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ZHENGZHOU DAILY

电话 56568170 E－mail:zzrbbjzx＠163.com
2019年6月28日 星期五 责编 高宏宇 校对 宋利

中资银行扎堆卢森堡
助力“空中丝路”建设

郑报全媒体特派记者 武建玲聂春洁 马健 段天博 许婷婷安璐 发自卢森堡

近年来，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
推进，越来越多的中资商业银行积极

服务中资企业“走出去”，加快打造金

融服务网络，跨境综合金融服务能力

不断提升。

目前，中国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

建设银行、交通银行、招商银行和中国农

业银行、中国光大银行，均已选择卢森堡

作为自己在欧洲的“大本营”。这些中资

银行为何青睐卢森堡？他们又将如何助

力“空中丝绸之路”建设？郑报全媒体“空

中丝路采访团”近日在卢森堡就此进行了
采访。

卢森堡金融业很发达

作为欧洲的金融中心，卢森堡金融业
发达，银行林立。首都卢森堡市被称为

“金融之都”，是全球第八大金融投资中

心，目前在卢注册的银行有140多家。不

少外资银行都把欧洲总部设在了卢森堡，

通过卢森堡实现对欧投资。因为中资银

行扎堆儿，卢森堡皇家大道还有了“中华

路”的别称。

国土面积很小的卢森堡为何赢得外

资银行青睐？ 采访中，不少中资金融机
构负责人告诉记者，卢森堡一个小体量国
家，相对中立，国家开放，政府高效透明，
有关机构能够与政府进行直接沟通，该国
还有着与国际金融中心相匹配的国际化
语言环境和服务能力。 这些都是卢森堡
吸引外资金融机构入住的原因。

为“空中丝路”建设贡献金融力量

中国银行进驻卢森堡已经 40年，中
国银行卢森堡分行是新中国第一家海外
银行分支机构。多年来，该行致力于服务
国家战略，积极充当连接中国、卢森堡乃
至中国欧洲的桥梁。2014年，该行积极
支持河南航投收购卢森堡国际货运航空
公司 35%股权项目。河南航投入股卢森
堡货航，为两国开展交通、物流、基础设施
等领域的合作揭开了序幕，而两国多领域
合作的不断深入，又为“空中丝绸之路”建
设奠定了基础。

“2017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会
见卢森堡首相贝泰尔时，明确表示中方
支持建设郑州—卢森堡‘空中丝绸之
路’，这为我们提供了更加广阔的业务
空间。”中国银行卢森堡分行行长周立

红说，去年 9 月，中国银行卢森堡分行

在北京与卢森堡货航签署了 1.55 亿美

元的全球信贷额度合作协议。“相信‘空

中丝绸之路’建设将会让我们银行与河

南以及卢森堡的政府、企业、个人等各

方形成更为紧密的合作，也将为我们带

来更多的业务机遇。”

中国工商银行进入卢森堡已经 20

年。在“空中丝绸之路”建设方面，中国工

商银行（欧洲）有限公司积极行动。工银

欧洲董事长陈飞介绍说，工商银行是卢森

堡国际货运航空公司的长期金融服务

商。2017年，工银欧洲与卢森堡国际货运

航空公司签订了为卢货航提供融资的协

议，积极支持“空中丝绸之路”建设。“卢森

堡是全球第二大、欧洲第一大基金中心，

工商银行将中东欧基金注册地放在卢森

堡，目前已在开展业务，我们这也是在用

另一种方式支持‘空中丝绸之路’建设。”

“空中丝绸之路”让卢森堡与中国建

立了快速高效的货运连接通道，但卢森堡

与中国目前没有还客运直飞航班。陈飞

说很期待中卢客运“空中丝绸之路”也早

日开通。

支持中资企业开拓欧洲市场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中外贸

易往来、双边投资、技术合作、文化交流等

日益频繁。中资金融机构如何发挥自身

优势，持续助力“一带一路”建设？

周立红说，中国银行在国际结算、贸

易融资、外汇资金产品、跨境并购融资等

方面优势明显。中国银行卢森堡分行将

利用中国银行这些传统优势，为河南省企

业在欧洲开展业务提供全方位的综合金

融服务，通过金融力量支持河南企业开拓

欧洲市场，在欧投资兴业。

作为在欧洲工作多年的中资企业负

责人，周立红对于中资企业在欧洲发展给

出建议。“要将自身的发展定位和国家大

政方针、战略举措结合起来，就能发现很

多发展机遇和业务机会。开拓业务的时

候，也要熟悉欧盟和各国的经贸投资规则

和法律要求。同时，也要更多关注自身社

会责任。”

