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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发起，湘闽新三省（区）党报联动，连线湘闽新三省（区）全国人大代表，共话高质量
共建“一带一路”——

逐梦“一带一路”共创美好未来
省级党报党端朋友圈

湖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杨佳俊 黄欣然

福建日报记者 郑璜 刘必然

石榴云/新疆日报记者 陈蔷薇

今年是“一带一路”倡议提出 10 周年。

2013 年 ，习 近 平 总 书 记 提 出“ 一 带 一

路”重大倡议。10 年间，共建“一带一路”取

得丰硕成果，倡议拉动近万亿美元投资规

模，形成 3000 多个合作项目，创造 42 万个

工作岗位，让将近 4000 万人摆脱贫困。“一

带一路”成为各国共同的机遇之路、繁荣之

路，为包括中国在内的沿线国家经济高质

量发展提供了广阔舞台。

湖南、福建、新疆是“一带一路”上的重

要省（区）。全国两会期间，湖南日报联合福

建日报、新疆日报，连线湘闽新三省（区）全

国人大代表，共话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畅谈“朋友圈”的美好未来。

聊成绩：美好蓝图变实景

【对话】

盾构机：我是一台来自湖南的盾构机，由中国

铁建重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生产。得益于“一带一

路”倡议，我这些年到过不少国家和地区，如俄罗

斯、土耳其、印度、韩国、斯里兰卡……

德化瓷：我是产自福建德化的瓷器，“白如玉、

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说的就是我。早在宋元时

期，我就和丝绸、茶叶一起出海。没想到几百年后，

我又有机会重新踏上“海上丝绸之路”。

变压器：两位小伙伴好呀！我来自新疆维吾尔

自治区，是一台由特变电工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的变

压器。近年来，特变电工紧扣“一带一路”倡议、国际

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机遇，主动作为，不断深化同

周边国家能源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的务实合作，我也

越走越远。

盾构机：咱们能够走出国门，看到更远的世界，

离不开“一带一路”沿线基础设施的建设。

德化瓷：可不是，拿我所在的福建来说。从德化

出口到世界各地的瓷器中，不少就是搭乘“丝路海

运”航线的货轮抵达海外的。

变压器：中欧班列已成为中欧国际物流中陆路

运输的骨干方式。全国 5 大中欧班列通行主要口岸

中，新疆口岸牢牢占据了其中 2 个，霍尔果斯、阿拉

山口口岸成为中欧班列西行的重要门户口岸。中欧

班列（乌鲁木齐）集结中心入选全国五大中欧班列

集结中心示范工程。

【旁白】

全国人大代表、福建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黄茂

兴：2018 年 12 月，福建率先开行“丝路海运”，这是

中国首个以航运为主题的“一带一路”国际综合物

流服务品牌和平台。截至 2023 年，“丝路海运”航线

总数达 94 条，通达东北亚、东南亚、南亚、中东、非

洲、欧洲的 31 个国家和地区的 108 座港口，联盟成

员突破 300 家，成为一条融汇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

的强力纽带。近年来，福建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

策部署，积极推动同共建国家基础设施“硬联通”、

规则标准“软联通”、人民“心联通”，推动“海丝”核

心区建设高质量发展。“丝路海运”持续拓展就是福

建“海丝”核心区建设走深走实的生动实践。

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优先

领域，而“丝路海运”品牌的一大优势正是跨界合

作、融合发展。“丝路海运”联盟正不断扩大，畅通了

包括福建在内的货物、商品进入沿线国家市场的物

流通道，有助于沿线国家人民购买到物美价廉的商

品，更推动人们之间心灵相通契合。

全国人大代表、乌鲁木齐海关所属阿拉山口海

关技术中心副主任李兰：拥有世界顶尖装备制造业

技术的特变电工，产品走出国门，离不开便捷的交

通运输。中欧班列作为“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成

果，获得了国际社会的高度认同和广泛参与，已成

为中欧国际物流中陆路运输的骨干方式。全国 5大

中欧班列通行主要口岸中，新疆口岸占 2 个，霍

尔果斯、阿拉山口口岸成为中欧班列西行的重

要门户口岸。2022 年，这两个口岸通行中欧

班列数量占全国开行总量的八成多。为了

满足日益增长的货运需求，新疆铁路持

续加大硬件投入。2020 年，霍尔果斯

站扩能改造工程完工，硬件升级带

来了口岸运力的飞跃提升，运输

组 织 能 力 提 升 30%以 上 。2022

年 11 月 30 日，兰新铁路精河

至阿拉山口段增建二线工

程项目开工。工程建成投

运 后 ，阿 拉 山 口 至 中

亚、欧洲等方向的通

关能力和通关效率

将 得 到 大 幅 提

升 。过 去 5 年 ，

新疆中欧(中

亚)班 列 货

运通道能力稳步提升，累计过境 2.94 万列、年均增

长 23.6%，累计始发 5807列、年均增长 9%。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铁建重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党委书记、董事长刘飞香：铁建重工在共建“一带一

