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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促要闻

北京世园会“黑科技”造就大舞台

嗡嗡嗡、砰砰砰，现场繁忙有序，
工作热火朝天……记者近日来到平
潭海峡公铁大桥的施工现场，工人们
正在进行钢筋绑扎、焊接和混凝土浇
筑，整桥已初具规模。据现场管理人
员介绍，大桥将于今年6月完成桥梁
主体施工，并很快过渡到试运行阶
段。届时，福州和平潭将形成半小
时生活圈，对推动闽台贸易往来和
经济互动具有重要意义。

环境恶劣挑战施工技术

“风大、浪急、水深、海水高腐蚀
性、海床地势起伏大……这些都是
我们在建桥时首先面临的难题。”
中国铁建大桥工程局集团有限公司
施工现场工程师姚鹏远在接受《中
国贸易报》记者采访时说，该大桥位
于世界三大暴风潮海域之一的台湾
海峡区域，自然条件恶劣，一直被认

为是“建桥禁区”。除此之外，由于
平潭当地建筑材料和交通上的不
便，物流运转也是考验施工的一大
难题。

“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讲，该桥
是我国目前施工难度最大、世界最
长、跨度最大的跨海峡公铁两用大
桥。”姚鹏远说。

突破这一道道难题，也实现着
一次次创新。“国内首创的双孔连做
节段拼装造桥技术可同时完成两孔
箱梁的造桥工作。”姚鹏远表示，这
一技术不仅获得了专利，还为今后
国内跨海大桥的建设积累了经验。
在公铁合建模式下，铁路梁、公路
墩、公路梁施工等存在很多交叉干
扰。为此，建设管理方通过应用
BIM技术，仿真模拟施工中存在的
空间碰撞、时间冲突、环境影响等，
为科学预判及动态调整施工组织提

供依据，确保了梁部施工组织有序、
高效、安全，同时在工程管理上也实
现了创新。对于物流运转，建设方
还协调多方力量，在施工附近临时
创建了和平村码头，为建桥时的物
资提供了保证。

打造公铁联运半小时生活圈

难度这么大，为何还要克服种
种困难去实现？

作为距离台湾最近的地方，平
潭岛是福建省第一大岛、中国第五
大岛，面积372平方公里，人口40多
万。平潭与西岸的大陆虽然直线距
离不到 5 公里，却在很长一段时间
只能通过轮渡与外界相连。

“遇到紧急情况必须提前安排，
一旦错过轮渡等下一班将十分耽误
时间。若是轮渡停航，平潭便成了
孤岛。”平潭当地人说。

2010年11月，平潭海峡大桥正
式试通车，平潭人终于实现了乘车出
岛。然而，现有的这条跨海公路不论
是从承载量上还是在路线便利程度
上远远不能满足平潭发展的需要。

“今后平潭要建设国际旅游岛，

但游客从长乐机场驱车入岛要两个
多小时，即便从福州火车站到平潭
也要花费不少时间。交通不便依旧
是制约平潭发展的重要因素。”平潭
综合实验区规划馆工作人员说。

记者获悉，始建于2013年11月
的平潭海峡公铁大桥起于长乐松下
码头，铁路将实现合福铁路延伸至
平潭，公路则是国家京台高速公路
的一部分。该大桥预计在 2020 年
全面通车，届时，平潭至福州通过铁
路只要半小时，通过公路仅1小时，
两城将实现公铁联运生活圈，交通
更加便利。

有望推动两岸贸易增长

道路越来越通畅，贸易也将愈
发繁荣。

“因台而设、因台而特”是平潭
区域经济发展的基本定位，然而长
期以来这里因基础设施跟不上，一
直没能发挥自身潜力。“当前迫切需
要补短板。”平潭综合实验区旅游发
展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陈建翔在接
受记者采访时一语中的。而他所说
的“短板”则主要是交通。陈健翔认

为，公铁海峡大桥建成后短期来看
必然可让客流、货物流增多，从长远
角度，平潭旅游业、商贸业的繁荣自
然也会带动两岸贸易融合。

“平潭当地的消费能力很有限，
但两岸贸易往来的潜力则很大，平
潭因台而设、因台而特也必将因台
而兴。”平潭综合实验区经济发展局
物流处副处长张舒福在接受记者采
访时说，长期以来，平潭发展一直得
益于政策优势，但今后必须要寻找
更多新增长点，大桥建成后，将能进
一步激发平潭对台贸易方面的物流
中转优势，很多大宗货物可通过航
运从台湾运送至平潭，再通过铁路、
公路快捷地转运到大陆其他地区，
这在成本上具有一定优势。