陈飞表示，随着“一带一路”建设，越

来越多的中资企业“走出去”。工银欧洲

积累了丰富的跨境金融综合服务经验，很

愿意为中资企业到欧洲投资提供服务。

搭乘“网上丝路”快车
“中原粮仓”变身“全球厨房”

郑报全媒体记者 赵柳影 发自禹州

“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
的”，农产品也不例外。

近几年，在“一带一路”引
领下，河南重塑对外开放新格
局，积极搭建“网上丝绸之
路”，朝着“买全球、卖全球”目
标大步迈进。凭此契机，越来
越多的优质特色农产品“乘风
出海”，走向世界，“中原粮仓”
变身“全球厨房”。

从省外转场省内，昨日，
郑报全媒体“网上丝路采访
团”来到禹州市大治农业科技
有限公司进行实地探访，深入
了解禹州粉条“出海记”。

在禹州市大治农业科技
有限公司生产间，经过粉碎、
脱离、沉淀、冷冻、晾晒等多道
工序后，加工而成的 8吨禹州
粉条开始切割、分装、打包，经
过两周的海上运输，最终抵达
韩国消费者手中。

曾经，从事农产品行业，
最担心的是销路问题，禹州市
大治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负责
人 赵 红 伟 就 曾 为 此 四 处 奔
波。如今，借助“网上丝绸之
路”，该公司的粉条不仅在国
内畅销，更走向世界。

据赵红伟介绍，他们公司
与河南天祺然农业科技有限
公司达成合作，借助其打造的
农村电商平台，构建的多层次

农产品上行渠道和跨境商品
输入，实现畅销全球。

据了解，河南天祺然农业
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6
年，公司以服务“三农”为己
任，通过资源有效整合，围绕
农产品上行、乡村振兴和“一
带一路”国家战略，结合各地
特色优势农产品和当地资源
特色，搭建销售平台，推动商
品流、信息流、资金流、人才流
等各要素的高效连接。

除了搭建网上电商平台，
该公司于 2017年在中大门设
置线下旗舰店——中国百县
特产出口电商馆，通过 O2O
方式来打通农产品的销售通
路。

据负责人周闻均介绍，中
国百县出口电商馆经营面积
500多平方米，包含来自许昌、
安阳、焦作、洛阳、信阳、周口等
各县市2000多种农特产品。

“禹州粉条自 2018 年上
线以来，不到一年时间，销售
超过 10 万单，销售额达 730
多万，除了国内订单，还有来
自韩国、日本、朝鲜等亚洲国
家的订单。”周闻均说，河南拥
有丰富的特色农产品资源，近
年来，随着对外贸易快速发
展，越来越多河南农产品开始
畅销海外。

确 实 ，禹 州 粉 条“ 出 海
记”，只是河南众多农产品畅
销全球的一个缩影。

借助“网上丝绸之路”，驻
马店打通了与世界各地快速
连接的通道，王守义十三香等
产品畅销中东等“一带一路”
沿线地区；西峡县的香菇勇闯
国际大市场，出口俄罗斯、德
国、乌克兰、哈萨克斯坦等 30
多个国家和地区，稳居全国第
一大香菇出口县。

在西峡当地从事香菇加
工的杨昆告诉记者，随着“西
峡香菇甲天下”的美誉越传越
广，公司接到的出口订单不断
增多。“我们公司的香菇产品
主要有两种销售渠道：一是在
青岛、大连，通过海运运到日
本、韩国及东南亚等市场；二
是通过郑欧班列运往俄罗斯
及欧洲等市场。”杨昆说。