路”中具有标志性的产品就是出口俄罗斯适应极寒地

质的盾构机。2017年6月，铁建重工5台盾构机正式出

厂，这是国产品牌盾构机首次出口到欧洲发达国家市

场。目前，我们的产品出口俄罗斯、土耳其、印度、韩

国、斯里兰卡、卡塔尔、秘鲁等 40多个国家和地区，实

现了从填补空白、替代进口到批量出口的跨越。

湖南不沿边不靠海，虽然“先天不足”，但“后

天”十分努力。到 2022年，湖南融入共建“一带一路”

取得新进展，我这里有这样一份湖南的成绩单：推

动出台构建以融入共建“一带一路”为重点的全方

位对外开放格局实施意见，成功签约“一路两园”合

作备忘录，“湖南+科特迪瓦”、隆平发展农业项目顺

利开工。五大国际贸易通道加快建设，中欧班列开

行 1063 列、居全国第 3 位；岳阳城陵矶港集装箱吞

吐量突破 100 万标箱、增长 68.1%；湘粤国际通道开

行 274 列、怀化东盟班列开行 151 列。2022 年，全省

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 3.5亿美元，增长 97%。

谈创新：攻坚克难有绝技

【对话】

盾构机：能够远销海外，想必大家都身怀绝技

吧！我先来说说我的本事。为了适应莫斯科极寒的施

工环境，我的整机关键部件均采用耐低温材料制作。

不仅如此，研发人员还专门开发了一套耐低温驱动

系统，使我可以在零下30多摄氏度的环境正常工作。

德化瓷：要让传统的中国陶瓷被世界广泛接

受，关键靠创新。不少企业尝试将传统工艺与时尚

文化融合，因此，我已经从过去百姓生活中的锅碗

瓢盆进军到全新的陶瓷艺术品领域。

变压器：2021 年 2 月，特变电工特殊设计的出

口津巴布韦 400千伏单相自耦变压器通过计算机仿

真验证，各项性能指标优于合同要求。这一设计在

行业内尚属首次，也标志着该批超高压变压器产品

进入批量设计生产阶段。

【旁白】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铁建重工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刘飞香：2008年，铁建重工开始

进行盾构机研发设计。当时，国内地下工程建设所

需要的全断面隧道掘进机主要依赖进口，国之重器

受制于人。10 余年间，我们从零开始一步一步攻克

难关，从跟跑、并跑到实现领跑，通过战略创新、机

制创新、科技创新，跻身世界前列。如今，铁建重工

拥有全球最大的高端地下工程装备制造基地，生产

国内系列最全、品类最多、应用最广的地下工程装

备，创造了百余项填补国内国际空白的产品和技

术。可以说，铁建重工的发展是中国工程机械行业

创新发展的缩影。作为全球领先的全断面隧道掘进

机制造商和高铁道岔产品提供商，铁建重工沿着

“一带一路”服务“朋友圈”，以充满“中国智慧”的基

建利器助力全球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引领“中国制

造”迈向“中国创造”，前行在“中国装备装备中国”

“中国装备装备世界”的征途上。

全国人大代表、福建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黄茂

兴：早在宋元时期，德化陶瓷就是“海上丝绸之路”

