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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9日，重庆公共运输职业学
院实训基地的“和谐号”驾驶室内，陈
梦琪和其他几位来自泰国的留学生，
正聚精会神地听老师讲解动车驾驶知
识。

目前，有43名泰国留学生在公共
运输职业学院“2019年泰国高铁技术
培训班”学习。该项目主要是为了中
泰高铁项目储备人才，这些留学生将
在近一年时间里，学习中文以及铁道
检修、运营、通信、机电和机车等知识
技术。

看着驾驶室内不断闪动的显示
屏，第一次进入“和谐号”学习的陈梦
琪和同学们特别兴奋。“中国的高铁和
驾驶技术很先进。”面对重庆日报记
者，陈梦琪慢慢吐出一个个中文音节，

“我的梦想是在中国好好学习，成为列
车驾驶员，回到泰国驾驶中泰高铁。”

重庆交通开投集团旗下公共运输
职业学院与泰国方面的合作，是我市
国企积极响应“一带一路”倡议，与沿
线国家、地区不断加深合作关系的一
个缩影。

全面参与多路开花
国企“一带一路”业绩亮眼

近年来，围绕“一带一路”倡议，重
庆市属国企发生了许多关于“走出去”
和“引进来”的故事。市国资委相关人
士表示，这些对外合作既包括技术、产
品，也有投资、工程建设，凸显了全面
参与、多轮驱动的特点。

4月15日，满载着机械产品、手机
配件的重庆东盟公路班车集装箱大卡
车，从重庆公路物流基地驶出，17日

抵达越南河内。相比海运，这批货物
的运输时间缩短了近15天，成本约为
空运的十分之一。

东盟公路班车目前已开通东线、
东复线、中线、西线、亚欧线以及重
庆—新加坡线6条线路。其中新加坡
线途径越南、老挝、泰国、马来西亚、新
加坡5个国家。

今年以来，市交运集团加大了东
盟班车开行力度，发展集拼业务，并实
现沿途集拼，沿途集散，计划全年开行
800班以上。

同时，该集团还将东盟班车线路
从一二线城市辐射到三四线城市，打
造东南亚商品集散中心。

在重庆，不只交运集团在“一带一
路”沿线业务表现亮眼。

1月8日，由重庆机场集团有限公
司、新加坡樟宜机场管理投资公司共
同出资组建的中新（重庆）机场商业管
理有限公司正式揭牌，主要经营管理
重庆机场餐饮、零售、广告、停车场、嘉
宾服务等项目。下一步，双方全力争
取更多航空公司参与两地航线。

与此同时，不少国企在“一带一
路”的业务实现了多路开花。

近日，非洲首个垃圾发电厂——
埃塞俄比亚亚的斯亚贝巴垃圾焚烧发
电厂（1200 吨/天）项目正式投产。项
目采用三峰环境自主设计和制造的垃
圾焚烧炉核心装备。近年来，三峰环
境已在越南、斯里兰卡、印度、泰国乃
至德国、巴西、美国落地10多个垃圾
焚烧发电项目。

加强交流建立信任
“培训先行”推动深入合作

重庆国企为何能在“一带一路”屡
有斩获？市国资委表示，在与“一带一
路”沿线的朋友们打交道的过程中，重
庆国企树立以人为本的理念，通过人
才培养这一举措，与对方加强技术联
系和人文交流，彼此建立充分信任。

“学校的老师和同学对我们特别
好。”在重庆学习高铁技术的泰国留
学生李书兰告诉记者，刚来重庆时，
她几乎没有什么中文基础，老师对此
给予了细心指导，本地同学也经常陪
她聊天，才短短3个月，她的中文就有
了飞速的进步，大家也结下了深厚的
友谊。

实际上，早在2017年，重庆就和
泰方合作开展了人才培训合作。重庆
交通开投集团与缅甸持续开展这类合
作，就直接推动相关产业项目“走出
去”。

不久前，交通开投集团开投科技
公司在缅甸仰光，为仰光最大的公交
公司部署了数百套车载智能终端，并
定制了智能公交管理平台。

今年3月，仰光交通厅到重庆考
察，提出希望重庆方面为智能公交管理
系统进行软硬件升级，并提供一揽子解
决方案。仰光方面如此积极主动的背
后，正是源于2017年与重庆交通开投
集团合作开办的仰光公共交通高级管
理研修班，该班针对性培训了仰光交通
主管部门官员和企业高管30人。

实施培训的重庆公共运输职业学
院相关人士表示，培训中双方建立了
良好的沟通和信任关系，且帮助缅方
建立了一系列中方的技术标准和规
范，这十分有助于双方开展下一轮深
入合作。

