率、客户”的企业形
象，以心的一致树立“高端、优质、绿色”的品牌形
象，知行合一打造国内质量过硬的高端动力装备先
锋和国际享有盛誉的世界一流通用机电集团，公司
连续5年荣膺“全国企业文化建设典范企业”“全国
企业文化建设先进单位”。

2015 年 7 月，公司为德国研制的 5MW 海上风
力发电机下线，这是中国兆瓦级风电电机首次打入
对工业产品质量要求颇为“严苛”的欧盟市场，标志
公司风电海上海外“两海战略”取得里程碑式突破。

株洲电机的“经营哲学”里有个特别令人崇尚
的字眼，就是“闯劲”。如果每位员工岗位做满是10
分，那大家都想做到12分、15分，甚至更好的成绩。

作为中国中车旗下的核心高端动力装备制造
企业，株洲电机市场高地在哪里？公司高层精益求
精地探讨后，十分肯定地认为：“就在欧洲，我们能
够进到这里，就代表着我们进到了制造业的高峰。”

为之努力，公司海外营销总监在2014年仅往返
德国就在20趟以上，带领株洲电机攻关团队，不停
地用PPT、VCR讲解，还邀请德方贵宾来中国了解
中国企业的实力，并全力满足客户的技术要求。

现在，作为电机的发源地之一，“老祖宗范”的
德国也从株洲电机择优电机产品，证明株洲电机高
端装备已经攀上“世界高峰”，发出闪耀五洲的“中
国制造”夺目光芒！

“十年升格路，初心恒致远”，株洲电机高唱“我
的中心”，逐梦永磁驱动的征途，驾驭风电领域的优
势，驱动中国高铁的心脏，牵引复兴列车的动力，风
驰电掣，奋进新时代，再造新辉煌……

熟悉株洲电机的人们在期待：不久的将来，一
个驱动产业链集群，或将崛起株洲，再令世界瞩
目！

唱响“我的中国心”
——解密中国动力谷高质量发展调研行·中车株洲电机公司篇

新华社记者 霍小光

岁月真的就这么叩响了2020年的大门。
曾经以为遥远的目标，达成竟在眼前；前

人擘画的美好蓝图，即将由我们亲手实现。
第七次聆听习近平主席的新年贺词，感触

尤深。
“我们用汗水浇灌收获，以实干笃定前

行。”这既是2019年中国人民拼搏奋斗的写照，
也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源泉。

贺词开篇一个数据亮了——
“我国国内生产总值预计将接近 100 万亿

元人民币、人均将迈上1万美元的台阶。”
还记得 2 年前，习近平主席在新年贺词中

回望 2017 年时自豪地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
迈上80万亿元人民币的台阶”。

从 80 万亿到 100 万亿，仅仅两年时间！新
发展理念指引，高质量发展平稳推进，中国经
济交出稳中有进的答卷。

还记得 12 年前，党的十七大提出，确保到
202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人
均国内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两番。

然而时至今日，何止翻两番！中国的发展远
远超出预期！近14亿人口的国家，人均GDP实现
历史性跨越，这是人类发展史上的又一个奇迹。

“不同凡响的中国风采、中国力量。”习近平
主席的金句道出了我们共同的心声。

聆听贺词，眼前浮现出一幅绚丽多彩的“神
州万里图”。治党治国治军、内政外交国防……
回顾一年的成绩，有硬核力量绘就的山河壮
阔，也有民生小事点染的人间烟火，有激情跃
动，也有细腻温暖。