西峡县兆丰猕猴桃有限
公司负责人吴玥说，借助“一
带一路”建设和“网上丝绸之
路”搭建通道，该公司在马来
西亚、越南、韩国等地闯出一
片新天地。

我们有理由相信，搭乘
“网上丝绸之路”快车，在未
来，或许会有更多的“河南产
品”“河南制造”“河南元素”带
给世界更大的惊喜。

谁持彩练 共建繁华
一条铁路连接郑州与河内

郑报全媒体记者 李娜王红 李焱 陈冲 发自凭祥

谁持彩练，共建繁华——
凭祥，被誉为中国的“南大门”，因为和越南接壤，自古以来便是边

贸重地。而今，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凭祥更是赢得了前所未
有的发展机遇。

郑州，身处中原腹地，也因为一条条如同彩带的“空中、网上、海
上、陆上丝绸之路”，构建起更为繁华的当下与未来。

凭祥与郑州，因为一条铁路的开通而连在了一起，2018年 11月，
凭祥铁路口岸升级改造一期工程已竣工使用，郑州—凭祥—越南河内
班列实现首发。

6月 27日，我们来到了凭祥（铁路）口岸，这个于 1952年就已经开
通的铁路口岸，位于凭祥市区的南区凭祥火车站内，是湘桂路的终点
站，与越南北部铁路线相连接，是国家一类口岸，也是广西唯一的边境
铁路口岸，是中国通往东盟最便捷的铁路大通道，还是连接欧亚大陆
与东盟的铁路大陆桥的桥头堡。

6小时通关货物当天可达

当日21时 30分，24502次中欧班列缓缓驶入，停靠在国铁凭祥口
岸物流中心等待办理海关报关手续。记者了解到，这趟列车装载的主
要是越南的电子产品，待办理完报关手续后，将启程前往重庆，最终将
货物运抵欧洲。

而在凭祥（铁路）口岸，每天，都有数辆列车驶入这里，种类庞杂的
货物就通过这个口岸，沿着铁路，发往四面八方。

中国铁路南宁局集团有限公司南宁货运中心崇左货运营业所所
长石海福对记者介绍说，国铁凭祥口岸物流中心集海关、边检、铁路货
运等功能于一体，实现进出口业务一站办理。正常情况下，班列的通
关时间约为 6个小时。“我们不断改造升级，目前拥有了完善的现代化
货场设备设施，能实现年进出口吞吐能力 300万吨。而且，我们和越
南接轨，整车、集装箱班列可以直接打到河内安员站，过境货物不需要
换车、换装，当天就能到越南河内了。”

和友谊关的“路上丝绸之路”以进出口水果不同，凭祥（铁路）口岸
进出口的物品主要是化工、钢铁、电子产品、耐火材料等。石海福告诉
记者，截至 5月 31日，从凭祥（铁路）口岸经过的车次有 6677车，共计
32.56万吨，主要是食品类、木材、水泥等货品。

一条铁路架起桥梁

西汉期间，张骞奉命出使西域，驼铃声声、历经万难，再次归来已
经是14年之后了。

而今，从新疆阿拉山口到越南河内，走铁路，也就几天时光而已。
一条铁路，是便捷之路、开放之路、致富之路、繁华之路。而位于中部
的郑州，作为“一带一路”倡议中的重要节点城市，在此也不曾缺席。

“说起来，凭祥和郑州也很有缘分呢。”采访中，南宁货运中心崇
左货运营业所副所长黄镇修告诉记者。原来，一个是口岸城市、窗口
城市凭祥，一个是地处中原腹地的内陆城市郑州，一条铁路将两座城
市紧密联系起来。“郑州地处中原腹地，打通了东盟到祖国北部城市、
甚至达到欧洲的通道。”黄镇修进一步介绍说，这几年，凭祥在打造凭
祥—海防、凭祥—胡志明、凭祥经沙湾拿吉（老挝）—穆达汉（泰国）—
黑木山（马来西亚）3条黄金物流线路的基础上，加强与重庆、郑州等
地物流园区合作，成功开通东盟国家经凭祥—苏州—满洲里—欧洲、
凭祥—郑州—新疆霍尔果斯—欧洲、凭祥—重庆（成都）—新疆阿拉
山口—欧洲 3条国际物流新线路，推动丝绸之路经济带与中南半岛
经济走廊无缝对接。

对此，石海福提起来很是骄傲，他说，2018年 11月，郑州—凭祥—
越南河内班列实现首发后，全国各省经凭祥铁路口岸通达越南的跨境
铁路班列运输线增加至 9条，凭祥作为广西乃至中国面向东盟的国际
物流枢纽作用日益凸显，正加快发展成为西部陆海新通道上陆路通道
的重要门户。

说着，黄镇修还特意拿出了一份工作报告，指着数据，不无骄
傲的告诉记者，中欧班列（凭祥—河内）跨境集装箱直通运输班列
2018 年 3 月 15 日正式开通并常态化运行，主要发运电子科技产
品、轻工业产品、农副产品、日用品等，构建起了中国与越南间的
物流黄金通道，与南亚、东南亚国家形成资源互补,促进西南地
区、东盟以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合作向纵深发展，2018 年全年，
运行班列有 64 列。

