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改⾰开放打开了中国⼈的世界之窗，越来越多的外商在中国投资和壮⼤，也有越来越多的中国
⼈通过旅游和商务活动到处睁眼看世界，扎根于中国的微信、⽀付宝、�G、⾼铁、核电造就的新丝绸之
路正在造福⼈类。

“ ⼀带⼀路” 倡议，是中国从扩⼤对外开放、促进共同发展繁荣、改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推动构
建⼈类命运共同体给出的中国⽅案。“⼀带⼀路” 倡议是这份《“⼀带⼀路”中国企业在地贡献研究报
告》的源泉所在。

习近平同志指出，“⼈类已经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利益⾼度融合，彼此相互依
存。” 党的⼗九⼤报告强调，“没有哪个国家能够独⾃应对⼈类⾯临的各种挑战，也没有哪个国家能够
退回到⾃我封闭的孤岛。”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正在深⼊推进“⼀带⼀路”建设，推动世界各国实现互
利共赢，更好造福各国⼈⺠，这份《“⼀带⼀路”中国企业在地贡献研究报告》正是对这⼏年来走出去
的中国全球化企业为“⼀带⼀路”国家社会、经济、⽂化等多⽅⾯的贡献的总结。

对于具体的企业，研究成员根据跨国指数与ESG指标结合，建⽴了全⾯的评估模型，同时引⼊⽂
化影响⼒指标，构建了⼀个完善的评估指标，从而选择出����年度中国企业贡献���强企业。我们⾼
兴地看到，���强企业中既包括国家电⼒等中国央企，还有阿⾥巴巴、华为、腾讯、联想等⼤量植根中
国的国际企业，中国企业已经全⾯走⼊“⼀带⼀路”沿线国家，为这些国家的⼈⺠造福。

 作为中国领先的财经媒体，《每⽇经济新闻》发端于上海、成⻓于成都，这是中国国内⼆个重要
的“⼀带⼀路”结点城市。在上海举办的进博会上，“⼀带⼀路”沿线国家占参展企业总数��%，而中欧
班列（成都）已经成为“⼀带⼀路”中欧经贸往来主动脉。 ⼀直以来，《每⽇经济新闻》牢记作为媒体传
播的社会责任，顺应“⼀带⼀路”的倡议，⼀⽅⾯正在国际化的过程中，另⼀⽅⾯， 也已经成为“⼀带
⼀路”报道的⼀个窗口。

����年，《每⽇经济新闻》联合法国⾥昂商学院，共同发起了“美好商业（Good Business）”项
⽬，成⽴了美好商业中⼼（Good Business Centre），这份《“⼀带⼀路”中国企业在地贡献研究报
告》正是双⽅合作的研究成果。����是第⼀季，我们欢迎更多的研究者和企业加⼊����的第⼆季。

                                                                                                            每⽇经济新闻美好商业研究中⼼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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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概述

⼆、基本情况

（⼀）“‘⼀带⼀路’在地贡献企业⼀百强”整体投资规模

（⼆）“‘⼀带⼀路’在地贡献企业⼀百强”投资结构转型

（三）“‘⼀带⼀路’在地贡献企业⼀百强”重点项⽬分析

（四）“‘⼀带⼀路’在地贡献企业⼀百强”地域分布特征

（五）“‘⼀带⼀路’在地贡献企业⼀百强”央企仍是领头军

（六）“‘⼀带⼀路’在地贡献企业⼀百强”⺠企已成⽣⼒军

（七）“‘⼀带⼀路’在地贡献企业⼀百强”产业分布特征

（⼋）“‘⼀带⼀路’在地贡献企业⼀百强”企业社会责任意识突出

三、专题报告

（⼀）“‘⼀带⼀路’在地贡献企业⼀百强”促进当地环保

（⼆）“‘⼀带⼀路’在地贡献企业⼀百强”促进社会繁荣（当地）

（三）“‘⼀带⼀路’在地贡献企业⼀百强”完善公司治理（当地）

（四）“‘⼀带⼀路’在地贡献企业⼀百强”推进当地就业

（五）“‘⼀带⼀路’在地贡献企业⼀百强”国家宏观政策扶持

（六）绿⾊⾦融和可持续投资给“‘⼀带⼀路’在地贡献企业⼀百强”带来新机会

（七）“ ‘⼀带⼀路’在地贡献企业⼀百强”⼗⼀⾏业全分析

四、榜单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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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上榜企业在地贡献提要
⼀、能源⾏业

中国对“⼀带⼀路”国家投资的⾏业分布：能源占⼀半以上。在“⼀带⼀路”的沿线国家，中央企业
承建了中俄、中哈、中缅原油管道，中俄、中亚、中缅的燃⽓输送管线等等，承建了⼀⼤批⽕电站、⽔电
站和核电站以及电⽹建设，为当地的经济发展提供⽀撑，解决了资源和能源的输出问题。

近年来，中国电⼒企业在“⼀带⼀路”建设中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年，我国电⼒企业年
度实际完成投资����万美元以上的项⽬��多个，累计实际完成投资��亿美元，签订电⼒⼯程承包合
同达到���个，总⾦额���亿美元。中国电⼒企业在“⼀带⼀路”沿线国家，建设了⼀个⼜⼀个国际知名
的项⽬，对当地经济社会发展起到了极⼤的推动作⽤。

（注：此部分⾏业上榜企业经营数据体现，仅为体现企业基本状态，不按照总榜单排名顺序呈现。）

上榜企业名单 总资产
（亿元）

营业收⼊
（亿元）

净利润
（亿元）

员⼯
（万⼈）

国家电⽹有限公司

中国电⼒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油天然⽓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油化⼯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华电集团有限公司