岁月如歌，时光如水。生活改变了一个人，
我们都有属于自己的光阴故事。网络上、朋友
圈里，大家以不同方式致敬难忘的2019年。

习近平主席也在致敬。国庆大典，天安门城
楼上挥手瞬间，深深地印刻在我们的脑海里。

向历史致敬，向时代致敬，向人民致敬。
如习主席所说：“这一切，汇聚成礼赞新中国、

奋斗新时代的前进洪流，给我们增添了无穷力量。”
贺词中有一句告白令人动容——

“我沿着中国革命的征程砥砺初心。”
河北西柏坡、福建古田、陕西延安、贵州遵义、

江西井冈山、安徽金寨、山西吕梁、上海一大会址、
嘉兴南湖红船、北京香山革命纪念地……党的十
八大以来，一段段红色追寻，激励人心、给人启迪。

以身相许、庄严承诺。一个“我”字，尽显
习近平主席对党、国家、民族的赤诚肝胆。

我将无我，不负人民。唯有不忘初心，方可
告慰历史、告慰先辈，方可赢得民心、赢得时

代，方可善作善成、一往无前。
贺词中涌动着一种精神激荡人心——

“万众一心加油干，越是艰险越向前”；
“我们不惧风雨，也不畏险阻”。
船到中流，人到半山，越进越险，不进则

退。新时代里，我们需要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
史特点的伟大斗争。

与贫困斗争，与灾害斗争，与消极腐败斗
争，与歪风邪气斗争，与霸凌主义斗争，与一切
妄图压垮中国人民、迟滞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
程的企图斗争，直到最后的胜利。

贺词中充盈着一份情怀厚重深沉——
这一年，身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习近平

总书记拿出近一个月时间12次前往各地考察调
研，7次出国访问累计达30天，同来华的外国政
要进行了80多场双边会晤，出席4场重大主场外
交活动，主持召开会议、听取工作汇报、批阅重要
文件、发贺信写回信……“忙碌指数”一再刷新。

可就像他在贺词中所说，“无论多忙，都要
抽时间到乡亲们中走一走看一看。大家跟我说
了很多心里话，我一直记在心上。”

他提到了独龙族群众、下党乡乡亲、“王杰
班”战士、体育大学学生、澳门小朋友和义工老
人，也点赞了保卫祖国、守护平安、坚守岗位、
辛勤劳作的你我。

中国力量究竟来自哪里？“成就凝结着新
时代奋斗者的心血和汗水”。

中国主张为什么具有感召力？“推动构建人类
命运共同体，为创造人类美好未来而不懈努力”。

2020 年，注定是非凡的年份。习近平主席
称之“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

端起历史的望远镜可以看得更清楚。1840
年鸦片战争，在中国近代史的开端上留下了屈
辱、伤痛和黑暗。1840—2020。180年披荆斩棘
的探索，180 年气吞山河的行进。终于，中国共
产党带领人民来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
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里程碑前。

当把今天的新时代置于中国近代史的维
度中，不难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彼时中国之败
败在制度，今日中国之强强在制度。

2020年，也是我们向着第二个百年奋斗目
标进军的起点。

“历史长河奔腾不息，有风平浪静，也有波
涛汹涌。”习近平主席的话意味深长。

中华文明5000年长河，多有曲折却东流不改，
浩浩荡荡奔涌向前。这就是不同凡响的中国力量。

2020年的钟声即将敲响。
梦中一切的好，将在“只争朝夕，不负韶

华”的瞩望中实现！
（新华社北京2019年12月31日电）

不同凡响的中国力量
——聆听习近平主席2020年新年贺词

2020年，外媒这样展望全球
辞旧迎新，目光向前。新的一年，各国将拥

抱新机遇，面对新挑战；展望全球政治、经济、科
技等领域前景，外国媒体表情复杂，心态不一。

焦虑：美选举冲击波辐射全球

英国《经济学人》报道，2020年将是动荡之
年，以“不稳定”“愤怒”“政治极化”“全球经济疲
弱”为标签。两大话题将长时间占据全球新闻头
条：美国总统选举和全球经济疲弱。包括弹劾议
题在内，美国总统选举的不确定性因素仍然较
多，市场对美国经济、金融市场前景的信心在
2020年将进一步动摇。两大话题均反映焦虑情
绪，还可能陷入相互影响的恶性循环。

警惕：特朗普外交挑战增加

美国《国会山》报道，特朗普 2020 年竞选
连任的同时，将迎来充满动荡的世界。朝核问
题将是特朗普这一年的最大外交挑战，一旦朝
方在自设的 2019 年“最后期限”后采取强硬措
施，美朝关系将走到十字路口。特朗普将面临
抉择：继续无视朝方举动以避免态势升级，还
是回到“极限施压”策略。特朗普面临的其他外
交挑战包括：从叙利亚和阿富汗撤军；与土耳
其关系；与伊朗关系。

乐观：亚洲经济体风险中回稳

《日经亚洲评论》对 2020 年亚洲经济增长

前景谨慎乐观，认为整体增速将回升，但全球
贸易摩擦、美国总统选举等不确定因素令亚洲
经济承压。其中，东盟前五大经济体（印尼、马
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泰国）平均增长预期

