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707开放中国责编：邱海峰 邮箱：hwbjjb@163.com

2018年7月24日 星期二2018年7月24日 星期二

蒙内铁路 （新华社发）

瓦努阿岛是南太平洋岛国斐济第二大岛。中铁一局
斐济公司在岛上修建的纳布瓦鲁高速公路和布扎贝高速
公路解决了人们出行的“老大难”问题，有力拉动了经
济发展，被斐济民众誉为“斐中两国友好的纽带”“共同
发展致富的高速路”。图为一辆卡车行驶在布扎贝高速公
路上。

新华社记者 张永兴摄

日前，来自泰国、斯里兰卡、老挝等13个国家的63
名铁路管理人员来到武汉高铁训练段进行参访交流活
动。在“一带一路”背景下，2015年开始武汉高铁训练
段已举办了泰国、老挝等14批涉外铁路技能培训班，培
训涉外学员400余人次。图为来自肯尼亚的贾斯特斯·卡
洛·姆文加在高铁模拟驾驶仓内体验实际操作。

新华社记者 肖艺九摄

共享之路
——不仅提供大量就业岗位，还以

“师傅带徒弟”实现技术转移

不仅吸纳就业，还要培育当地人才、扶持当地技
术，这是央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共同的目标。

连接肯尼亚东部港口城市蒙巴萨与首都内罗毕的蒙
内铁路去年 5 月 31 日正式开通，这是中国交建承建的一
条采用中国标准、中国技术、中国装备并提供 10年运营
维护的国际干线铁路。

数据显示，蒙内铁路仅在修建期间就为肯尼亚人民
提供了累计超过 3.8 万个工作岗位，当地雇员占总员工
比例约 90%。目前，在蒙内铁路从事运营工作的当地员
工达 1570 人，电力综合管理员凯内迪·科梅托伊就是其
中一位。

科梅托伊是土生土长的肯尼亚人。“我在北京大学读
的本科，后来在上海大学读研，学的是工程管理。”科梅
托伊用流利的中文说。科梅托伊 2017年来到蒙内铁路工
作。他说，书上学的和实践中不完全一样，来自中国的

“师傅”教了他很多，“我们现在每个月都要考试，检查
我们学没学到位”。

这种“师傅带徒弟”的技术转移，正是肯尼亚目前
所需要的——这个国家 15 岁到 24 岁的年轻人占比高达
20%，青年失业问题一直困扰着肯尼亚。当地人表示，蒙
内铁路不仅为他们创造了就业岗位，还将中国的技术、
管理经验带到了肯尼亚。

“蒙内铁路带来的效益才刚刚显现。”在中国交建子
公司中国路桥工作的约瑟夫·吉托表示，4年前，他经济
拮据，跟父母居住在一起。现在，在中国公司他已经从
一名文员成长为公司里的“多面手”，具备了独当一面的
能力。收入提高后，他独自租了一套两居室，还在内罗
毕郊区买了一公顷土地，准备盖房子。“多亏了蒙内铁路
建设，让我们摆脱贫困、走向富裕。”

相关数据显示，目前，中央企业海外分支机构 38.4
万名员工中，85%是本地员工，不少企业员工本地化率达
到90%以上。

今年5月1日，巴基斯坦伊斯兰堡国际机场通航。机场
航站楼工程为新机场的主体建筑，由中国建筑承建。项目
负责人介绍，在该项目的实施过程中，中国建筑全面推行
劳务属地化，累计共使用当地劳务 3000余名，长期保持本
地劳务700余人，占到项目劳务日常总数的94%。

项目进入履约高峰期时，中国建筑摒弃了过去全部

依靠中国管理人员的模式，通过校园招聘和社会招聘的
方式，引进 32名巴基斯坦中层管理人员 （占当时管理人
员总数的46.5%）。经过3年的推进，公司本地管理人员达
到 45 名，占比已经接近 60%，岗位涵盖现场工程师、合
同工程师、深化设计师、商务预算员、税务财会等关键
管理岗位。

中国建筑还创新了“海外人才到中国”的培训与交
流方式，深入推进属地化人才队伍建设。2015 年，公司
结合推动“中巴经济走廊”卡拉奇—拉合尔高速公路项
目进程，在当年 10 月全额资助 8 名项目沿线居住地的优
秀高中毕业生赴中国留学，并与8名学生签订培养就业协
议。公司负责人表示，通过中国教育平台培养出一批了
解中国文化、具备高等专业知识的当地青年人才，既为
公司储备了未来本地人才的中坚力量，也为巴基斯坦社
会培养了高等人才。

