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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 多年前，我们的先辈筚路蓝

缕，穿越草原沙漠，开辟出联通亚欧
非的陆上丝绸之路；我们的先辈扬帆
远航，穿越惊涛骇浪，闯荡出连接东
西方的海上丝绸之路。古丝绸之路打
开了各国友好交往的新窗口，书写了
人类发展进步的新篇章。中国陕西历
史博物馆珍藏的千年“鎏金铜蚕”，在
印度尼西亚发现的千年沉船“黑石
号”等，见证了这段历史。

古丝绸之路绵亘万里，延续千
年，积淀了以和平合作、开放包容、
互学互鉴、互利共赢为核心的丝路精
神。这是人类文明的宝贵遗产。

——和平合作。公元前140多年的
中国汉代，一支从长安出发的和平使
团，开始打通东方通往西方的道路，
完成了“凿空之旅”，这就是著名的张
骞出使西域。中国唐宋元时期，陆上
和海上丝绸之路同步发展，中国、意

大利、摩洛哥的旅行家杜环、马可·波
罗、伊本·白图泰都在陆上和海上丝绸
之路留下了历史印记。15 世纪初的明
代，中国著名航海家郑和七次远洋航
海，留下千古佳话。这些开拓事业之
所以名垂青史，是因为使用的不是战
马和长矛，而是驼队和善意；依靠的
不是坚船和利炮，而是宝船和友谊。
一代又一代“丝路人”架起了东西方
合作的纽带、和平的桥梁。

——开放包容。古丝绸之路跨越
尼罗河流域、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
河流域、印度河和恒河流域、黄河和
长江流域，跨越埃及文明、巴比伦文
明、印度文明、中华文明的发祥地，

跨越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信众的
汇集地，跨越不同国度和肤色人民的
聚居地。不同文明、宗教、种族求同
存异、开放包容，并肩书写相互尊重
的壮丽诗篇，携手绘就共同发展的美
好画卷。酒泉、敦煌、吐鲁番、喀
什、撒马尔罕、巴格达、君士坦丁堡
等古城，宁波、泉州、广州、北海、
科伦坡、吉达、亚历山大等地的古
港，就是记载这段历史的“活化石”。
历史告诉我们：文明在开放中发展，
民族在融合中共存。

——互学互鉴。古丝绸之路不仅
是一条通商易货之道，更是一条知识
交流之路。沿着古丝绸之路，中国将

丝绸、瓷器、漆器、铁器传到西方，
也为中国带来了胡椒、亚麻、香料、
葡萄、石榴。沿着古丝绸之路，佛
教、伊斯兰教及阿拉伯的天文、历
法、医药传入中国，中国的四大发
明、养蚕技术也由此传向世界。更为
重要的是，商品和知识交流带来了观
念创新。比如，佛教源自印度，在中
国发扬光大，在东南亚得到传承。儒
家文化起源中国，受到欧洲莱布尼
茨、伏尔泰等思想家的推崇。这是交
流的魅力、互鉴的成果。

——互利共赢。古丝绸之路见证
了陆上“使者相望于道，商旅不绝于
途”的盛况，也见证了海上“舶交海

中，不知其数”的繁华。在这条大动
脉上，资金、技术、人员等生产要素
自由流动，商品、资源、成果等实现
共享。阿拉木图、撒马尔罕、长安等
重镇和苏尔港、广州等良港兴旺发
达，罗马、安息、贵霜等古国欣欣向
荣，中国汉唐迎来盛世。古丝绸之路
创造了地区大发展大繁荣。

历史是最好的老师。这段历史表
明，无论相隔多远，只要我们勇敢迈
出第一步，坚持相向而行，就能走出
一条相遇相知、共同发展之路，走向
幸福安宁和谐
美好的远方。

—— 摘 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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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一条相遇相知、共同发展之路”

