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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印度洋西岸的达累斯萨拉姆港 （达
港），被视为坦桑尼亚的“门户港”，是东非诸
多国家的出海口和经济通道。港口修建于上世
纪 40 至 50 年代，老化的码头设施及狭窄的泊
位，难以承载日益繁忙的货运任务。由中国港
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简称中国港湾） 承建的
达港1—7号泊位改扩建项目是坦桑尼亚近50年
来首个大型水工工程，完成后港口将由 2 万吨
级升级为 7 万吨级，靠泊能力将大大提升。项
目实施过程中，正常航运与施工进度两不误，
为当地创造了巨大经济效益。中国建设者以过
硬的施工技术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赢得了业
主及出资方世界银行的高度称赞。

提前移交为业主增收逾3千万美元

达港码头，大小船舶往来如织。一边，万
吨货轮正在装卸集装箱，另一边，施工高脚架
和清淤船正紧张作业。由于泊位停运会造成巨
大经济损失，正在进行升级改造的港口依然要
保证正常的航运贸易。“在繁忙的港口内，确保
正常运营的同时进行改造施工，完全依照欧美
技术标准实现港口60年的使用寿命，工期仅36
个月，即便是对施工经验丰富的品牌公司而言
也是极具难度的一项工程。”中国港湾坦桑尼亚
分公司负责人徐心培说。

2017年6月底开工后，项目团队现场勘探发
现，港内水域宽度不足300米，陆域宽度不到200
米，可允许施工的作业面非常狭窄；再加上当地
地质结构复杂多变、赤道附近海水盐度大，重重
困难一度让中国建设者十分头疼。然而，他们很
快调整施工资源，制定出“保工期又不停运”的理
想方案，并在非洲东海岸首次应用PHC（预应力
高强混凝土）桩技术克服水文地质困难。

工程项目经理吕威说，在没有可借鉴经验
的情况下，他们谨慎打下了第一桩，后来不断
摸索总结，施工工艺日益成熟，工作效率也稳
步提升，单日最高成桩数达 8 根，平均每日成
桩数近 4 根。其中，难度最大的新建滚装泊位

和改造1号泊位，今年3月前实现提前移交，为
业主增加运营收入逾3000万美元。

今年11月11日，改造后的3号泊位正式移
交坦方。坦桑尼亚工程、交通和通讯部部长伊
萨克·卡姆韦拉在交工仪式上说：“今天站在这
里，我可以确定地说，当初把项目交给中国企
业是正确的选择。他们把中国速度和技术带到
了非洲，短短两年内高质量地克服重重困难，
让港口吞吐能力提高 500 多万吨。我们希望借
此吸引更多航线和航运业务，把达港建设成东
非第一大港，也为坦赞铁路带来新的生机，让
坦中友谊进一步深化。”

80%员工来自坦桑尼亚当地

当地员工瓦伦斯2017年毕业于达累斯萨拉
姆大学土木工程专业。回忆起进入中国港湾的
经历，他一直用“幸运”一词来形容。“坦桑尼亚的
港口多是上世纪50年代建造的。近年来东非经
济快速发展，作为出海口的坦桑尼亚迎来了港口
建设的新机遇。”瓦伦斯说，当初，他敲开达港工
程项目经理办公室的门，怀着对未来的无比期
盼，递上了简历。如今，他已在项目上锻炼了两
年多，在设计部学习港口工程设计，之后进入勘
察测量班，现在是工程部的管理人员。“我已经掌
握了港口建设体系的基本知识，希望以后能创建
自己的公司或者回到大学里当一名教师，将港口
建设经验传递给更多年轻人。”

在达港，像瓦伦斯这样的有志青年有很多。
他们熟知当地法律体系、制度和工作流程，在人
力资源部、工程部、物资采购部、安全部等关键部
门担任骨干，扛起内外联系沟通的重任，反过来
也帮助项目顺利推进。人力资源部负责人乔伊
斯说：“在中国企业，我们能学习到中国建设者的
管理思维和模式，他们的勤劳务实适合发展中的
坦桑尼亚，我们希望像中国一样快速发展。”

目前，达港改扩建工程80%的员工来自坦桑
尼亚当地，其中 30%的管理者是当地人，尤其是
勘察测量、人力资源管理、构件预制等领域，已全

部实现属地化配置。中国企业一方面积极培训
当地员工，将中国技术输送至非洲，另一方面，联
合当地大学成立实习和培训基地，截至目前已为
当地土木工程专业提供了 100 多人次的实习机
会。有当地实习生感叹，中国企业的工程项目是
为数不多能提供实践的平台，观摩和亲身体验得
来的经验要比只在课堂上学习理论有用太多。

履约项目同时积极履行社会责任

作为由世界银行融资的项目，消除贫困和
促进共享繁荣这两大目标被融入对达港项目的
要求中。除了注重完成质量外，项目还格外关
注当地社区就业、环境、民生、社会公益等方
面因素。记者在项目现场看到，这里有专门的
医务室、救护车和救生船，还有多种防艾宣传
画以及防艾用品免费领用点。