将由 2019 年的 3.9%小幅回升至 4.2%，但大幅
低于2018年水平；印度2019至2020财年经济
增速预期降至5.0%，下一财年有所回升。

彷徨：英国“脱欧”有方向无定数

英国《金融时报》认为，中期而言，英国不
会因为“脱欧”面临分裂困境，但在 2020 年仍
难敲定与主要伙伴的关系框架。英国首相约翰
逊寻求与欧洲就“脱欧”后关系达成协议，但将
排除“脱欧”过渡期延后至下一年的可能。具体
而言，英国与欧盟 2020 年可能达成一项最小
限度的自贸协议，但会通过“加时”敲定余下细
节；美英贸易协定取得进展的难度较大，美国
迎来选举年，特朗普、共和党和民主党都无暇

顾及英国。

期许：欧中关系迎关键一年

“欧洲活力”新闻网报道，2020年将是欧盟
对华关系至关重要的一年，其成功与否很大程
度上取决于双方能否达成双边投资协定。这一
年，双方高层互动将更加频繁，在伊核问题、气
候变化、区域互联互通等方面具有不错合作前
景。 （新华社供本报特稿）

2019年10月17日，在比利时布鲁塞尔的欧盟总部，工作人员整理英国和欧盟的旗帜，为
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与英国首相约翰逊的关键性会面做准备。 新华社发

以实干笃定前行
以开放拥抱世界

——多国人士热议习近平
主席二〇二〇年新年贺词

新华社北京2019年12月31日电 综合新华社
驻外记者报道：新年前夕，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表二
○二○年新年贺词。多国政府官员和专家学者表
示，习近平主席的新年贺词饱含温暖和信心，展现了
不同凡响的中国风采和中国力量。展望新的一年，他
们表示相信，中国将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继续
以开放拥抱世界，与各国人民携手创造美好未来。

肯尼亚内罗毕大学教授埃瓦里斯图斯·伊兰
度说，习近平主席的新年贺词充满信心和力量。贺
词表达了中国消除贫困的决心。贫困是一个全球
性问题，需要世界各国共同努力。在2019年，中国
让 1000 多万人实现脱贫的成绩为世界树立了典
范。

日本经济专家和中清对贺词中提到的打赢脱贫
攻坚战表示钦佩。他说，中国一步步走向共同富裕，
与中国追求和平发展的理念分不开，相信中国在
2020年一定能实现脱贫目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南非标准银行商贸业务主管克雷格·波尔金
霍恩表示，他对习近平主席在贺词中提到的 2019
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预计将接近 100万亿元人民
币印象深刻。波尔金霍恩认为，中国市场巨大，将
为世界各国带来机遇。他还提到，中国举办的第二
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为更多的海外商家提供了
商机。非洲国家需要加速自身发展，与中国制造
业、金融业及服务业对接，实现合作共赢。

俄罗斯人民友谊大学副教授奥列格·季莫费
耶夫说，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说，2020年是具有里程
碑意义的一年。中国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
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季莫费耶夫认为，中国的改革
开放政策将会继续得到深化。对许多国家来说，中
国倡导的多边主义非常具有吸引力，并正在全球
得到更多认可。

埃及外事委员会成员赫芭·贾迈勒说，中国一
向奉行维护国家主权、互不干涉内政的外交政策，
在国际合作中一直强调互利共赢。对于阿拉伯国
家来说，中国是值得信赖的伙伴，阿拉伯国家愿与
中国继续加强合作。

塞内加尔智库“世界的非洲组织”总裁西尔·
西表示，2020年，期待中国在技术转让、文化、体育
和学术交流领域更加紧密地与非洲开展合作。

巴基斯坦伊斯兰堡国际事务委员会负责人赛
义德·乔杜里说，中国相信发展不应只是自身的发
展，而应当同其他国家共同发展。习近平主席在贺
词中再次提到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
类美好未来，中国在过去几年里为实现这一目标
付出的努力已结出累累硕果。

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法塔赫）中央委员、
阿拉伯关系和中国事务部部长阿巴斯·扎基说，
习近平主席在贺词中提到的“一带一路”倡议是一
个连接各国人民和各国文化、促进各领域交流的
伟大工程，将持续造福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