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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宝山转型发展实鉴：
“钢铁之城”
变身
“邮轮之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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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遥远的地方 中国带来的不只是基建
常生活水仍旧是靠天吃饭，家家户户都在屋
檐下安装几个大桶，用来收集雨水。平时的洗
衣做饭都用雨水，就是饮用也是直接喝桶里
的雨水，而且他们没有喝开水的习惯，所以痢
疾等疾病时常发生。
一开始有一些居民总是半夜悄悄去项目
部中“偷”
水。项目部工作人员知道后，进行一
番考虑后打算把这些“地主”请进来，项目部
每天早上、中午固定时段安排专人负责给大
家灌水。就这样当地居民喝上了干净的水，
也
因此成为了
“好朋友”
。

■ 刘梦姣
以“钢铁之城”闻名的上海宝山，近年来
依托邮轮产业，
一改传统老工业基地的形象，
推动老钢渣堆场、老码头和老厂房转型，逐步
探索出一条邮轮产业带动邮轮滨江带整体实
现绿色、
创新、
更高质量发展的道路。

绿色转型
钢渣堆上建起湿地公园
在长江与黄浦江交汇口的上海吴淞炮台
湾国家湿地公园，两江交汇处的滩涂湿地是
眺望长江的最佳观景处之一。微风拂过，
江水
一浪接着一浪涌上岸来，湿地里江水没过半
腰的水草也随着摇摆起来。
“以前，
这里可是黄沙漫天、
暴土扬尘。现
在，覆土 1.5 米深的地方，
就是废钢渣。”
据宝
山区绿化和市容管理局工作人员描述，记者
眼前这片草木葱茏、
群鸟嬉戏的湿地公园，以
前遍地都是上钢五厂丢弃的废钢渣。
为防止废钢渣流入江水中造成污染，
整个
公园建起了沿海和海岸湿地以及江堤内的人
工湿地。人工湿地是在回填废弃钢渣的基础上
修建起来的，
而包括沿海和海岸湿地在内的滨
江湿地，
则在江水和人工湿地之间筑起了一道
“绿色隔离带”
，
守护着这里的一江清水。

高质量发展

荫这是斯里兰卡百年来的第一条新建铁路。

■ 陈凯茵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这六年来，一个个
重大项目在沿线国家顺序落地。
数据不会说谎，
截止到 2018 年年底，
中国
企业在 24 个沿线国家在建合作区 82 家，累计
投资约 290 亿美元，
为当地创造税收超过 20 亿
美元。2013—2018 年，
中国企业对沿线国家直
接投资超过 900 亿美元，在沿线国家完成对外
承包工程营业额超过 4000 亿美元。
一个个合作项目背后，
“一带一路”倡议
也不断将“高质量发展”等要求揉进了项目建
设当中。创造大量就业，提升当地人民生活质
量，还带去了无法用明确数字表达的更美好
生活。

老码头变身国际邮轮港
站在滩涂湿地隔江眺望，
能看到上海吴淞
口国际邮轮港，
在江面上呈
“T”
字型舒展开来。
近年来，
邮轮产业在上海市宝山区，从无
到有、
由小到大。据宝山区滨江委副主任沈邵
军介绍，
上海吴淞口国际邮轮港现已成为全国
最大的一个邮轮母港，目前已实现“三船同
靠”
，
具备
“四船同靠”
能力，
累计接靠国际邮轮
2000 余艘次、
出入境游客突破 1300 万人次。
在发展壮大的同时，吴淞口国际邮轮港
十分注重节能减排，不断追求可持续、更高质
量的发展，目前已建成亚洲首套邮轮岸电系
统。据测算，到 2020 年，
如果吴淞口有 550 艘
次邮轮在港期间使用岸电，靠泊期间不再烧
燃油，那么年替代燃油量将达 8900 余吨，排
放的废气仅二氧化碳就能每年减排 28412
吨。记者获悉，
邮轮港后期还将打造太阳能光
伏发电项目。