据介绍，在坦桑尼亚，艾滋病感染率高，
当地人防范意识弱。吕威说，防艾在世行项目
上是重中之重，“我们不仅要为坦桑尼亚人民建
设最好的码头，而且有责任让他们珍惜和保护
自己的生命”。为此，项目人员与当地防艾机构
合作，每个月邀请专家到现场开展宣讲活动；
联合当地医院，对艾滋病的前期检测、治疗和
心理咨询提供服务，让防艾宣传深入社区。

项目还在环境保护上下足了功夫。由专人
负责施工区域内及周边生态环境问题，严格把
控施工生产过程中对自然环境产生的影响。此
外，项目还聘请有资质的第三方对空气、噪
音、水质、土质、生物多样性进行检测，27个
环境监测点覆盖施工现场及附近港区。

为得到有效反馈，中国企业设立当地员工投
诉机制，多点设置投诉箱，钥匙由业主掌管，定期
开箱收集意见。世界银行东非区域总负责人贝
拉·伯德多次视察项目，认为中国企业履约建设
项目的同时还积极从点滴做起，履行社会责任，
体现了极强的专业性，“必须要为有担当的中国
建设者点赞”。

（本报达累斯萨拉姆11月24日电）

中企承建达累斯萨拉姆港改扩建项目为当地创造了巨大经济效益——

“把项目交给中国企业是正确选择”
本报赴坦桑尼亚特派记者 吕 强

中企承建达累斯萨拉姆港改扩建项目为当地创造了巨大经济效益——

“把项目交给中国企业是正确选择”
本报赴坦桑尼亚特派记者 吕 强

据新华社北京11月25日电（记者孙奕） 国
家国际发展合作署25日公布了新版中国政府对外
援助标识。对此，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新闻发言
人田林表示，启用新版标识的目的是更好利用对
外援助标识宣传习近平外交思想，传递人类命运
共同体理念，体现中国扶危济困的传统美德和开
放包容的国际形象。

田林表示，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政府坚持
国际主义和人道主义精神，积极履行国际义务，
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向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不附
加任何政治条件的援助，取得巨大成就，受到国
际社会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的高度赞誉，同时
也逐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对外援助理念。

他说，自2008年起，中国开始使用对外援助
标识，不断修改完善，并广泛用于我对外援助项
目和活动，发挥了较好作用。

据介绍，新标识保留了原标识中红色“中

国结”的主创元素和“中国援助”中外文表
述，体现了传承性。新标识加入了“为了共同
的未来”的外文表述，突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理念，体现合作共赢思想，传递建设持久和
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
丽的世界的愿景。

新版对外援助标识将于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正
式启用。田林表示，2020年是中国对外援助70周
年。2020年元旦启用新版对外援助标识，具有重
要意义。

25 日，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还同时发布了
该机构标识。田林说，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于
2018 年 4 月 18 日成立后，国际社会高度关注。
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标识将对外援助标识中的

“中国结”元素融入其中，同对外援助标识相
互呼应，特色鲜明，辨识度高，将自即日起正
式启用。

新版中国政府对外援助标识发布
将于2020年1月1日起正式启用

本报北京11月 25日电 （记者
常钦） 近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

《关于切实加强高标准农田建设提升
国家粮食安全保障能力的意见》。在
国新办11月25日举行的国务院政策
例行吹风会上，农业农村部等有关
部门负责人介绍意见有关情况，并
答记者问。

农业农村部副部长余欣荣说，
《意见》既强调了数量目标，提出到
2022年，全国要建成10亿亩高标准
农田，以此稳定保障 1 万亿斤以上
的粮食产能；到2035年，通过持续
改造提升，全国高标准农田保有量
进一步提高。同时，又重视明确质
量目标，《意见》 提出了土壤质量、

环境标准的整体要求。
余欣荣说，保障粮食安全，关

键是要保障粮食生产能力，确保需
要的时候能够产得出、供得上。建
设高标准农田，不仅能够新增粮食
产能，而且能够提升农田的抗灾能
力。据评估，建成以后项目区的耕
地质量一般提升1到2个等级，粮食
产能平均提高 10%到 20%，亩均粮
食产量提高 100 公斤。在严重气象
灾害年份，项目区粮食产能稳定性
水平要明显高于非项目区。据测
算，到2022年全国建成高标准农田
10亿亩，以此可以稳定保障粮食产
能在 1 万亿斤以上，约占我国粮食
总产量的80%。

本报石家庄11月 25日电 （魏
勤英、焦利英） 近日，延崇高速公
路河北段关键控制性工程——三岔
口特大桥完成最后一道伸缩缝的安
装，标志着该大桥即将贯通。该桥
分别交叉张唐铁路、红河干流、唐
长城遗址及红河支流，工程地质条
件较为复杂，由中建路桥集团河北