“‘一带一路’照亮我的创业路”
本报记者 陆培法 潘旭涛

“一带一路”倡议是一个影响全球的宏大构想，从提出至今6年时间里，有无数普通人参与其中，贡献力量、成就

梦想。深耕哈萨克斯坦市场5年的中国创业者王占明说：

新建的吉木乃口岸边
民互市贸易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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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中国企业在
哈萨克斯坦举办的农机产
品展销会。 资料图片

2013年秋天，习近平主席出访中亚和东
南亚，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很快，“一
带一路”家喻户晓。

一位河北唐山的农民经常看到关于“一
带一路”的新闻。一边看，一边琢磨，他认
定，“一带一路”蕴藏着巨大机遇。于是，
2014年，这位名叫王占明的农民毅然决定，
去哈萨克斯坦闯一闯。

这一闯就是5年。近日，当记者在新疆
维吾尔自治区吉木乃口岸见到王占明时，他
已是一位小有名气的企业家，他的照片经常
出现在哈萨克斯坦的报纸上。王占明的成功
印证的是“一带一路”的成效，正如他本人
所说：“‘一带一路’照亮我的创业路，我所做
的就是把中国的发展成果带到哈萨克斯坦。”

“在这里发展的想法
更坚定了”

王占明眼睛不大，一说话，两眼紧紧盯
住前方。这一神态，多多少少展现了他的性
格——盯住一个方向，坚定走下去。

2014 年，初次踏上哈萨克斯坦的土地，
王占明迫切需要找到一个方向。

农民的直觉让王占明想到了农机。哈萨
克斯坦是农业大国，但王占明发现，当地许
多农民缺少现代化农业机械，而中国农作物
耕种收机械化率非常高。于是，王占明找到
了商机——将中国先进的农机出口到哈萨克
斯坦。

2015年，王占明在哈萨克斯坦东哈萨克
斯坦州注册成立了公司，购买了几十亩工业
生产用地，建起了产品销售基地，把河南生
产的中小型拖拉机和山东生产的收割机、播
种机等卖到哈萨克斯坦。王占明说，选择东
哈萨克斯坦州有两个原因：一是因为东哈萨
克斯坦州是重要的农业州，二是因为它紧挨
新疆吉木乃口岸。

吉木乃口岸成就了王占明的生意，像
王占明一样的创业者成就了吉木乃口岸的
繁华。

吉木乃口岸是哈萨克斯坦商品集散地，
是中国与中亚国家开展经济、文化交流的国
际大通道。记者在吉木乃口岸采访发现，每
天都有大批客商来到这里，海关人员热情地
邀请他们坐下来喝点茶，向他们介绍最新政
策和发展机遇。

4年前的一天，王占明也像这些商客一
样来到吉木乃口岸，他要办出口通关业务。
可是王占明到的时候，已近中午，工作人员
正准备结束上午的工作。“看到我来了，他
们就没下班，抓紧给我办了手续。这样，一
点没耽误下午货物通关。”王占明说，“吉木
乃海关既管理又服务的做法，让我很感动，
使我在这里发展的想法更坚定了。”

数字印证了王占明的感受。吉木乃海关
关长姚武向记者说，2019年上半年，吉木乃
海关进口整体通关时间 20.56 小时，比全国
同期快 23.87 小时；出口整体通关时间 0.63
小时，比全国同期快4.03小时。这背后是一
系列制度创新：在“6 乘 8”（每周一至周
六，全天8小时） 工作模式的基础上，实施
12小时预约办理通关手续；持续精简进出口
环节海关需验核的监管证件，实现“简单业
务即时办结”“复杂业务限时办结”……

“我是与口岸一起成
长的”

