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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高峰论坛

□新华社记者 王子辰

中国首张外资增值电信业务牌
照、首家外资控股合资证券公司、首家
外资保险控股公司、首家重化工行业
外商独资企业……随着中国不断扩大
对外开放，近几个月来，欧洲企业加大
在华投资力度，在中国多个行业创下

“第一”。经贸关系日趋紧密、行稳致
远，为中欧关系全面深化发展提供了
强大动力。

英国电信今年1月宣布，成为首家
获得中国增值电信业务牌照的外资企
业。这家历史超过150年、近年来经营
艰难的英国老牌电信公司希望通过进
入中国市场找到新机遇。

在备受关注的金融行业，去年底
瑞银集团宣布，获得中国证监会批准
增加瑞银证券持股比例至51%，成为
首家控股中国内地合资证券公司的外
资金融机构。

在保险行业，去年底德国安联保

险集团获准筹建国内首家外资保险控
股公司。今年3月，恒安标准人寿保险
有限公司获批筹建国内首家外资养老
保险公司。

恒安标准人寿董事长杰瑞·格林
斯通表示，作为合资方的英国标准人
寿安本集团坚定看好中国市场前景，
去年底对合资公司追加注资就是对中
国市场信心最有力的证明。

随着位于广东省湛江市的联络办
公室在3月底启动，德国化工巨头巴斯
夫在湛江建设精细化工一体化基地的
计划加速推进。这也是中国重化工行
业外商独资企业第一例，总投资额预
计将达到100亿美元。

巴斯夫公司首席执行官马丁·布
鲁德米勒表示，中国已成为全球最
大化工市场之一，中国占全球化工
市场的比例将在未来进一步扩大。
如果巴斯夫想继续成为全球领先的
化工企业，就必须参与到这一增长
中去。

随着天气转暖，德国宝马公司在

沈阳的铁西新工厂正加速建设。宝马
去年宣布，将对华增资30亿欧元扩大
沈阳工厂产能，使沈阳成为宝马全球
最大生产基地。宝马也成为中国放宽
汽车合资股比的受益者，将通过股权
收购，使其在合资企业中的股权占比
从25%提高到75%。

此外，最新通过的《外商投资法》
也为包括欧洲企业在内的外资企业在
华经营提供更全面的法律保障。中国
驻欧盟使团团长张明表示，《外商投资
法》成为中国全面推进改革开放的又
一重大举措，将显著促进中欧投资自
由化和便利化，为未来中欧合作创造
更大发展机遇。

欧洲议会议员蒂齐亚娜·贝金对
新华社记者说，《外商投资法》的出台
将使中国这个巨大的市场更有吸引
力，欧洲企业的商业机遇有望不断拓
展。

“一带一路”倡议也成为近期中欧
合作的高频词。继意大利之后，卢森
堡也与中国签署了共建“一带一路”合

作谅解备忘录。迄今已有20多个欧洲
国家积极响应和参与“一带一路”建
设。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表示，欧盟
希望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发挥积极作
用。

意大利政府负责地区事务的副
国务秘书斯特凡诺·布法尼对新华
社记者说，备忘录的签署为所有意
大利企业带来新机遇，更多“意大利
制造”商品有望进入庞大的中国市
场。

中方统计显示，2018年中欧贸易
额达6822亿美元，同比增长10.6%，创
历史新高。欧盟连续15年成为中国第
一大贸易伙伴和进口来源地，中国连
续14年是欧盟第二大贸易伙伴和第一
大进口来源地。

曾担任意大利外交部长和内政部
长的温琴佐·斯科蒂对新华社记者说，

“中国是全球层面的一个关键参与
者”，欧中双方“应共同合作，而非互相
孤立”。

（新华社布鲁塞尔4月7日电）

中国扩大开放助推中欧经贸关系行稳致远

□新华社记者 张代蕾 梁希之

流行歌曲《生僻字》、琵琶演奏《金
蛇狂舞》……6日晚，在伦敦举行的第
18届“汉语桥”世界大学生中文比赛全
英大区赛上，英国高校学生们展示的
各种才艺，赢得现场观众和评委的赞
叹和掌声。