路桥技术开发公司实施工程监理。
延崇高速公路作为京津冀一体

化西北高速通道之一，是连接北京
城区、延庆新城和河北张家口北部
地区的快速交通干道。该道路也是
2022年冬奥会延庆赛场与张家口崇
礼赛场的直达高速通道，为冬奥会
的举办发挥重要交通保障作用。

延崇高速三岔口特大桥将贯通

““凤凰还巢凤凰还巢””助脱贫助脱贫

今年以来，河南省襄城县姜庄乡鼓励在外创业成功人员返乡创办企
业。目前，返乡“凤凰”已先后兴办起12家企业，产品远销美国、韩国等
地。全乡600余名妇女和贫困群众不出村就有活干、有钱挣。图为当地妇女
在“凤凰”服装企业做工。 古国凡 马广超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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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 24日，在“马士基埃斯米兰达”轮作业
中，山东港口青岛港振超团队以514.7自然箱/小时

船时效率，刷新了 2008年 497自然箱/小时的船时
纪录，意味着振超团队时隔 11年第九次刷新集装

箱装卸世界纪录。图为青岛港作业现场。
张进刚 刘晓龙摄 （人民视觉）

据新华社北京 11 月 25 日电
（记者成欣） 外交部发言人耿爽 25
日敦促美方停止泛化国家安全概
念，停止对中国的蓄意抹黑和指
责，停止对中国特定企业的无理打
压，为中国企业在美国正常经营提
供公平、公正、非歧视的环境。

当日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
问：据报道，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
22日一致决定，初步将华为和中兴
公司列为构成国家安全威胁的企
业，将禁止美电信运营商使用“通
用服务基金”采购华为和中兴的服
务和设备。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耿爽说，中方注意到有关报
道，也注意到中方公司已经作出了
回应。美方惯于在拿不出任何证据
的情况下，以莫须有的罪名，滥用
国家力量，打压特定国家和特定企

业，曾经整垮了阿尔斯通公司，今
天又想挤压中国企业。

“美方这种经济霸凌行径是公然
对美方自己一贯标榜的市场经济原
则的否定。如果这一原则无需遵守
的话，其他国家也可以对美国的企
业如法炮制。”耿爽说。

他表示，禁止美国运营商购买华
为和中兴设备，并不能真正改善美国
的网络安全状况，反而会对美国农村
和欠发达地区的网络服务产生严重
影响，美方有关机构对此十分清楚。

耿爽表示，中方再次敦促美方停
止泛化国家安全概念，停止对中国的蓄
意抹黑和指责，停止对中国特定企业的
无理打压，为中国企业在美国正常经营
提供公平、公正、非歧视的环境。“我要
奉劝美方一些人，以‘安全’为名，锁住
所有的门，囚禁的只是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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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部发言人答记者问

敦促美为中企提供公平公正非歧视环境

据新华社长沙 11 月 25 日电
（记者谢樱、席敏） 记者 25 日从湖
南大学获悉，在美国丹佛举行的全
球超算大会上，湖南大学国家超级
计算长沙中心天河超算存储系统凭
借209.43GiB/s的得分，获超算存储
系统500强榜单带宽第一名。

存储系统是计算机保存数据的
地方。存储系统的带宽性能，直接
决定了计算机读取和写入数据的速

度。越大型的计算机，运行越大型
的应用程序，往往就需要存储系统
的带宽性能越好。

天河超算存储系统的带宽性能
超过了 600GB/s，每秒钟存储系统
能够读取或者写入 600GB大小的数
据，这是目前世界上最快的存储系
统。在性能测试中，天河超算存储
系统赢得了超算存储系统 500 强榜
单整体性能第四名。

天河超算存储系统在美创佳绩

新
华
社
发

新华社北京11月 25日电 （记
者朱超）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
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丁薛
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
处书记、中宣部部长黄坤明 25 日在
北京分别会见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
央书记处书记、中宣部部长坎潘和中
央委员、中央办公厅主任通沙立率领
的老挝人民革命党代表团。

丁薛祥表示，近年来，习近平
总书记和本扬总书记作为中老关系的
掌舵者和领路人，开启了两国关系新
时代。中方愿同老方一道，认真落实
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
识，稳步推进中老命运共同体建设。

坎潘表示，老方高度重视同中
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的交流互鉴，
愿共同落实好双方最高领导人的共
识，推动老中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
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黄坤明在会见时表示，在习近平
总书记和本扬总书记的战略引领和
亲自推动下，中老关系进入历史最
好时期。两党宣传部门应加强治国
理政经验交流，深化宣传文化领域
务实合作，不断夯实中老命运共同
体建设的政治基础和民意基础。

坎潘表示，老方愿进一步学习借
鉴中共治党治国经验、推动老中命运
共同体建设取得新进展、新成就。

丁薛祥黄坤明分别会见老挝客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