“大桥不仅是平潭基础设施的一
部分，也将会带动此区域商业、服务
业发展，日渐繁荣的平潭岛将在连接
台湾、促进两岸关系发展上发挥越
来越重要的作用。”姚鹏远面对大
桥，露出欣慰的笑容，他说身为一名
建桥工程师，能为国家发展尽一己
之力倍感荣幸，也期待这座大桥能
为平潭的经济腾飞发挥独特功能。

公铁大桥建成可期 助力打造平潭商圈
■ 本报记者 张伟伦

在全球化4.0已经到来之际，全
球贸易保护主义、单边主义盛行，贸
易摩擦频发，经济动荡，全球治理将
面临挑战展。新形势之下，“一带一
路”倡议给沿线国家带来什么机
遇？“一带一路”倡议作为在未来世
界深化国际合作的重要框架，如何
才能够被更多国家认同？

美国传统基金会国际经贸中心
主任、前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泰瑞·米
勒，爱尔兰驻华大使李修文，中国
太平洋经济合作全国委员会会长、
中国前驻冰岛大使、全球化智库顾
问苏格，加纳驻华大使爱德华·博阿
滕等众多国际机构代表近日就上述
问题在第五届中国与全球化论坛上
纷纷发表了观点，该论坛由全球化
智库、商务部中国国际经济合作学

会和联合国驻华代表处联合举办，
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院协办。

“‘一带一路’倡议得到了全球很
多国家的支持和接受，它更加开放、
公平，整个流程体现了互惠互利的原
则。”苏格表示，即将举办的第二届

“一带一路”高峰论坛规模将会更加
庞大，能够让各国更好地了解中国
如何采取实际行动参与全球化。

泰瑞·米勒也认为，“一带一路”
倡议毋庸置疑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
的倡议之一，其涉及投资等多方面
内容，与世界银行、美国国际开发署
以及世界各国发展机构的工作职能
相辅相成。这是中国对外开放的一
个举措，体现出中国更加积极地与
世界各国合作的意愿。

爱德华·博阿滕表示，加纳早已
认识到“一带一路”倡议能够为加纳
带来巨大机遇，在 2017年 6月即已
加入。他认为，“一带一路”倡议是
一个建立新的互联互通渠道的窗口

和平台，通过这个窗口，加纳可以更
好地融入世界。此外，“一带一路”
给加纳带来了新的市场机遇，让加
纳的农民更加有能力在价值链当中
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拉丁美洲已经有 14个国家加
入‘一带一路’倡议，这就意味着他
们已经了解到该倡议所带来的益
处。”古巴驻华大使米格尔·安赫尔·
拉米雷斯表示，拉丁美洲国家认为
这是一个非常有效的机制，也是非
常重要的一项进程。古巴在去年
10月加入“一带一路”倡议，这不仅
仅是为了古巴的利益，也是考虑到
了其他的加勒比海国家，希望大家
能够共同推动互联互通发展。

目前，已有 150 多个国家和国
际组织同中国签署了“一带一路”合
作文件。最近，中国和意大利签署
共建“一带一路”谅解备忘录。

意大利驻华大使馆公使费代莱
表示，“一带一路”倡议不仅仅包括

货物贸易、基础设施建设，同时还涵
盖学术和人文交流，这对于意大利
而言非常重要，他们也希望建设一
条“知识丝绸之路”。同时，意中也
达成共识，双方“一带一路”框架下
的合作须遵守各自国际义务。

“爱尔兰认为‘一带一路’倡议是
很好的合作基石，我们对此非常感兴
趣。爱尔兰希望与中国合力建立基
于多边贸易体系规则的互联互通，通
过‘一带一路’倡议实现欧盟和亚洲
之间的连通。”李修文表示，近日，欧
盟与中国进行了深入探讨，达成了有
关贸易自由化的清晰共识，双方发表
联合声明承诺支持多边主义，并计
划在2020年达成中欧投资协定。

德国驻华大使馆公使雷宇翰也
表示，目前，全球基础设施需求非常
大，尤其是欧亚大陆，因此，欢迎所
有能够为可持续的基础设施发展作
出贡献的倡议，德国也愿意和中国
持续合作，实施互联互通，并在第三