站在凭祥（铁路）口岸向远处望，还有一些工地正在如火如荼的建
设中。石海福指着远处告诉记者，那是正在实施的凭祥（铁路）口岸旅
客联检楼及站前场地改造工程，下一步，他们还计划实施凭祥（铁路）
口岸旅客站台改造工程，完善各项设施设备美化口岸形象，使凭祥（铁
路）口岸作为名副其实的国家一级铁路口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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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日在新疆举行的第十三届环赛
里木湖公路自行车赛吸引了中外骑行选
手和爱好者的目光，赛里木湖所在地、新
疆维吾尔自治区西北部博尔塔拉蒙古自
治州首府博乐市，正是郑报全媒体“陆上
丝路采访团”6月 26日的采访目的地。

“博乐”市的得名，源于博尔塔拉河
名。博乐作为博尔塔拉的首府，北与哈
萨克斯坦共和国接壤，距离自治区首府
乌鲁木齐市 524 公里，有着“西来之异
境，世外之灵壤”的美誉。

作为中国西部重要沿边开放城市
和第二座亚欧大陆桥的西桥头堡，也是
中国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和新疆天
山北坡经济带的重要组成部分。博乐
境内还坐落着国家一类开放口岸——
阿拉山口口岸。

记者从乌鲁木齐乘飞机经过1小时的
航行就到达博乐，据当地宣传部门工作人
员介绍，早在公元658年，唐代中央政权就
在博乐设置了“双河都督府”，与中原大地
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是丝绸之路北道
通往中亚和欧洲的重镇之一。

博乐历史久远，最早的记载是公元
12世纪耶律大石建西辽后所建的“勃罗
城”（在今博乐西南）；元代则有“不剌”

“普剌”“孛罗”等。当前，博乐市行政区
域面积 7500 平方公里，居住着蒙古族、
汉族、维吾尔族等 30多个民族，总人口
近 30万人。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
博乐各民族群众相互学习、取长补短，形
成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文化艺术和风情
习俗。凭借着独特的矿产、农牧、旅游等
资源，博乐社会安定、政通人和，先后获
得国家园林城市、全国科技进步先进市
等 5项国家级荣誉称号，获得自治区文
明城市、优秀平安市等 17项自治区级荣
誉称号。

作为中原访客来到博乐，最先被吸
引的除了集休闲、娱乐、购物、餐饮为一
体的商业步行街，更是这里独特的自然
风光：博乐境内有新疆海拔最高、面积最
大的高山湖泊赛里木湖；有山水清秀、气
候宜人的避暑胜地哈日图热格；有以奇
石闻名的亚洲最大怪石群落怪石峪；有
山深林幽、风景如画的夏尔希里自然保

护区；有堪称动植物乐园的甘家湖湿地；世界罕见的与恐龙同时代
的“活化石”新疆北鲵；守望国门的红色旅游胜地阿拉山口第一哨，
还有达勒特古城遗址等等，此外，城区内还有民族文化色彩浓厚的
西部文化广场和博尔塔拉纪念园、博尔塔拉生态旅游景区等地。

阿拉山口口岸是中国与哈萨克斯坦的边境口岸，隶属中国新
疆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阿拉山口市。这里不仅是中国过货量最大
的陆路口岸之一，也是我国唯一集铁路、公路、管道、航空四种运输
方式为一体的国家一类陆路口岸城市。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包括渝新欧、蓉新欧、义新欧等
在内的众多国际铁路货运班列经过这里“东来西去”。东起江苏连
云港，西至荷兰鹿特丹的第二亚欧大陆桥从阿拉山口出境，连接整
个中亚，直通欧洲。

重要的地缘优势使阿拉山口成为新丝绸之路经济带与第二亚
欧大陆桥的枢纽，其发展有力地推动了中国与中亚、西亚以及欧洲
经贸往来的纵深发展。

清代宋伯鲁在诗作《赛里木淖尔》中写道：緤马苍冥表，天回万
里清。四山吞浩淼，一碧拭空明。尘暗伊江路，烽寒赛里营。渚蒲
无限绿，物候暗相惊……可见其景色的优美壮阔。接下来的时间
里，记者将实地探访中铁七局新疆博州支线铁路项目建设，以及阿
拉山口口岸运行情况，敬请关注。

禹州粉条生产车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