绿色之路
——给村民保留稻田，给海龟清澈海

水，绿色理念贯穿“一带一路”建设

环境保护、绿色发展是央企在“一带一路”建设中
不变的追求。有两个故事，在沿线国家流传。

第一个是“百亩华电稻田”的故事。
在柬埔寨戈公省，中国华电集团有限公司投资建设

的额勒赛水电站，掩映在青山绿水之中，成为当地一道
美丽的“风景线”。这一项目的建成，对调节流域内季
节性旱涝、保证下游农田水利灌溉、减少水土流失、保
护生态平衡起到积极的作用。而更让当地村民感动的
是，华电主动调整前期规划，想方设法保留了村中原有
的稻田。

“在电站规划中，我们尽量减少对原居民的搬迁，尽
量减少土地特别是耕地的淹没。”电站项目负责人说。经
过反复讨论，华电集团将原本规划用作修建营地的100亩
稻田为村民保留了下来，还专门修建了水泥灌溉沟，确
保稻田旱涝保收，而营地则修建到了附近的半山坡上。
村民们把这块稻田叫作“华电稻田”。

第二个是“哈电鹰嘴海龟”的故事。
阿联酋迪拜的“哈斯彦清洁煤电站”是中东地区首

个洁净燃煤项目，由哈电国际承建。电站项目经理段腾
飞介绍，项目码头施工区域位于迪拜海岸线上。每年3月
中旬到6月中旬，当地的濒危珍稀物种——鹰嘴海龟会在
夜间爬上沙滩产卵。如何在施工时不影响海龟的正常繁
殖？哈电国际和当地环保部门联合启动一套“监控保护
方案”：科学控制施工照明的角度，确保夜间不惊扰海

龟；现场巡视，一旦在清晨发现海龟巢就第一时间进行
安全围护，及时将海龟蛋移到特别的孵化区；待夏季海
龟蛋孵化后，将小海龟放归大海。

“在海上我们专门装了五个监测站，监测海水的水
质。虽说项目在海上施工，但海水还是非常清澈。”段腾
飞说，此外，经过特殊设计的防淤帘长达 10余公里，将
海域内可能的环境风险降至最低。

阿联酋海洋环境组织主席和创始人阿里·萨格尔说：
“看到像哈电国际一样的中国企业帮助我们进行环境保
护，我很感动。”

这样的“绿色”故事在“一带一路”建设中不断涌
现。严格遵守国际通行规则和当地环保法律法规，加大
环境保护的力度，始终致力于将绿色发展理念贯穿于生
产经营全过程，中国中央企业不断提高环保标准，采用
先进技术，最大限度减少对环境的影响。

爱心之路
——助学、修路、文化交流，项目走

到哪儿，公益做到哪儿

如何做一个负责任的企业公民？中央企业把目光投
向公益事业，项目走到哪儿，公益做到哪儿。

位于缅甸曼德勒省新阶镇的炯五孤儿院，是一所由
寺院方丈管理的僧侣学校。在校的绝大多数小和尚是孤
儿。由于宿舍和教室严重不足，105名学生需分批上课。
中国石油东南亚管道公司得知后投资扩建了学校。方丈
感慨地说：“谢谢你们为孩子们所做的一切，不仅仅是为
学校捐建了校舍，更重要的是为孩子们带来了温暖和感
动，让他们理解到爱是没有国界的。”

哈萨克斯坦位于寒冷干旱的中亚腹地，当地人民没
有种植蔬菜的习惯，冬季蔬菜短缺昂贵。中国石油投资
287万美元，建设了一座现代化温室蔬菜大棚，使阿克纠
宾市民一年四季吃上了新鲜蔬菜。仅在哈萨克斯坦，中
国石油就已累计投资 420多亿美元，公益投资达到 3.5亿
美元，多个项目获得“最佳社会贡献总统奖”，被哈国元
首誉为“油气合作典范”。

包括缅甸、哈萨克斯坦在内，通过捐资助学、架桥
修路、改善医疗、解决当地居民的饮水及社区服务等，
中国石油在“一带一路”地区的公益事业已涵盖苏丹、
尼日尔、乍得、印尼等所有项目所在国，让200多万人直
接受益。

马累乐团是国家电网巴西控股公司赞助的一项社会
公益项目，致力于为贫民窟孩子提供乐器演奏义务培
训、改变和丰富贫民窟青少年业余生活。2012 年起，国

网巴西公司主动赞助“文化之旅”并组建交响乐团，用
音乐为巴西贫困地区的孩子们带来精神上的富足。如
今，公司已帮助 300 多名贫民窟青少年圆了音乐梦想，

“马累交响乐团”已成为里约的一张“音乐名片”。同
时，国家电网还积极推动中国和巴西文化体育交流和巴
西青少年教育项目、国际青少年乒乓球里约巡回赛、中
巴文化月、里约四季长跑等社会公益项目，促进了与当
地人民的理解和共赢，获得联合国全球契约组织“社会
责任管理最佳实践奖”。