今年“汉语桥”比赛延续了去年的
主题“天下一家”，这一主题体现了中
华民族追求和睦、爱好和平、倡导和谐
的理念。来自英国15所高校的22名
选手参加了英国赛区的复赛，其中10
人进入当晚的决赛。

比赛环节分为演讲、知识问答、才
艺展示和即兴问答。选手们轮番登
场，通过朗诵、演唱、演讲、弹奏、舞蹈
等方式，讲述自己学习汉语的经历和
游学中国的体会，展现对中国语言和

文化的理解和热爱。
有选手把古诗词串联起来，介绍

自己留学的城市湖北武汉；有选手
把中国成语编成“脱口秀”，妙趣横
生；还有选手讲述了自己如何从一
个粽子开始与中国美食和中国历史
结缘。

“我从小就喜欢语言和音乐。
父母说，不怕挑战的话，就去学中文
吧。于是我来到了伦敦大学亚非学
院学习中文……后来我到中国北师
大留学。同学问我想学什么乐器，
我一下想起敦煌壁画‘飞天’里反弹
琵琶的仙女，就回答‘琵琶’。他们
都说弹琵琶很难，却反倒坚定了我
的信念。因为我就是要挑战最难
的……我希望未来我的琵琶弹奏能
达到这样的境地：嘈嘈切切错杂弹，
大珠小珠落玉盘。”中文专业大四学
生、捷克小伙儿格雷戈·鲍尔凭借精

彩演说和琵琶演奏脱颖而出，赢得
特等奖。

来自利兹大学的艾哈迈德获得
一等奖。他们两人将代表英国赛区
参加在中国举行的全球复赛和决
赛。

中国驻英国大使刘晓明在决赛上
致辞说，学习汉语是外国学生了解中
国的钥匙，是促进中英教育合作的助
推器，也是连通中西方文化交流的桥
梁。他表示，语言学习只是起点，汉语
这座桥梁将最终帮助更多外国学习者
了解中国和世界，理解何为“天下一
家”。

“汉语桥”比赛自 2002年创办以
来，已吸引130多个国家100多万名青
年学生参赛。经过18载辛勤耕耘，由
孔子学院总部/国家汉办主办的这项赛
事已经成为世界各国大学生展示汉语
水平、中华文化知识及才艺技能的权

威性国际赛事。英国重视汉语教学和
推广，目前全英共有孔子学院29家，孔
子课堂160多个。

本届赛事期间，“学以致用”的氛
围浓厚。部分在英中资企业在决赛
前举办针对中英双语人才的专场招
聘会；中国银行当天启动“十年树
木，百年树人——中国银行‘汉语
桥’人才培养计划”，通过为获奖选
手提供奖学金、金融业实习机会等
方式，增强“汉语桥”比赛在英国的
吸引力和含金量；大赛组委会还特
别推出 2019 年英国汉语水平考试
（HSK）中国留学展，邀请了清华大
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 15所
中国知名高校在现场设置展台，提
供前往中国留学的信息咨询服务，
受到参赛选手和慕名而来的汉语学
习者的欢迎。

（新华社伦敦4月6日电）

汉 语 为 桥 天 下 一 家
——第18届“汉语桥”世界大学生中文比赛全英大区赛落幕

□新华社记者 赵焱 陈威华

雨季，每天如约而至的大雨让亚
马孙雨林地区的道路分外难走。巴西
美丽山水电站二期输电项目第一标段
的工程车辆每天一早就等候在大路边，
等待雨停地面稍干后立即进场工作。
由于工程已经进入攻坚收尾阶段，大家
都在争分夺秒，确保项目顺利完工。

巴西美丽山水电站二期输电项目
是国家电网巴西控股公司2015年 7
月独立中标的特高压直流送出项目，
2017 年 8 月正式开工。线路全长
2538公里，由北向南穿越巴西5个州、
81个城市，从北部的亚马孙雨林地区
为东南部经济发达地区的工农业和居
民用电带来便利。

美丽山水电站是巴西政府的“跨
世纪工程”。2014年2月，国网巴控公
司与巴西国家电力公司联合中标美丽
山水电特高压直流送出一期项目。
2015年美丽山水电站二期输电工程
由国网巴控公司独立中标。

