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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 本报记者 李子晨

不会皱的丝绸、树叶材料的环保泳衣、不会

湿的雨伞、3D打印的陶瓷、10秒打开的户外帐

篷……在10月17日开幕的阿里巴巴国际站秋季

网交会上，众多饱含中国创新、中国技术、中国工

艺的新品吸引着全球采购商的目光。

据悉，阿里巴巴网交会已经成功举办了三年，

与广交会相仿也分在春秋两季举行。为了帮助中

小外贸商家抓住岁末购物季的增长机会，本届网

交会为期3周，以“了不起的中国工艺”为主题，面

向海外市场全面展示10大行业约100个行业领

先的制造技术、产业链革新能力、创新科技工艺

等，并通过“国内线上参展+海外线下发布”的创

新混合展模式帮助优质中国工艺一键卖全球。

中国工艺惊艳全球采购商

浏览网交会5000个数字展位，有不少让全球

采购商大开眼界的产品。

曾14次登上太空的压缩袋是参展商广东太

力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带来的“王炸”产品。据

悉，太力科技专注真空收纳技术领域20多年，拥

有700余项原创国际专利技术。其中，太力专利

免抽气系列真空压缩袋先后上过14次太空，太力

科技集团是中国航天产品研制合作企业，同时也

是沃尔玛、家乐福等国际零售巨头的全球供应商。

面对“真丝绸护理困难，使用寿命短”这一行

业痛点，中国丝绸协会副会长单位淄博大染坊丝

绸集团有限公司展示了“不会皱的丝绸”，打造出

领先国际的真丝产品。

随着绿色消费理念深入人心，广东明骊阳服

装有限公司致力研发可降解、可再生的服装面料，

其推出的树叶做的环保泳衣可以减少环境污染，

让时尚潮流与环保理念并行，助力“双碳”目标的

实现。

传统的中国工艺也正借助新技术实现手艺创

新，来自潮州参展商枫溪东阳陶瓷制作厂采用行

业前沿的3D打印技术，可实现传统手工无法达

成的精细程度，还打造出了自动化生产线，可24

小时生产。

积极向高技术、高附加值转型

在众多创新产品让全球采购商惊艳的背后，

折射出的中国制造“出海”正在向高技术、高附加

值转型的大趋势。

阿里巴巴国际站总裁张阔表示，从跨境平台

的数据来看，近年来，越南等新兴市场一般制造业

出口份额的提升，并未对中国外贸中小企业的生

意造成较大冲击。事实上，中国供应链已经开始

加快高质量发展的转型。对比德国、越南相关行

业出口数据分析，中国出口在高附加值的生产制

造上，正在接近并赶超传统高端制造业发达国家。

从出口结构方面看，去年以来，中国出口的单

公斤货值同比增长20%左右，主要驱动力来自出

口持续转移至高附加值的行业。这一方面是欧美

等采购市场在多重变化因素下的采购策略的改

变，另一方面也印证了中国的外贸中小企业已具

备承接海外高质量订单的整体供给能力。

国际市场风云变幻，有时酒香也怕巷子深。

好工艺要撬动大产业、闯出大市场，同样需要有好

的平台和渠道。对此，阿里巴巴国际站今年首次

大规模试水“国内线上参展+海外线下新品发布”

的混合展模式，不仅要在线上提升确定性，更要在

线下提升体验感。

据悉，阿里巴巴国际站推出线上全链路数字

化服务，为跨境商家提供售前、售中、售后全流程

一站式服务，帮助商家接得到单、发得出货、收得

到款。同时，虚拟展厅（VR Showroom）、工厂

直播等一系列科技展示的加持，让很多身处国内

的中小企业，能够实时在车间和海外买家连线互

动，轻量化、低成本，一键触达海外买家。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8个月，中国进出口总值