不仅是交通开投集团，重庆更多
国企尝到了“培训先行”的甜头。

4月中旬，越南矿煤集团联系到

重庆能源集团，希望能尽快来重庆，洽
谈采购机械化采煤设备和配套方案。

从2015年开始，重庆能源集团下
属科技公司就应邀对越南矿煤集团工
作人员，采用开小灶的方式，陆续进行
一系列实操机械化培训。

“重庆的技术对我们帮助非常
大。”越南矿煤集团煤科院矿井处博士
黎德荣表示，越南煤炭储藏量丰富，但
由于开采技术落后，机械化采掘程度
近于零，单矿产量不及重庆的1/4。“通
过同重庆的技术合作，不但提升了越
南的机械化采煤效率和产能，也解决
了困扰我们许久的技术瓶颈。”

能源集团相关人士介绍，越南煤
矿储藏条件与重庆类似，随着培训深
入，也产生了要获得重庆装备和服务
的想法。近期，能源集团突破了急倾
斜薄煤层综采这一世界性难题，并研
发出了“独门”机械化综采装备，得到
消息的越南矿煤集团终于“按捺不
住”，这才有了前文的一幕。

瞄准市场和需求
当好合作伙伴的“贴心人”

以人为本的合作理念，不仅加深
了人与人之间的信任，还使重庆国企
能担当“一带一路”沿线合作伙伴的

“贴心人”，深入了解对方需求，推出更
符合实际的产品、技术和方案。

重庆水轮机厂有限责任公司（以
下简称重水公司）是专业生产中小型
水轮发电成套设备的厂家，近年来随
着水电市场渐趋饱和，该公司将目标
转向有更大市场空间的“一带一路”沿
线国家。但最开始，重水公司遭遇了
很大阻碍，不少潜在合作方在拿到产
品介绍后都告诉他们：你们的产品很
好，但我们用不上。

对此，重水公司主动联系对方诚
恳地开展交流沟通、倾听需求，最终找
到了问题的根源：“一带一路”沿线国
家产业配套和建设运营水平普遍不
高，对单一产品缺乏整合应用能力。

对此，重水公司从过去单一产品
出口的模式，全力转向提供集建设运
营于一体的综合服务，推行EPC项目
总包。

这一举措突破了过去只能设计、
生产、制造、提供主机设备的单一模式
局限，受到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
欢迎。近年来，该公司已先后在越南、
尼泊尔、巴基斯坦、印度、斐济等多个
国家，成功开拓了机电总承包业务，并
于日前签下了尼泊尔马相迪贝斯项目

EPC总承包合同。
类似的情况重庆机床集团也遇到

过。作为中国最大的高端成套制齿装
备研发生产基地，针对“一带一路”沿
线国家，该公司的应对办法是：开发和
供应质量过硬、性价比极高、操作简便
的传统机械加工设备。

目前，机床集团每年都会向泰国、
巴基斯坦、印尼、马来西亚、越南、巴西
出口多套汽车、摩托车、农机齿轮机
床。该公司相关人士表示，要服务好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必须充分满足
其对产业门类齐全、品种规格多元化
的需求，而这恰恰也是重庆制造领域
国企的强项。

“通过瞄准有效市场和热点需求，
市属国有企业的海外合作项目，已从
自然资源等初级产品直接交易，逐渐
转移到制造业、高科技产业和建设运
营一体化项目等新业务，大大推动了
企业转型升级发展。”市国资委相关负
责人表示。

引进资本融合发展
推动重庆内陆开放高地建设

除了“走出去”，重庆国企还积极
引进“一带一路”沿线战略投资者，利
用境外资金，推动市属国有资本与其
他各类资本融合发展。

3月中旬，新加坡胜科（中国）公
司高管一行来到重庆，与能投渝新能
源公司商谈松藻电力公司二期项目融
资相关事宜，并在二期项目建设、总投
资、资金支付、筹资计划等方面达成了
一致。继2015年双方成立中外合资
企业，共同开发煤电一体化项目后，这
项备受外界关注的“一带一路”合作项
目，又将迈出新的一步。

能投集团相关人士表示，围绕“一
带一路”倡议，该集团近期各类引进投
资、合作的访问和洽谈不断。短短几
个月内，已有俄罗斯ПМХ集团、德国
特尔美集团、法国国际配售电公司、胜
科（中国）、新奥能源等前来交流和洽
谈合作事宜。

除了能投集团，由意大利安萨尔
多布瑞达公司和重庆川仪自动化股
份有限公司联合投资组建的合资公
司，近几年持续参与重庆轨道交通6
号线电牵引系统的技术开发应用；重
庆机电集团和美国康明斯公司，对合
资企业重庆康明斯发动机公司增资
扩股……