在二期项目建设过程中，中方不
断将在国内运行的好经验、好技术带给
巴西，得到了巴西方面的认可和采用。

二期项目欣古换流站现场副经理
贾永健指着滤波器的基础向记者介绍
说：“这个基础传统上都是钢筋水泥
的，但钢筋会在滤波器的运行过程中
产生涡流，从而发热、老化，时间长了
基础就会变脆、强度不够，因此我们针
对这一问题进行了特殊化设计，使用
混凝土混合玻璃纤维，增加混凝土强
度，能抑制收缩，给设备良好支撑，同
时因为没有钢筋，也不会受到涡流腐
蚀，能保证长期运行的可靠性。”

美丽山水电站位于亚马孙雨林地
区，输变电工程由北到南要跨越巴西5
个州，包括亚马孙雨林、大西洋沿岸林
区等，如何减少工程对当地环境的影
响，也是项目关注的重点。为此，国网

巴控公司专门聘请了负责环保的第三
方公司参与对环境影响的评估和监督。

巴西环境工程师莱安德罗·莫莱
斯受聘对工程进行环境监督。他需要
对地貌、动植物生态系统，以及沿线的
历史文化、文物考古进行调查，将工程
中会影响到的动植物进行收集，在工
程完工后重新恢复。“碰到受伤的小动
物时，我们会送到附近的兽医站进行
救治并最后放生。”

国网巴控公司环境部主任助理李
俊峰介绍说，输电线路经过当地原住民
居住区和生态保护区，项目方会依据相
关机构的规定绕道，同时在施工过程中
根据实际环境作出一些修改，比如在雨
林地区将一些铁塔建得比原本标准高，
以减少对树木的影响。“这些措施都会
增加成本，但本着绿色工程、保护环境
的原则，我们认为这些投入是值得的。”

位于托坎廷斯州中部的马里亚蒂
尼亚是一个奴隶逃亡中心发展起来的
社区，这里生活贫困，当地居民甚至要
到数公里之外的河边取饮用水。

二期项目的建设人员在考察时了
解到这里的困难，计划利用当地有大
量天然果树的条件，援建一座果汁厂，
同时帮助打两口井，供居民饮用，也供
果汁生产使用。

马里亚蒂尼亚小生产者协会主席
马蕾妮·迪亚斯对新华社记者说：“当初
我们没有想到这一切会真的发生。现在
这里的井已经打好，厂房正在建设，果汁
厂建成后我们的生活也会大大改善。”

据了解，在果汁厂建设完毕后，国
网巴控公司还会对当地居民进行培训。

目前二期项目直流全线4448个
塔基基础和铁塔组立和放线已全部完
成，两端换流站土建基本完成，预计今
年4月开始系统调试，力争6月投入运
营。国网巴控公司期待这条巴西大地
上的“电力高速公路”能够成为“一带
一路”上又一张“中国名片”。
（新华社巴西阿尔塔米拉4月6日电）

飞越亚马孙
打造“一带一路”上的新名片

□新华社记者 李碧念 刘子衿

平沙万里的广袤戈壁中，一座掩
映在葱郁绿树中的大楼格外显眼，这里
就是中国天津泰达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下属的中非泰达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位
于埃及首都开罗以东120多公里的中
埃苏伊士经贸合作区内。

中埃苏伊士经贸合作区由中非泰
达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负责开发运营。
走进敞亮的办公区，许多当地员工正在
忙碌地工作，娜赫拉·伊马德接待了前
来合作区探访的记者。这位言谈自信、
举止优雅的埃及姑娘正是合作区拓展
区投资运营公司的首席执行官。

今年是伊马德在合作区工作的第
十个年头，谈起从一名市场营销部的普
通职员到首席执行官的“升职之路”，她
感触颇多。“最开始父母很不放心我一
个人去沙漠里工作，我不会中文，对前
沿的营销概念也很陌生。”伊马德说。

此外，由于经贸合作园区当时在
埃及还属于新鲜事物，对于如何做好工
作，伊马德有很多顾虑。但是所有顾虑
在入职后都消失了。“公司组织了很多
培训课程，我去中国进修过好几次，学
习了公司的理念和文化。”