达27.3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0.1%。中国外

贸再次展现较强的韧性与活力。专家预计，随着

政策护航叠加多重效应释放，以及网交会等新型

展会的举行，四季度中国外贸保持稳定增长可期。

记者观察

“中国工艺了不起”
货通全球强助力

■ 中国驻乌干达大使 张利忠

2022年10月18日是中华人民共和

国和乌干达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60周年

的重要纪念日。60年前的10月18日，在

乌干达刚刚独立9天后，中乌两国正式建

立了外交关系。一个甲子的风雨同舟不

仅见证了两国关系愈加紧密，创造了一个

个中乌合作成就，也昭示着两国合作更加

光明的未来。

中国和乌干达虽然相隔遥远，但两国

和两国人民在反帝反殖的斗争道路上结

下了兄弟般的情谊，在强国富民的发展振

兴道路上走出了一条独特的合作之路，谱

写了在复杂变化中守望相助的精彩篇章，

为构建新时代中非命运共同体树立了典

范。特别是2019年中乌两国关系提升为

全面合作伙伴关系以来，在习近平主席和

穆塞韦尼总统的亲自擘画和关怀下，两国

政治互信不断深化，务实合作扎实推进，

人文交流日益密切，中乌关系历经国际风

云变幻以及新冠肺炎疫情等考验而愈发

牢固，两国关系处于历史最好水平。

60年来，两国政治互信不断加深。
中方一直为乌反殖反帝、争取民族独立斗

争提供政治、精神和力所能及的物质支

持。乌干达则与几十个非洲国家一道，为

支持联合国第2758号决议投下神圣一

票，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联合国合法

席位。近期在美国政客佩洛西窜访中国

台湾省后，乌外交国务部长奥凯洛迅即接

受新华社采访予以批驳，并重申乌将一如

既往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

中方支持乌方为维护地区和平稳定

发挥积极作用，支持乌方维护自身安全的

努力。双方共同反对霸权主义和单边主

义，共同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

和国际秩序。双方将继续致力于构建新

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并将就此

持续加强合作。

60年来，两国务实合作不断深化。建

交以来特别是近年来，在共建“一带一路”