“积极响应‘一带一路’倡议，引入
各类资本，已成为市属国企深化改革、
推动发展的重要内容之一。”市国资委
表示，同时，我市还相继引进中信集
团、平安集团、恒大集团等央企、地方
国企、大型民企作为战略投资者，参与
中新（重庆）战略性互联互通示范项
目、重庆自贸试验区等项目。同时引
入央企、民企优化股权结构，不但使国
有资本得以做优做强做大，也推动了
重庆内陆开放高地建设。

43名泰国留学生在渝学开高铁
我市国企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区不断加深合作

本报记者 白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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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永福院士表示，重庆融入“一带一
路”建设，须做到“有的放矢”。他认为，
重庆首先要明确战略导向，服从国家大
的战略要求。例如习近平总书记对重庆
有“两点”定位，重庆就应该围绕“两点”
定位，深刻领会中央赋予重庆的使命任
务，为“一带一路”建设作出贡献。

其次，重庆应该加快夯实基础，突出
自身优势。例如重庆正在建设内陆开放
高地，开辟陆海新通道等国际物流大通
道，打造多式联运综合交通枢纽和物流
贸易集散中心，不妨好好研究全球各大
物流中心，学习和借鉴它们的发展经验，
甚至建立合作关系，与之联手打造多式联
运综合交通枢纽和物流贸易集散中心。

还有就是问题导向。重庆要有清晰
的思路，知道融入“一带一路”建设是要
融入什么，通过什么途径融入，有什么样
的目标？这些都要具象化。比如目前重
庆的进出口做得不错，今年一季度实现
较快幅度增长，那么通过大数据分析，就
能找到海外市场目标国，从而带动重庆
企业有目标地“走出去”投资建厂。

孙永福——

融入“一带一路”
重庆须“有的放矢”

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重庆时指出，重庆要在推进共建“一带一路”中
发挥带动作用。重庆如何积极融入“一带一路”建设，从而发挥好带动
作用呢？

去年年底，受中国工程院、重庆市人民政府共同委托，《重庆融入

“一带一路”发展战略研究》课题启动，中国工程院院士孙永福与重庆市
综合经济研究院院长易小光共同担任课题组组长。4月21日-22日，孙
永福、向仲怀、杨永斌三位中国工程院院士在渝调研课题，并为重庆如
何融入“一带一路”建设支招。

向仲怀院士表示，重庆应抓住融入
“一带一路”建设的契机，促进产业提档
升级。

他认为，重庆应该紧跟世界产业发
展趋势，在新一轮经济结构调整中与“一
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携手并进，构建
布局合理、上下游联动、链条完善的现代
化产业体系。要利用“一带一路”政策导
向和市场需求，倒逼现有产业转型升级，
培育与国际市场对接、与国家战略契合、
与市场需求相符的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
务业。

与此同时，重庆应强化产业协作和
技术合作，催生新业态，发展新产业，拓
展新市场。

要引进先进创新理念和技术，从创
新主体培育、创新平台搭建、创新要素集
聚、创新成果转化、创新环境营造等多方
面提高创新支撑能力。

作为国内的重要工业基地，重庆还
应突出制造业创新，培育和引进制造业
研发中心、实验室等创新平台，以创新驱
动促进产业提档升级。

向仲怀——

抓住融入契机
促进产业提档升级

杨永斌院士表示，人流、物流、资金
流是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三大要素，
就物流而言，重庆不妨借鉴世界零售业
巨头沃尔玛的经验。

他说，物流是沃尔玛成功的关键之
一，其物流配送模型可以看作是一个小
型的“一带一路”物流网络。

如沃尔玛配送中心是在100多家零
售卖场中央位置的物流基地周围建立一
个配送中心，同时可满足100多个销售
网点的需求，以此缩短配送时间，降低送
货成本。

重庆发展物流还应重视大数据、智能
化在物流中的应用。如沃尔玛采用了两
大系统，其中“自动补发货系统”可使其在
任何一个时间点都知道某个商场中的存
货量，有多少货物正在运输过程中，有多
少是在配送中心等，同时也让沃尔玛可以
了解某种货物上周卖了多少，去年卖了多
少，而且可以预测将来的销售情况。而

“零售链接系统”则可使供货商们直接进
入到沃尔玛的系统，了解他们的产品销售
情况，以便在短时间内进行产品更新。

杨永斌——

重庆发展物流
不妨借鉴沃尔玛经验

三院士为重庆融入“一带一路”建设支招

抓住机遇 夯实基础 促进产业提档升级
本报首席记者 陈钧 实习生 唐璨

杨永斌，中国工程院院士，工程力
学专家，奥地利科学院院士。
（本栏图片均由市综合经济研究院供图）

孙永福，中国工程院院士，铁路
工程专家，曾任铁道部常务副部长、
中国铁道学会理事长。

向仲怀，中国工程院院士，蚕学遗
传育种专家，国家蚕桑产业技术体系首
席科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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