在老挝230千伏巴俄-帕乌东输变电项目中，国家电
网子公司中电装备公司得知当地教育资源落后时，立即
与当地政府和学校联系，商定为学校进行场地平整并供
其作为操场使用。2017年2月上旬，该工程项目部组织施
工队伍免费修建学校操场达 2000平方米，为学生们创造
了良好的学习环境。

老挝国家电力公司输变电部主任布明评价道：“中电
装备公司是一家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我为中电装备公
司点赞。”

对于中央企业在“一带一路”上的履责表现，业内
人士指出，中央企业通过一个个项目把“一带一路”沿
线国家和地区的民心连接在一起，实现走出去、融进
去，让发展成果惠及更多人。

走出去、融进去、连民心

温暖“一带一路”
本报记者 邱海峰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5年来，中国中央企业
遵循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投身“一带一路”建设，
始终严格依法诚信经营，坚持本土化发展，注重
生态环境保护，认真履行社会责任。

“义利相兼、以义为先”。中央企业把企业发
展与当地社会发展紧密结合起来，打造利益共同
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在改善当地民
生、推动协调发展、促进文化交流等方面贡献了
中国力量。

走出去、融进去、连民心，“一带一路”是
发展之路，也是温暖之路。

中央企业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
在海外经营过程中，严格遵守所在国法律，
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加强责任管理，讲好中
国故事，赢得了好名声、好口碑。

助力经济发展。中央企业在“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的业务涵盖工程承包、能源资
源开发、电信电网建设运营等多个领域，推
动了东道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在基础设施领
域，中国交建等央企走出国门，高标准、高
效率地建设了蒙内铁路、瓜达尔港、中巴喀
喇昆仑公路等项目，促进了地区间互联互
通，带动新老产业发展，改善了当地人民生
产生活条件。在能源领域，中国石化等央企
先后在 20 多个国家开展了 60 多个油气合作
项目，有效提升了沿线国家的油气开发能力
和自给水平。在电力领域，南方电网、中国
华能、中国电建等中央企业，在“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投资、建设、运营了各类电源及电网
项目，为所在国经济发展提供电力保障。

助力人才培养。中央企业在“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树立“属地化”理念，大量雇
佣所在国员工，部分企业员工本地化率高达
99%，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国投在埃塞俄
比亚的糖厂项目，每个项目可解决 1000 个
技术工人、4000个甘蔗种植工的就业，为地
区的稳定发展奠定了人才基础。一些央企专
门组织、资助当地员工来华留学、培训，为
所在国培养大批高质量的技术人才和管理人
才。招商局举办“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优才
计划”，来自斯里兰卡、吉布提、多哥、坦
桑尼亚、埃塞俄比亚、肯尼亚、南非等7个

国家的30名学员组成“留学班”，学习港口
运作模式和管理经验，提升学员专业知识水
平，为这些国家培育更多港航人才。

助力生态文明。中央企业在“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坚持绿色发展理念，建立健全
环境管理体系。海外项目立项前开展第三方
环境影响评估，在企业内开展环境保护教
育、生产经营计划中考虑环境因素、积极运
用节能减排设备、支持社会环境保护公益活
动、通过环境管理体系认证。中国电建在老
挝南欧江项目上秉持绿色发展理念，坚持环
保标准“就高原则”运营工程，推翻更赚钱

的“一库两级”方案，采用更环保的“一库
七级”方案，达到了以最少的移民搬迁，最
少的耕地、林地淹没，最小的环境影响，换取
最大的综合效益的目标。

助力公益事业。中央企业在海外注重参
与社会公益事业，应用自身的专业优势帮助
所在地援建医院、学校、图书馆等基础设施。
2011年，中航国际在赞比亚启动移动医院公
益项目，为9个省各配备一套移动医院（包括
门诊车、手术车等 7个功能车），还配套 36 名
中国医护人员。截至 2017 年，赞比亚移动医
院项目已接诊约 70 万人，实施现场手术 4 万

例，受到了赞比亚各地民众的热烈欢迎和高
度赞扬。部分中央企业还在当地设立了公益
基金，支持当地社区建设，造福当地人民。

在取得成绩的同时，中央企业海外社会
责任工作也面临管理不力、资源不足、沟通
不够等问题，普遍存在只做不说、多做少
说、历史评说的错误观念，缺乏与社区、非
政府组织、媒体的主动交流，导致企业的美
誉度与贡献度严重不匹配。中央企业要完善
海外管理机制，构建责任品牌，主动披露信
息，讲好责任故事，树立责任品牌，继续做
好“一带一路”履责的领头雁。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企业社会责任研究
中心主任）

讲 好 责 任 故 事
钟宏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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