和中非合作论坛推动下，中乌务实合作给

两国人民带来越来越多实实在在的利益，

也为乌经济社会转型发展作出了积极贡

献。坎帕拉—恩德培高速公路、伊辛巴水

电站等重大基础设施已投入使用，中国投

资的多个产业园区在新冠肺炎疫情等挑战

下蓬勃运行，直接创造了数以万计的就业

岗位，为乌工业化进程提供了重要助力。

在乌投资和经营的公司和企业积极履行企

业社会责任，乌政府和当地民众对此积极

评价。与此同时，卡鲁玛水电站、恩德培机

场改扩建等项目均已进入最后阶段，投资

额47亿美元的中海油乌干达石油项目正

在实施，双方务实合作将继续扩大深化。

60年来，两国人文交流日益密切。
近年来，中方通过各类灵活方式，持续帮

助乌青年学子和各类专业技术人员不断

学习深造。百名乌本土汉语教师顺利受

训并开始在乌全国各地中学教授汉语、播

撒中乌友好新种子。2021年10月，乌青

年孔维桢以优异表现一举荣获第二十届

“汉语桥”世界大学生中文比赛一等奖、最

佳网络人气奖并被授予“汉语大使”荣誉

称号，实现了乌选手参赛成绩的历史性突

破。自2001年在乌投资以来，华为公司

已在乌建立了17所信息通信技术学院，

培养了6000多名青年人才，并为当地提

供了400多个实习和就业机会。乌干达

副总统阿卢波深情地表示，在乌中国企业

通过各类培训项目提升乌青年能力，为其

就业创造了有利条件，也为乌经济在疫情

期间的稳定增长提供了重要助力，乌方对

此衷心感谢。

中乌关系之所以好，中乌友谊之所以

深，关键在于中乌双方一贯坚持“真诚友

好、平等相待，互利共赢、共同发展，主持

公道、捍卫正义，顺应时势、开放包容”的

中非友好合作精神。这是中非、中乌双方

数十年来休戚与共、并肩奋斗的真实写

照，也是中非中乌友好关系继往开来的力

量源泉。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我们对

中乌关系60年来的成就感到骄傲，对未

来发展之路充满期待。

■ 宋 微 尹浩然

随着更高层面对三方发展合作的认识

不断加深，其已被纳入相关政策文件并渐

次落实到执行层面。开放包容的态度成为

开展三方发展合作的重要推动因素。我们

也注意到，近年来，西方传统援助国与中国

的竞争加剧，彼此差异颇多的援助模式进

而推升交易成本，这已成为阻碍中国进一

步开展三方发展合作的重大障碍。

首先，偏见与竞争加剧干扰了三方发
展合作的开展意愿。互信是展开合作的基

础，然而，随着中国的综合实力不断提升，

“中国威胁论”再度甚嚣尘上。许多西方国

家并不是以正常的心态来看待中国的崛

起，而是固守冷战思维和意识形态偏见，将

中国看作头号竞争对手进行围追堵截。西

方国家大肆在中国的涉疆、涉港、涉台以及

南海等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的问题上无中生

有；在5G、新冠病毒溯源、疫苗等问题上对

中国进行大肆污蔑。面对当前全球所面临

的复杂挑战，本应携手应对危机却被无理

的偏见与竞争所影响，本是对双方均有益

处的协议被撕毁和搁浅。一系列的制裁与

反制裁更是使中国与这些国家的三方发展

合作很难找到突破口。

其次，援助理念的不同制约了三方发
展合作的伙伴参与。中国的对外援助坚持

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尊重受援国的自主

发展。作为一个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状态下

赢得独立的国家，中国出于同样或相近的

历史记忆，对发展中国家主权高度尊重，这

是中国发展对外关系的基础和根本出发

点。特别是在处理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

上，中国格外强调绝不通过任何形式和渠

道干预他国内政。2011年发布的《中国的

对外援助》白皮书再次重申，中国对外援助

“坚持不附带任何政治条件，绝不把提供援

助作为干涉他国内政、谋求政治特权的手

段。”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西方发达国

家的对外援助常常是建立在一系列附加条

件基础之上的。受援国若想获得援助，则

必须接受援助国所设定的一系列规范条

件，并接受援助国的监督。其用意无非是

令援助国在接受援助的同时接受其价值观

的输出，对受援国进行深层次的政治改

革。因此，援助理念的巨大鸿沟严重影响

了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的援助合作，特别

是深层次、长期的合作项目。此外，受制于

原宗主国与殖民地之间的关系，许多受援

国会对西方国家所参与的援助项目多有顾

虑，而这同样会影响三方发展合作的达成。

最后，援助方式的差异增加了三方发
展合作的交易成本。中国与西方传统援助

国的援助方式、援助政策、援助程序、援助

标准等具有很大的差异，双方的融合协商

自然会增加谈判与决策成本，同时也会增

加受援国的管理成本。在援助重点上，中

国的对外援助以项目援助为主，通过援建

成套项目、提供物资、开展技术合作等方式

推动受援国发展；而西方援助国则很少实

施实物项目援助，更多援助要求受援国进

行政治经济体制改革、加强能力建设等方

面。在援助资金上，中国将援助项目管理

与资金管理分离，并通过大量的优惠贷款

扩大了资金来源，这实际上在一定程度上

减少了受援国的依赖心理；而经合组织发

展援助委员会（DAC）国家则大规模推行

预算支持（GSB)的援助模式——将援助款