为了让员工更好地适应新的工作环
境，泰达设置了专门的企业文化部门，帮
助中埃员工突破文化壁垒、和谐相处。
中非泰达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刘爱
民把这种“人才专业化、队伍属地化”的
培养模式称为“泰达海外模式”。

在公司引领和个人努力下，伊马
德很快掌握了运营管理的精髓，4年前
由于表现出色，她被任命为拓展区投资
运营公司首席执行官。“这里有家的感

觉，我希望一直在这里工作。”伊马德
说。

像伊马德一样受益于“泰达海外
模式”的埃及员工还有很多。员工艾哈
迈德·阿卜杜勒·巴基也对此深有感
触。在他看来，合作区就像家一样，是

“一个能照顾到员工生活细节的地方”。
在2011年正式到泰达工作之前，巴

基曾分别在埃及一家建筑公司和咨询公
司工作过，在咨询公司工作期间他就跟
很多中国人有过接触。“尽管有语言障
碍，但是我跟他们的合作非常愉快。”

几年间，巴基参与了合作区大部
分工程项目，目前已经被提拔为合作区
拓展区工程项目部主管。据他介绍，未
来合作区还将建设学校，解决员工子女
入学问题。

巴基说，他在合作区工作学到最
重要的经验就是做好规划。“比如，在
2019年年初我就做好了一年的详细工
作规划，目前正按照规划一步一步进
行。除了项目规划之外，我现在也学会
了做好家庭生活和职业生涯的规划。”

中埃苏伊士经贸合作区始建于
2008年，包括1.34平方公里的起步区
和6平方公里的拓展区，至今共吸引近
80家企业入驻，吸引投资逾10亿美
元，已经直接为当地提供就业岗位
3500余个，产业带动就业约3万人。
除了庞大的产业群，正在不断发展的合
作区还致力于打造集餐饮、购物、娱乐
等设施为一体的生活社区。

巴基现在住在合作区内的居住
区，他正在计划把家人接过来一起住。

“我在泰达的薪水不错，这让我对未来
更有信心。我还介绍了很多朋友来泰
达工作，因为这里的工作环境非常棒。”
巴基说。 （新华社开罗4月7日电）

埃及员工中埃园区“升职记”

□新华社记者 章建华 王婧嫱
杜大鹏

“许校长好！”在老挝北部商旅重镇
孟赛、北部中心城市琅勃拉邦乃至首都
万象，中老友谊学校校长许顺宏总能遇
到向他躬身问候的人。

这个敦实的中国彝族汉子在孟赛
办学12年，如今已是桃李芬芳。靠掌
握中文的优势，不少学生毕业后进入老
挝政府部门工作，或在中老铁路和其他
中国投资项目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许顺宏说，学校希望能给更多老挝
人创造学习中文的条件，让他们更多地

了解中国文化。
许顺宏大学毕业后回到家乡云南

任教时，接触过一些老挝学生。2005
年，他萌生了到老挝办中文学校的想
法。经过考察，2006年他下决心在老
挝北部乌多姆赛省投资兴建中老友谊
学校。

“刚开始时就办了一年级和二年级
各一个班，招聘了两名老挝老师，加上
我们几个人，从16个学生一步步地把
学校做起来。”许顺宏说。

随着中老两国关系日益紧密，这所
中文学校规模越办越大，最多时学生达
到 1000多人。租房办学变得不再可
行，于是，许顺宏联手来自四川的张廷

江开始建设学校。
2018年 2月，在许多中国商旅沿

公路进入老挝落脚的第一站——孟赛，
张廷江和许顺宏开始大兴土木，计划投
资2500万元人民币将中老友谊学校办
成一个更规范的学校。

目前，中老友谊学校在读的除了当
地华侨华人子弟，更多的是老挝本地学
生。老挝北部各省都有学生在中老友
谊学校上学，对学习成绩好或是贫困地
区的学生，学校会减免学费。

许顺宏和张廷江的办学理念得到
老挝教师认可。中老友谊学校女教师
洪坎说：“学校不是为了赚钱才建的，我
们办学更多的是为了传授知识。”