方市场开展合作。中国是德国在亚
洲最为重要的经济伙伴，德国也是
中国最领先的在欧盟的贸易伙伴。
目前，超过 5000家德国企业在中国
运营，同时 900 多家中国企业在德
国投资。

“‘一带一路’倡议需要基于国
际标准和国际框架，尤其在《2030年
可持续发展议程》《巴黎气候协定》
下。”雷宇翰认为，国际标准的透明
性、社会环境对于“一带一路”倡议的
顺利实施很重要，这样才能够实现高
质量发展，才能够为德国和其他国
家在“一带一路”建设中提供机遇。

对此，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基金
会理事长、中国前驻印度尼西亚、加
拿大、瑞典大使兰立俊建议，“一带
一路”倡议提出5年有余，应该从软
规则转化为硬规则，并且通过共商
共建和创造来建立更多的国际合作
规则，在实践当中建立一个多层的
国际合作规范来支持国际合作。

一带一路倡议为沿线国家带来巨大机遇
■ 本报记者 周东洋

本报讯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
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完
善仲裁制度提高仲裁公信力的若
干意见》（以下简称《若干意见》），
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
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若干意见》指出，仲裁是我国
法律规定的纠纷解决制度，也是国
际通行的纠纷解决方式。

《若干意见》明确，要从规范仲裁
机构设立和换届有关工作、保障仲裁
机构依法独立工作、落实当事人意思
自治原则、纠正扰乱仲裁发展秩序的

行为等方面严格贯彻落实仲裁法律
制度。要明确仲裁委员会的公益性、
非营利性质，加强委员会建设，改革
完善内部治理结构和管理机制，改
进仲裁员选聘和管理，推进仲裁秘
书职业化和专业化建设。要加快推
进仲裁制度改革创新，支持仲裁融
入基层社会治理，积极发展互联网
仲裁，推进行业协作和仲裁区域化
发展。要服务国家全面开放和发展
战略，提升仲裁委员会的国际竞争
力，加强对外交流合作，深化与港澳
台仲裁机构合作。 （欣华）

中办、国办印发

《关于完善仲裁制度提高仲裁公信力的若干意见》

光影森林、远程医疗、无人驾
驶、无人物流、无人机、teamLab……
北京世园会把传统的园林文化盛宴
变成科技与自然结合的大舞台。今
天，小编就带您看一看北京世园会
的各种黑科技。

北京世园会为了在会期内，为
游客奉上一场“不落幕”的文化盛
宴，用虚实结合的技术手段，构建了
一个色彩斑斓的“光影森林”。当夜
幕降临，园区景色与灯光融为一体，
表演以中国志怪古籍《山海经》中的
奇花异草、珍禽异兽故事为内容的
节目。

“这是本届世园会的科技亮点
之一，给游客带来沉浸式交互体
验。”北京世园局信息化部副部长郭
子亮介绍，“届时，将在园区 5 号门
附近的自然生态展示区展示，从晚
上7时左右开始到9时闭园，持续滚
动播放。”

人们不仅将在植物馆欣赏到国
内首个室内红树林群落，还将体验
到风靡全球的 teamLab打造的沉浸
式数字展，观者将会置身于一个由
红树植物的根、种子、叶片、候鸟等
动植物组成的奇幻光影世界，并与
红树林亲密互动，仿若亲临真实的
红树林群落。

另外，5G网络作为第五代移动

通信网络，速度将是4G的百倍。“我
们首次运用这一最新技术，就是想
让游客体验到科技给生活带来的便
利。”郭子亮说，“届时，5G信号将在
园区实现全覆盖。”

世园会将园区各种会展、旅游、
服务资源进行整合，打造一个“一部
手机游世园”的APP，实现吃、住、行、

游、乐一条龙式的全程智慧导游。
此外，记者从北京世园局了解

到，世园会将充分展示5G技术在远
程医疗、无人驾驶、无人物流和无人
机等多行业的创新型应用示范。郭
子亮称，“游客将在园区看到3辆无
人驾驶车辆，它们主要承担安保、航
拍等工作，可以使我们近距离感受

科学技术的魅力。”
园区的中国馆、国际馆等主要

场馆，将配备机器人讲解员、机器人
咖啡师和机器人保洁员。“机器人将
为我们提供更快更好的服务，两分
钟就能冲好一杯咖啡，免去了观众
排队等待的烦恼。”郭子亮说。

（张文）

本报讯 近日，中国贸促会
会长高燕赴北京世园会园区检查
工程建设推进情况，中国贸促会
副会长陈洲、中国国际商会秘书
长于健龙等陪同。北京市委常
委、常务副市长林克庆参加座谈。