的重要出口商品，与丝绸、茶叶并誉于世界。2015

年，德化被联合国世界手工艺理事会授予目前唯一

的“世界陶瓷之都”称号。2021 年 7 月，德化窑址作

为“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遗产点之

一，一并列入遗产名录，成为首个瓷窑类的世界文

化遗产。如今，这里是全国最大的陶瓷工艺品生产

和出口基地。一件件制作精美的瓷器，不仅销往全

球 190 多个国家和地区，而且成为海外消费者了解

中国文化的载体。在德化陶瓷人看来，要让传统的

中国陶瓷被世界广泛接受，关键要创新发展思路，

不能因循守旧。不少企业尝试把传统工艺与时尚文

化紧密融合一起。而从传统工艺中融入创新元素开

始，德化陶瓷也从过去百姓生活中的锅碗瓢盆领

域，加速拓展到全新的陶瓷艺术品领域。中国传统

工艺，也能成为塑造异国风情的“魔术手”。

全国人大代表、乌鲁木齐海关所属阿拉山口海

关技术中心副主任李兰：除了产品技术的创新，“一

带一路”建设过程中还富含要素流动的创新、资源

配置的创新、模式路径的创新等。如，2018 年新

疆通过积极探索创新班列运营模式，成功组

织开行了全国首列采取“中欧班列集拼

集运模式”的测试班列。这是一种新的

运输模式，它使得班列在乌鲁木齐由

“过路”变为“集结”。原来按照国际标

准，一列中欧班列通常需要集成 41

组以上集装箱才能开行，且集装箱

仓位固定使用，途中无法更换。新

模式下，班列挂 46 个集装箱，其

中 5 个集装箱为其他省区市至

新疆的内贸集装箱，其余 41个

集装箱是外贸集装箱。班列

抵达乌鲁木齐后，由其他

省区市发来的中欧班

列 在 乌 鲁 木 齐 国 际

陆港区集结重组，

开展补货、补轴

作业，实现对

中 欧 班 列

内 外 贸

商品集拼集运。

如今，乌鲁木齐国际陆港区班列发运保持千列

以上规模，基本形成了自主发运的精品线路，区域

物流设施承载能力得到提升，高效便捷的通关查验

和集结发运环境已经具备，成为丝绸之路经济带核

心区建设的标志性工程。

话未来：广阔前景最可期

【对话】

德化瓷：展望未来，大家都有什么期待？

盾构机：今年，湖南将加快构建以融入共建“一

带一路”为重点的全方位对外开放新格局，力争对

外实际投资 21亿美元，其中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投资 4.2 亿美元、增长 12%。我希望借这股“东风”，

去更多国家和地区大展身手。

变压器：今后 5 年，新疆将以推动丝绸之路经

济带核心区建设为驱动，着力打造亚欧黄金通道和

向西开放桥头堡。我想，我也将发挥更大的作用。

德化瓷：我希望成为更多海外消费者了解中国

文化的载体，将中华文化传播到世界的各个角落。

【旁白】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铁建重工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刘飞香：近年来，我国工程机械

企业加速“出海”，高附加值产品和国产品牌快速走

向全球市场。但中国工程机械“走出去”仍面临途径

较为单一、市场准入门槛高、产品和服务优势不够

突出、企业国际化经营的广度和深度不够等问题。

建议建立重大装备“走出去”的海外市场联合体，通

过联合体方式合力投资承揽项目，带动国产装备出

海；出台鼓励性政策，鼓励装备制造企业“走出去”；

同时，建立行业协调机制，有序地引导各装备企业

海外发展，壮大国产装备海外市场。

全国人大代表、乌鲁木齐海关所属阿拉山口海

关技术中心副主任李兰：今后 5年，新疆将以推动丝

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为驱动，创新开放型经济

体制，着力打造亚欧黄金通道和向西开放桥头堡，

积极构建新发展格局战略支点。建议进一步深化新

疆“一港、两区、五大中心、口岸经济带”建设，推动

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高质量发展，更好畅通国内

国际双循环。建议要以全国“一盘棋”思想，进一步

在人才培养、资金支持、产业扶助、科研合作、业态

创新等方面持续深化，通过支持新疆数字经济、先

进装备制造业、新能源新材料产业等新兴战略产业

发展，夯实创新驱动基础，促进产业链供应链优化

升级，以强化内外贸一体化建设，加强新疆畅通国

内国际双循环的能力和水平。

全国人大代表、福建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黄茂

兴：下一个十年，我们要进一步对标对表，使“一带

一路”倡议与正在推动实施的 RCEP（区域全面经

济伙伴关系协定）等一系列高标准国际投资贸易规

则交相呼应、互相叠加，推动形成开放、多元、稳定

的世界经济秩序，推动开放型经济取得更大进展。

福建要发挥侨力资源大省的优势，深化同东南亚等

华侨华人比较集中的地区合作，发挥华侨华人在当

地落实“一带一路”倡议中的主力军作用，加大科

技、教育、旅游等人文领域交流。进一步通过“一带

一路”倡议实施，与本地区产业结构转型更好映衬、

相互推动，更快帮助本地区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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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 2 月 11 日至

13日，2023年“中国白·

德化瓷”专题展会在马来

西亚雪兰莪州举办。

新华社 发

图②2018 年 5月 26日，

特变电工自主研制的世界首

台发送端±1100千伏换流变

压器成功下线。

特变电工供图

图③2022 年 5月 27日，

铁建重工长沙园区制造车间

内，准备出口斯里兰卡的盾

构机。

湖 南 日 报 全 媒 体

记者 傅聪 摄

李兰代表。 通讯员 摄

刘飞香代表。

湖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唐俊 摄

黄茂兴代表。 通讯员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