中老友谊学校副校长占彭说，学校
受到周边社区的欢迎，很多人愿意把
孩子送来读书。“我有两个孩子，都在
这里上学。”占彭说，学校已成为文化
小熔炉，一些中国商人的孩子入学时
不会老挝文，一段时间后就会说了；老
挝孩子刚进来时不会中文，过一段时
间都会了，孩子们可以用两种语言交
流。

许顺宏介绍，学校得到老挝各级政
府部门的高度评价，国内的汉语教师和
志愿者也来到学校。他说，办学或许是
他这辈子做的最大的事，“人生有个目
标，有个梦想，就要为之努力，为之奋
斗”。 （新华社万象4月7日电）

一 所 搭 建 中 老 友 谊 之 桥 的 学 校

新华社意大利卡塞塔4月6日电
（记者 李洁）由中国中外文化交流中
心与意大利卡塞塔市政府共同主办的

“我们的丝路：中外摄影艺术精品展”6
日在意大利南部小城卡塞塔的王宫丝
绸博物馆开幕。

展览由两部分组成。第一部分

是从 2017 年在中国山东举办的“第
五届世界摄影大会”优秀摄影作品
中 精 选 出 来 的 171 张 中 外 摄 影 佳
作，生动展现了“丝绸之路”沿线各
国的自然景观和人文风貌；第二部
分详细介绍了中国明代科学家徐光
启与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的友好交

往事迹。
卡塞塔的丝织业历史悠久，王宫

丝绸博物馆仍保存着当年王宫内生
产丝绸的车间和设备。卡塞塔市文
化局局长蒂齐亚娜·彼得里洛致辞
说，这次展览的举办地与展览的主题
契合，意义深远，希望此次展览成为

促进意中两国文化交流与合作的契
机。

卡塞塔职业摄影记者达丽雅告诉
新华社记者，这场摄影展非常精彩，也
为当地民众了解“丝绸之路”沿线不同
国家风土人情打开了一扇窗。

展览将于5月12日结束。

“我们的丝路：中外摄影艺术精品展”在意大利卡塞塔开幕

新华社华盛顿4月6日电 （记者
周舟）来自南京大学、厦门大学和南京
工业大学的科研人员日前在新一期美
国《科学进展》杂志上发表论文说，他们
开发出一种“基因剪刀”工具的新型载
体，可实现基因编辑可控，在癌症等重
大疾病治疗方面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被誉为“基因剪刀”的CRISPR基
因编辑技术能精确定位并切断 DNA
（脱氧核糖核酸）上的基因位点，可以关
闭某个基因或引入新的基因片段，从而
达到治病目的。但脱靶效应一直是阻
碍其应用的关键障碍之一。

论文通讯作者、南京大学现代工程
与应用科学学院教授宋玉君对新华社
记者说，目前的CRISPR-Cas9技术本
身具有脱靶效应，给精准治疗带来挑

战，且这种技术主要以病毒为载体，还
可能导致细胞癌化。

据介绍，研究人员新开发的方法采
用了一种名叫“上转换纳米粒子”的非
病毒载体。这些被“锁”在“基因剪刀”
CRISPR-Cas9体系上的纳米粒子可被
细胞大量内吞。由于这些纳米粒子具
有光催化性，在无创的近红外光照射
下，纳米粒子可发射出紫外光，打开纳
米粒子和 Cas9 蛋白之间的“锁”，使
Cas9蛋白进入细胞核，从而实现精准
的基因剪切。研究显示，这种方法的有
效性已在体外细胞和小鼠活体肿瘤实
验中得到验证。

宋玉君说，红外光具有强大的组织
穿透性，这为在人体深层组织中安全、
精准地应用基因编辑技术提供了可能。

中国科研人员开发出
新型“基因剪刀”载体

这是 4 月 6 日在美国圣迭
戈动物园熊猫馆拍摄的大熊猫

“白云”。当日，美国西南滨海
名城圣迭戈的圣迭戈动物园为
大熊猫母子“白云”和“小礼物”
开 启 了 为 期 3 周 的“ 告 别 派
对”，之后这对母子就将根据中
美双方的租赁协议踏上返回中
国的归乡之旅。数以千计的美
国民众扶老携幼前来与他们喜
爱的大熊猫说再见。

新华社记者 李颖 摄

一座美国城市
与两只大熊猫

的告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