在中国馆、妫汭剧场、国际
馆、植物馆等地，高燕现场查勘主
要场馆和展示区，详细了解工程
建设和改造提升情况。在北京世
园会延庆指挥部，高燕听取北京
世园会园区工程建设情况汇报，
充分肯定前期工作，强调要列出
问题清单，制定督办措施，确保如
期完成工程项目建设，并不断完
善园区各项设施及服务准备工
作，为 2019北京世园会顺利开幕
打下良好基础。 （王甜甜）

本报讯 中国—中东欧联合
商会第五次会议近日在杜布罗夫
尼克举办。中国贸促会副会长张
慎峰、克罗地亚经济商会副会长
巴巴里克、波兰投资贸易局副局
长克日什托夫等出席并致辞。

张慎峰表示，中国—中东欧
国家联合商会是“16+1 合作”机
制的重要组成部分，自 2014年成
立以来为促进双方经贸投资往来
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贸促会将
与各国对口机构密切协作，当好
各国企业经贸交往的桥梁纽带。

巴巴里克、克日什托夫表示，
希望与中国贸促会共同推动联合
商会建设，为双方企业合作搭建
更多平台、提供更好服务。

（刘彦辰）

本报讯 第 125 届中国进出
口商品交易会 4 月 15 日至 5 月 5
日分三期在广州琶洲广交会展
馆举办。预计有 2.5万家境内外
企 业 参 展 ，新 产 品 占 比 超 过
30%，来自210个国家和地区的采
购商到会。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
企业是进口展最大参展主体。据
记者了解，本届广交会进口展共有
21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
的 383 家企业参展，占比达到六
成，新增波兰、俄罗斯、乌克兰、以
色列、科威特、菲律宾等沿线国家
参展企业，并有土耳其、埃及、印度
等6个国家展团参展。

目前，广交会已与 33 个“一
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47家
工商机构签订合作伙伴协议，双
方将在招商宣传、团组互访、信息
交流、与会服务等领域进行深入
交流与合作。广交会计划两至三
年内与全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和地区建立合作伙伴关系。

广交会新闻发言人、中国对外贸
易中心副主任徐兵说，广交会已经
成为推进“一带一路”经贸合作的
重要平台，近年来，沿线国家和地
区平均每届约有8万人与会，约占
总人数的40%，占比呈上升态势。

本届广交会的境内参展企业
中，国有企业1301家，占5.24%，三
资企业2419家，占9.74%，民营企
业 21126家，占 85.03%，民营企业
已经成为广交会最大的参展主体。

“民营企业已经成为我国对外
贸易的主力军，而且民营企业的外
贸质量在明显提高。”徐兵表示。

本届广交会还特别强调要多
措并举推进外贸稳中提质。徐兵
说，围绕今年外贸稳中提质的目标
任务，第125届广交会持续优化展
览结构，提高组展质量。

“当前，我国外贸的一个重要
工作是鼓励高技术、高质量、高附
加值产品出口，提升在全球价值
链中的地位。”广交会相关负责人
表示。 （毛雯）

广交会特色突出

高燕赴北京世园会园区
检查工程建设推进情况

张慎峰出席中国—中东欧国家
联合商会第五次工作会议

图为无人机拍摄的世园会中国馆。 新华社记者 鞠焕宗 摄

本报讯（记者 刘国民）4月17
日至 19 日，2019 第二届中国（东
营）国际石油化工贸易展览会（简
称石化展）在山东东营开幕。中
国贸促会副会长卢鹏起出席开幕
式并致辞。

卢鹏起在致辞时表示，在全
国石化产业新旧动能转换的关键
时期，在东营举办石化展正逢其
时，意义重大。中国贸促会、中国
国际商会愿与其他主办单位一
道，共同将展览会办好，将其打造
成带动力强、辐射面广、知名度高
的国际化、市场化、专业化的创新
型平台 ，为中外企业创造更多贸
易投资机会。

据悉，本届展会以“创新·绿
色·智慧·高端”为主题，由中国国
际商会、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
合会联合主办，山东省贸促会、东
营市人民政府等共同承办。

卢鹏起出席石化展开幕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