与科技接轨
老厂房变身创意创业园区
邮轮产业带动宝山区邮轮滨江带整体发
展。“在宝山区长江岸线，
一些老厂房变成创
意创业园区。”
沈邵军说。
以集装箱为载体改造而成的智慧湾科创
园便是转型老厂房之一。园区和滚滚江水之
间仅隔着一条道路。走进园区，五颜六色的集
装箱办公室夺人眼球。据介绍，这些集装箱内
部安装了空调等设施，
办公环境非常舒适。
园区以“科创+文创”为特色，聚焦 3D 打
印和智能微制造、VR/AR 和人工智能机器人
教育，是新科技与艺术融合的个性化定制园
区。世界最大规模 3D 打印混凝土步行桥就
是在园区落成并投入使用的。中国 3D 打印
文化博物馆也是在这里落的户。
整个宝山区的邮轮滨江带探索出了一条
创新创意创业相促进、生态生产生活相融
合、宜居宜业宜游相协调的特色道路。“可
以说在邮轮产业的带动下，整个宝山区的邮
轮滨江带形成了我们独有的特色。”沈邵军
说。

授之以渔

■ 刘伟 潘强

“中国是正确的投资方向”
7 月初，
大连，
夏季达沃斯论坛。
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前，美国波士顿咨询
公司全球主席汉斯保罗·博克纳刚刚同合作伙
伴进行洽谈。
“中国是正确的投资方向。”与中国有 40
多年交集的博克纳告诉记者，如果问中国值不
值得投资、
值不值得深耕，他的回答是——
—“绝
对值得”。
博克纳的观点与不少跨国企业的行动不

2019 年 4 月 8 日清晨，在斯里兰卡新建
成的南部铁路延长线上，随着一列特别列车
从马特勒车站缓缓驶出，由中机公司承建的
斯里兰卡南部铁路延长线一期项目正式通
车。这是斯里兰卡百年来的第一条新建铁
路。
项目在执行过程中，每月当地劳工雇佣
人数均过千人，累计雇佣人次超过五万，为当
地居民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同时，项目普通
劳工月薪约为 3 万斯里兰卡卢比 （约合人民
币 1363 元），
工程师为 7 万至 10 万卢比，
远高
于当地的工资水平，为家庭生活提供了有力
保障。
与此同时，为实现“授之以渔”之道，项目
对当地工人提供各种专业技能培训，如钢筋
绑扎、砌砖、铺炸、铺轨等，许多工人从对施工
技术了解为零到成为熟练工种，提升了自身

巴西里约贫民窟密密麻麻的一片砖瓦房
中混杂着私自搭建的电线，远望这里，俨然是
个毫无章法的封闭世界。对于在这里出生的
儿童而言，毒品和枪支就是他们童年的伙伴，
长大后他们有可能终其一生呆在贫民窟里，
凭借暴力和毒品换取生活所需。
但音乐改变了他们。
由卡洛斯·艾德尔多于 2010 年组建、国
家电网巴西控股公司自 2011 年起持续资助
的明日之潮马累交响乐团，多年来坚持不懈
地用音乐和爱引领巴西贫民窟儿童找寻人生
方向。
时至今日，明日之潮马累交响乐团已成
功帮助数千名贫民窟儿童改变了命运，成为
闻名巴西全境、
最受人尊敬的公益项目。
这些来自平民窟的孩子们不仅可以在纪
念中巴建交 40 周年的全国音乐会上演奏中
国名曲，他们还有机会接到全巴西殿堂级音
乐学院的录取通知，彻底改变一生命运。

就业能力。项目部良好的工作氛围，也使得当
地工程师和当地翻译迅速成长，目前当地工
程师已经成为当地高端人才，翻译不仅提高
了汉语水平，也掌握了文件管理的知识，项目
成为了当地员工的成长平台。

“同饮一江水”

随着一批钢铁、化工、能源、有色金属、电
子、粮油等企业快速发展，广西北部湾临港工
业近年来加速崛起。借助陆海新通道，北部湾
地区通过铁路、海运、公路等多式联运方式，
加
强了与我国西部以及“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地
区的经贸往来。

进行地下管网施工。项目副总监唐伟春说，钦
州有沿海通道优势和产业链优势，北方的煤炭
海运到港后，
经过传送带直接进入工厂。
在中马钦州产业园，一批战略性新兴产业
项目相继落户并计划开工建设，
管委会常务副
主任高朴对记者说，
“未来将继续瞄准生物技
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以及燕窝等马来西亚传
统优势产业，
加快构建国际产能合作示范区。”