直接打入受援国财政账户，同时附带一系

列改革目标。此外，中国与西方援助国在

债务可持续、援助捆绑、监督机制等问题上

同样有很大的差异甚至可以说是分歧。如

何在这些差异面前找寻到共同点，前期的

项目交流、设计、评估等将耗费大量的精力

与成本。在项目的具体操作过程中，具体

的劳动分工需要再次考虑语言差异、项目

协调、项目管理等问题，这不仅十分复杂而

且成本高昂。因此，回顾已实施的三方发

展合作，项目规模普遍较小，且主要集中于

技术合作、人力资源培训等方面。

作为一种创新的发展合作形式，在愈

加重视三方发展合作的同时，中国推进三

方发展合作仍面临着一些障碍。尽管如

此，中国仍然以包容的态度推动构建新型

国际关系，深化拓展平

等、开放、合作的全球

伙伴关系，致力于扩大

同各国利益的汇合点，

为发展中国家的减贫

和共同发展作出重要

贡献。

（作者分别系北京
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
院教授，中共中央对外
联络部干部）

■ 中国驻乌干达使馆经商参赞 蒋季青

1962年10月9日，乌干达宣布独

立。9天后，中国即与乌干达正式建立

外交关系。今年以来，中乌两国隆重纪

念建交60周年。每每回顾60年来两国

在维护国家独立自强的斗争中结下的

兄弟情谊，特别是在发展振兴征程上的

携手并进，共克时艰中取得的丰硕成

果，我都会被每一位为中乌友好参与

者、支持者的精神和故事所深深打动。

60年来，任凭国际风云变幻，中乌

两国始终同舟共济、守望相助，两国经

济合作不断深入发展。建交之初，两

国经济往来十分有限。60年来，中乌

经贸务实成果不断落地，经贸合作不

断深化，中国已成为乌干达第一大外

资来源国、第一大工程承包方和第三

大贸易伙伴。截至2021年年底，中国

和乌干达之间的双边贸易额已超过

10.7亿美元，增幅达到28.5%。中国在

乌直接投资已增至7.1亿美元。在双

方的共同努力下，包括坎帕拉—恩德

培高速公路、伊辛巴水电站以及恩德

培国际机场改扩建等一批乌重点基础

设施项目已经完成。中国还通过无息

贷款和优惠贷款等多种形式为乌发展

提供了大量经济援助，为乌经济社会

转型提供了重要助力。

贸易方面，乌98%的产品已可免

税进入中国市场。中国国际进口博览

会、中非经贸博览会、广交会等平台为

乌优质特色商品打开了直通中国市场

的大门。

投资方面，中国海油投资的艾伯

特湖区油田现已成为中国在乌最大的

投资项目，投资额超过47亿美元，投资

项目将为乌创造超2万个就业机会。

中乌姆巴莱工业园、辽沈工业园等9家

产业园区相继在乌设立并取得积极成

效。目前各园区投资总额逾2.79亿美

元，入园企业投资约3.48亿美元。

承包工程方面，截至2021年，新

签署合同额达 14.3 亿美元。今年 4

月，中交公司承建的恩德培国际机场

货运中心正式投入使用，为乌新鲜和

优质农产品走向世界市场提供了保

障。特变电工在乌实施的农村电气化

项目更是帮助超过17万户农村家庭接

入国家电网，有力解决了乌农村地区

用电难问题。

卫生方面，自1983年以来，中方

已向乌派出22批209名医疗专家，为

数百万乌干达民众提供了治疗服务。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中乌同舟共济、

守望相助，谱写了团结抗疫新的友好

篇章。中国迄今已向乌捐赠了160万

剂疫苗，支持乌抗疫和经济复苏。

教育和人力资源培训方面，截至

2021年年底，中国已向乌提供数百个

奖学金项目和5000多个培训课程，其

中涉及农业、医疗、公共管理、计算机

科学和基础设施等多个领域。中国与

国际粮农组织开展的南南合作项目第

三期培训也将落地，至少有9600名农

民将得到农业方面的技能培训。

数字化建设方面，乌是“万村通”

项目首批实施的30个非洲国家之一。

该项目由四达时代集团承建，于2018

年7月在乌启动，向900个村庄的1.8

万个家庭和2700个公共场所提供了

卫星信号服务。项目迄今累计受益人

数已超过100万人。华为公司参与建

设的国家骨干网项目已在乌铺设了

4172公里光缆，提升了乌政府向公众

提供在线服务的能力。

中资企业在乌助力当地经济发展

的同时，积极履行企业社会责任，造福

当地社区和民众。如中国海油在投资

建设艾伯特湖区翠鸟油田项目的配套

建设中开展了社区安置房、引水工程

建设和重型卡车司机培训等一系列社

会公益项目，受到当地居民的热烈欢

迎。中资企业正积极落实“百企千村”

计划，为乌经济社会转型发展提供助

力，推动中乌务实合作取得更大发展。

去年11月，中非合作论坛第八届部

长级会议在达喀尔举行，习近平主席宣

布了中非合作“九项工程”。目前，中乌

双方正在加快推进落实“九项工程”，特

别是竹子加工、菌草种植、太阳能开发利

用等一大批“小而美”的项目，以便能更

早更快惠及两国和两国人民。

我们将珍惜60年来中乌深耕细作

的合作成果，继续把中乌双方的发展

需求和愿景目标紧密对接起来，推进

论坛第八届部长会成果落实，推进“一

带一路”合作高质量发展，扩大农业、

制造业、基础设施建设与合作，并拓展

数字经济、绿色经济等新兴产业合作，

不断拓展丰富两国全面合作伙伴关系

内涵，为构建新时代中乌命运共同体

贡献力量！

60载风雨兼程携手并进

务实成果喜人 中乌合作未来可期

虹桥微风

开展三方发展合作必须坚持开放包容

奋力续写中乌全面合作新篇章
坚持中非友好合作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