“一带一路”翻开了吉木乃口岸发展新的
一页，吉木乃口岸又打开了王占明新的视野。

以往，吉木乃口岸是机械设备和鞋靴出
口通道，当“一带一路”倡议与哈萨克斯坦

“光明大道”新经济计划对接后，吉木乃口
岸成为了进口葵花籽、有机面粉、野生冻鱼
等的特色通道。

葵花籽，这让王占明眼前一亮。
王占明注意到，哈萨克斯坦农作物不施

化肥、不打农药，是纯天然的绿色有机产

品。“如果进口到中国，一定有巨大的市
场。”王占明想。

想好了就做。王占明在吉木乃县建起了
一座现代化油料作物加工厂，加工葵花油。
为什么做油料加工？王占明说，“做油料加
工其实是我家祖传的，我爷爷就生产过花生

油，还有过一个品牌。”
记者在工厂看到，所有的机器设备已经

调试完毕。王占明说，除了生产葵花油，工
厂还生产亚麻油、红花油。现在王占明正抓
紧时间将成品送检，争取产品早日投放到国
内市场。

吉木乃口岸不只联通哈萨克斯坦，它还
是中国与俄罗斯、蒙古国等进行国际贸易的
便捷通道。于是，王占明也盯上了俄罗斯的
优质农作物，他在俄罗斯新西伯利亚市和巴
尔脑尔市成立了公司。“今年我们公司计划
在俄罗斯购买4万多吨葵花籽、亚麻籽和油
菜籽。”王占明说。

除了农作物，王占明还注意到哈萨克斯
坦牛羊肉质优价廉、货源充足，于是，他在
东哈萨克斯坦州设立了牛羊肉加工厂，在当
地工厂将牛羊肉加工成小规格包装，然后速
冻运到中国。

王占明总是与吉木乃紧紧联系在一起，
用王占明的话说，“我是与口岸一起成长的。”

如今，吉木乃口岸边民互市贸易市场开
通了“三日免签”通道，哈萨克斯坦客商在
吉木乃口岸出入境时可享受 72 小时免签证
便利。“三日免签”大大方便了哈萨克斯坦
游客和商人顺利进出吉木乃口岸边民互市贸
易区。得知这个消息后，王占明决定将产品
全面加入边境互市中去，他还计划在互市中
开两个店铺。

“真没想到你们会大
老远跑过来”

创业5年间，王占明最珍视的是一封感
谢信。

2016年7月的一天，哈萨克斯坦库加尔
玛县的一位农民肯杰发现，拖拉机工作不太
正常。于是，他拨通了售后电话。让肯杰没
想到的是，维修人员很快就赶到了他家里，
而维修站距离肯杰家超过 300 公里！“我只
是打电话试一下，真没想到你们会大老远跑
过来，中国企业的服务真好！”肯杰说。

维修人员仔细检查拖拉机后发现，柴油
底子的脏油把油泵堵塞了。经过清洗后，拖
拉机运转正常了。肯杰非常高兴，宰羊吃肉
款待了维修人员。

后来，肯杰给王占明发来了感谢信。信
中写道：“中国制造质量好，中国企业服务
好、讲信誉。”

很多像肯杰这样的当地人对中国制造交
口称赞，最终汇聚成了中国制造的好口碑。
2016年8月，多家中国企业在东哈萨克斯坦
州举办农机产品展销会，东哈萨克斯坦州州
长下通知要求，各县主管农业的副县长和农
牧局局长必须参加。

中国的产品和服务为什么受欢迎？王
占明总结说，“那是因为我们用市场规律吸
引客户，用中国速度办事，用中国礼仪待
人。”中国企业的服务体现在细节上。王占
明说，“每到节假日，我们都会给客户发去
问候。冬天快到了，我们就提醒客户注意
设备防冻。”

深耕哈萨克斯坦5年，王占明深切感受
到，“一带一路”真真正正惠及哈萨克斯
坦。中国是哈萨克斯坦第二大贸易伙伴和主
要投资来源国。2018年中哈双边贸易额接近
200亿美元，同比增长10.4%。

2019 年 8 月，王占明见到了东哈萨克斯
坦州乌兰县县长阿曼诺维奇。一谈到“一带
一路”，阿曼诺维奇直接抛出一个问题：如果
没有“一带一路”倡议，你会来东哈萨克斯坦
州投资吗？王占明坦率地回答：不会。阿曼
诺维奇说，“一带一路”使哈萨克斯坦人民更
好使用上质优价廉的中国制造产品，“农牧民
深有体会，他们的劳动强度降低了，经营收入
增加了，生活水平明显提高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