北部湾临港工业加速崛起

物流成本优势成核心竞争力

在柳钢集团防城港钢铁基地，铁路线直通
20 万吨码头，推土机、强夯机等各式机械在占
地 1.9 万亩的基地内忙碌不停。
“我们的产品主要是高强度抗震钢筋和热
轧薄板、镀锌板等中高端板，除面向华南、西南
等市场，还将出口东南亚等市场。”
站在钢铁基
地建设工地上，柳钢集团防城港钢铁基地项目
负责人李美亮告诉记者，
基地一期建成后产能
920 万吨，
预计今年底高炉具备出铁条件。
广西华昇新材料有限公司是中铝在防城
港沿海布局的一家生态铝厂。据公司副总经理
吴寿生介绍，项目 2018 年开工建设，
投资约 58
亿元，设计年产 200 万吨氧化铝，预计明年 6
月建成投产。
防城港市委书记李延强介绍，2018 年，全
市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达 1391.38 亿元，同比
增长 9.7%，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8.5%，连续多年增速排全自治区前列，产值超
亿元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达 98 家。
广西华谊能源化工有限公司项目总投资
700 亿元，是广西目前最大的单体投资产业项
目，预计建成后年产值达 650 亿元。目前正在

陆海新通道是我国西部省份与新加坡等
国家联合打造的贸易新通道。地处新通道重要
节点的广西既靠近原料产地，又接近华南、东
南亚等销售市场，物流成本低成为这些临海工
业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在防城港东湾物流园，每天多达 2600 多
节火车车厢、5000 多辆大货车进进出出，粮油
企业进口的大豆从港口码头通过传送带直接
进入工厂……
防城港市港口和物流发展局副局长许华
樑告诉记者，防城港已建成万吨级以上泊位
43 个，
其中 20 万吨级 2 个，与 100 多个国家和
地区的 250 个港口通商通航，年货物吞吐量
1.05 亿吨。
“我们既是陆海新通道的建设者，也是受
益者。”李美亮说，防城港钢铁基地自建了 20
万吨矿石码头，海外原料通过海运可直抵工
厂，
节省了大量运输费用。
吴寿生表示，布局在防城港的生态铝工业
基地可以利用深水港的海运优势，实现矿石从
国外到国内的最短运距。
靠近销售市场也成为企业选择北部湾的

中国能建天津电建马来西亚巴林基安项
目部生活区坐落在马来西沙捞越州穆卡镇东
北处。这里身处热带雨林深处，
环境优美但用
水问题却是个“老大难”。
为解决这个问题，项目部人员打算“自力
更生”
，建立自己的净化水配套设施，从附近
的巴林基安河中抽水进行净化。
项目部饮用水的问题迎刃而解，当地居
民看见了也十分羡慕。毕竟当地居民家庭日

兰州将建设
“西部粮都”
加强与“一带一路”沿
线国家粮食合作
重要原因。唐伟春说，广东是丙烯等化工产品
的重要销售市场，在钦州生产的产品通过码头
可便捷运往广东，
还可辐射东南亚市场。

渐成承接产业转移新洼地
在广西金川有色金属有限公司电解厂，记
者看到阴极剥片机组的机器人挥舞机械臂，不
断进行各项操作。这家公司在防城港投资建成
了年产 40 万吨阴极铜、160 万吨硫酸的生产
线。
公司总经理助理张勇告诉记者，深居甘肃
内陆的母公司进口矿石要从连云港上岸，
经过
陇海线运送至甘肃，
运费高是企业发展的突出
痛点。企业落户防城港后，从南美、非洲等地进
口的矿石运输成本可大幅降低，阴极铜、硫酸
可就近销往我国华南和印度、越南等国家。
据防城港市副市长张海介绍，
借助陆海新
通道重要节点的优势，防城港重点推进钢铁、
有色金属、能源、粮油食品等支柱产业升级发
展，延伸上下游产业链，推动传统产业由中低
端向中高端迈进。
钦州鲁花食用油有限公司年食用油灌装
能力达 6 万吨。公司总经理赵锦城告诉记者，
在钦州投资设厂的重要原因是海运便捷和靠
近销售市场。工厂落成后，
广西、
贵州等地的供
货时间由之前的近半个月压缩至两天。
据钦州市常务副市长王雄昌介绍，
钦州市
正全力推动浙江桐昆芳烃、四川能源投资集团
轻烃综合利用、恒源电动物流汽车、上海华谊
氯碱等一批总投资超百亿元、超 50 亿元项目
开工建设，加快中船 2 万吨级造船等 65 个超
亿元在建产业项目建设。

使用外资同比增长近 70%。
外资加速向中高端集聚，恰恰与中国经济
迈向高质量发展形成共鸣。
记者调研发现，越来越多跨国企业将研发
总部或研发中心设立在中国，对华投资中的研
发投入也随之加大。
谋而合。
施耐德电气全球执行副总裁、中国区总裁
走在南国大地，记者不仅感受到盛夏的体
尹正告诉记者，公司近 3 年在中国的研发投入
感热度，
更触动于外商的投资热度。仅广东省， “我们愿同中国经济共成长”
将增长 50%，研发撬动生产，愿意在研发领域
前 5 个月实际到资超 5000 万美元项目就达到
加大对华投资，充分表明施耐德对中国市场的
37 个，项目金额合计 58.1 亿美元。埃克森美
夏至时节，江苏张家港，一场舞狮表演让 信心，对中国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知识产权保
孚、巴斯夫、
宝洁……从准备动工到紧张施工， 美国陶氏公司高附加值有机硅树脂工厂奠基 护的肯定。
欧洲知名车企雷诺集团高级副总裁、中国
认准中国的外资巨头，加快布局的脚步没有迟 仪式热闹非凡。半年内第二次访华的陶氏首席
疑。
区主席福兰已在中国生活了
3 年。这期间，雷
执行官吉姆·菲特林，饶有兴致地用毛笔为狮
行至中部，
外商投资热度同样不减。在湖
诺在中国电动车市场进行了大量投资，
已与中
头
“点睛”
。
北武汉，
法国施耐德电气在原有投资基础上追
国企业建立了
3
家合资企业。
“这是我们过去 3 年在张家港投资的第 3
加投资数条生产线。湖北自贸试验区 6 月份一 条生产线。”他说，
“我们知道中国政府出台了许多欢迎外商
对陶氏而言，中国不仅是“战
次性签约 24 个重大项目，金额近 300 亿元，
涉
投资的政策，
也切实感受到中国正在不断改善
略市场”，更是生产中心、创新中心，在陶氏全
及产业孵化、保税维修、新能源材料、电子信
的营商环境。”
福兰说，
“未来非常希望在中国
球供应链中地位举足轻重。
息、
医疗器械等多个领域。
实际上，
早在半年前，菲特林就告诉记者， 这个全球最大的电动车市场取得突破。”
向西看，
成都重庆西安纷纷亮出不错的吸
当“世界工厂”与“世界市场”在中国交汇
中国的市场机遇、
转型机遇、创新机遇，也为陶
融合，
火花自然绚丽夺目。
引外资
“成绩单”，
一批装备制造、
现代金融、现
氏带来了源源不断的发展动力。
“我们愿同中
代物流、
文化创意产业外资项目有序推进。
“对于有远见的企业而言，
参与中国经济
国经济共成长。”
往北走，德国宝马集团增资 30 亿欧元在
转型升级是不容错过的机遇。
”
博克纳说，
全球
透过现象看本质。记者发现，当前中国吸
辽宁沈阳新建工厂；
石油巨头沙特阿美携手中
跨国投资连年下滑，
而中国吸引外资却逆势上
引外资，无论数量还是质量，都与往常不可同
国企业共同投资 100 亿美元在盘锦运营化工 日而语。
扬，
这是全球资本做出的市场选择。
项目。
商务部的数据显示，前 5 个月，制造业实
商务部的数据显示，今年前 5 个月，我国
际使用外资 1128.9 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更多的共赢故事令人期待”
实际使用外资 3690.6 亿元，同比增长 6.8%，
增
12.4%；高技术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 417 亿元
速较去年同期加快 5.5 个百分点。其中，来自
人民币，同比增长 23.2%；高技术服务业实际
应该看到，当前世界经济风险有所上升，

—当前中国外资形势观察
——
观察一国经济活力、动力和潜力，外资是
个独特的窗口。
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持续蔓延，全球贸易
和投资争端加剧，国际投资者信心明显不足。
中国吸引外资情况怎么样？外资对投资中国如
何看？
新华社记者近期前往多地调研，得出这样
的结论：一个不断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中国，
已经并且有能力持续在外资领域“引进来、留
得住、能共赢”
。

音乐之声

荫明日之潮马累交响乐团已成功帮助数千名贫民窟儿童改变了命运，
成为闻名巴西全境、最受人尊敬的公益项目。

陆海新通道推动
广西北部湾临海工业加速崛起

引进来、
留得住、
能共赢
■ 新华社记者 刘红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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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韩国、日本 的对华投资分别增长了
100.8%、
88.1%、
18.9%，
来自欧盟的投资增长了
29.5%。
“中国依然是世界最大的增长机遇所在。”
麦肯锡全球管理合伙人凯文·斯奈德认为，市
场体量大，
供应链效率高，
资本充足，这些都是
世界投资者看好中国经济的重要因素。

记者从近日举办的第 25 届中国兰
州投资贸易洽谈会上获悉，兰州市将依
托当地产业园和粮食口岸建设“西部粮
都”
，加强与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粮食合
作。
兰州市市长张伟文在本届兰洽会
“一带一路”粮食安全高峰论坛表示，兰
州将打造“西部粮都”，建设区域性粮食
储备中心、
粮食期货及贸易中心、主食转
化加工配送中心、进口粮食加工基地，加
强与“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粮食合作。
目前，
甘肃正在积极构建连接“一带
一路”
沿线国家的粮食通道。今年兰州新
区进境粮食指定查验场通过国家海关总
署验收，并于 4 月份开展了首单中亚粮
油进口业务。同时，在兰州、白银、天水、
平凉和武威等地建设 5 个粮食物流园
区，
打造立足甘肃、辐射西部的优质小麦
加工贸易基地，构建连接中亚、西欧的粮
食大通道。
“甘肃兰州具有独特的区位优势，
是
‘一带一路’重要节点城市。中国‘西部粮
都’
的打造，
不仅能满足中国粮食品种结
构调节的需要，同时能够促进‘一带一
路’
沿线国家粮食产业发展，实现多赢。”
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驻中国办公室主
任屈四喜说。
在第 25 届兰洽会的相关粮食主题
论坛上，建立区域性粮食贸易合作、推动
区域粮食安全保障成为与会代表一致的
共识。其中，兰州粮油集团有限公司与菲
律宾商务考察团签订了合作框架协议。
渊李杰冤

国际贸易投资放缓，保护主义负面影响加大，
不稳定不确定因素明显增多。
而中国，正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确定
性，
积极应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
6 月末，日本大阪，中国宣布若干扩大开
放重大举措：进一步开放市场；主动扩大进口；
持续改善营商环境；
全面实施平等待遇……
就在上半年的最后一天，中国出台新版外
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经过 5 次修订，清单内
容从原先 190 条缩减到现在全国版的 40 条和
自贸区版的 37 条。当天还出台了 2019 年版鼓
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扩大鼓励外商投资的行
业和领域。
压缩与扩大之间，
足见中国的开放诚意。
“在全球化遭遇逆风的背景下，这种开放
姿态和行动尤为可贵。”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
心首席研究员张燕生说，更多的共赢故事令人
期待。
调研中记者了解到，外商对华投资有信心
的同时，在部分政策具体落实层面，也提出了
建议和期待。
更大力度保护知识产权，抓紧制定外商投
资法配套法规、
规章，
将原来规定的 2021 年取
消证券、期货、寿险外资股比限制提前至 2020
年……刚刚闭幕的夏季达沃斯论坛，传来中国
履行扩大开放承诺的时代强音。
“我们对中国持续对外开放有信心，对中
国的未来有信心。”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兼执
行主席克劳斯·施瓦布说。
渊参与采写 王优玲 李慧颖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