国家核电技术公司

中国海洋⽯油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电⽓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核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华能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东⽅电⽓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唐集团有限公司

正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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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上榜企业重要经营数据

国家电⽹有限公司
截⾄����年�⽉底，国家电⼒公司已成功投资运营巴⻄、菲律宾、葡萄⽛、澳⼤利亚、意⼤利、希

腊和⾹港等七个国家和地区，境外投资���亿美元，境外权益资产���亿美元。

国家电⼒公司积极开发绿地输电项⽬，相续中标巴⻄美丽⼭±���千伏特⾼压直流送出⼀期和
⼆期项⽬、特⾥斯⽪尔斯⽔电送出⼀期和⼆期项⽬等多个⼤型绿地输电特许权项⽬；采⽤BOOT模
式投资建设巴基斯坦默蒂亚⾥-拉合尔±���千伏直流输电项⽬。巴⻄当地时间����年�⽉��⽇，国家
电⼒有限公司在海外⾸个独⽴投资建设的⼤型绿地���千伏输电特许经营权项⽬�巴⻄特⾥斯⽪
尔斯输电特许权⼆期项⽬顺利完⼯并投⼊商业运营。项⽬额定输送容量���万千⽡，将特⾥斯⽪尔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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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油化⼯集团
中国⽯化在“⼀带⼀路”参与国家的业务每年可为当地提供⼯作岗位1.5万个。“⼗⼆五”期间，中

国⽯化在“⼀带⼀路”参与国家缴纳税费超过130亿美元。

中国华电集团
中国华电海外业务遍布包括“⼀带⼀路”沿线各国在内的��个国家和地区，海外在建在运装机

���万千⽡ , 运⾏维护���.�万千万。

截⾄����年�⽉，中国华电在印尼、俄罗斯、柬埔寨、越南等⼗余个“⼀带⼀路”沿线国家开展了
能源合作。其中既有印尼巴淡燃煤电站、柬埔寨额勒赛下游⽔电站、印尼巴厘岛燃煤电站等在运项
⽬，也有俄罗斯捷宁斯卡娅燃机电站和越南沿海⼆期燃煤电站等在建项⽬，还有印尼玻雅燃煤电站
等待建项⽬，形成了在建⼀批、开发⼀批、储备⼀批的滚动开发局⾯。

中国华电制定了境外“四轮驱动”业务全过程监管的“�+�”制度，加强“联合出海”能⼒; 通过加
强运维管理和检修管理，强化安全⼯作。柬埔寨额勒赛电⼚成功应对了“�·��”柬埔寨国家电⼒振荡
等突发事件。其负责的俄罗斯捷宁斯卡娅��.�万千⽡燃⽓电⼚位于俄罗斯雅罗斯拉夫尔州伏尔加河
畔。机组采⽤�+�⽅式实现燃⽓―蒸汽联合循环供热、发电，于����年�⽉��⽇投产，是中国在俄罗斯
⾸个投资建设运营的电⼒能源类项⽬，也是在海外最⼤电源投产项⽬。

国家核电技术公司
����年��⽉，国家核电和美国西屋公司共同与⼟耳其国有发电公司EUAS签署合作备忘录，启

动在⼟耳其开发建设�台核电机组的排他性协商。这是国家核电与西屋公司⾯向全球市场合作走出
的重要⼀步，也是中国最新核电技术和产业体系服务全球客⼾的积极实践，国家核电将与西屋公司
⼀起，向⼟耳其客⼾提供⾮能动第三代核电技术优势和建设经验。国家核电⽬前正在建设全球⾸批
�台AP����核电机组，同时国家重⼤专项CAP����技术已通过设计评审和安全审评认证，⽰范⼯程
已经具备开⼯条件。CAP����核电机组以其先进性、安全性和经济性受到世界多个有核电发展意愿
的国家的⾼度关注。

中国电⼒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截⾄����年末，中国电⼒在���个国家和地区开展实质性业务，在��个国家执⾏����个合同，在

建合同总额����亿元，构建了以亚洲、⾮洲国家为主辐射美洲、⼤洋洲和东欧等⾼端市场的多元化格
局，形成了遍布全球的市场营销⽹络。

����年�⽉��⽇，⽔电⼋局承建的越南中宋⽔电站�号机组⼀次性通过��⼩时试运⾏，⾄此，中
宋⽔电站四台机组全部投产发电；����⽉�⽉��⽇，卡⻄姆港燃煤电站�号锅炉⽔压试验⼀次成功；
����年�⽉��⽇，巴基斯坦卡⻄姆港燃煤电站�号锅炉⽔压试成功；截⾄����年，对⽼挝和巴基斯坦
的投资额达���.��亿元。

中国电⼒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承建的⼏内亚凯勒塔⽔利枢纽⼯程，是⼏内亚最⼤的⽔电站。电站
建成后，将极⼤改善⼏内亚严重的电⼒紧缺状态。公司投资建设运营的�台��万千⽡巴基斯坦卡⻄姆
燃煤应急电站，作为中国企业投资的海外最⼤规模的⽕⼒发电站和中巴经济⾛廊⾸个落地⼤型能源
项⽬，设备国产化率达到��%，并成为了巴基斯坦⽕⼒发电⼈才培训的基地。

中国⽯油天然⽓集团公司
中⽯油集团⾃����⾄����年的对外投资达到约���亿美元，����年国际贸易量达�.�� 亿吨，其

中“⼀带⼀路”地区油⽓贸易量约为�.�亿吨油当量，占⽐约��%。

截⽌2018年，过去五年，中国⽯油海外业务在“⼀带⼀路”地区企业社会责任履⾏上累计投⼊超
过3亿美元，⽀持建设了⼀批医院、学校等⺠⽣设施，带动当地就业超过10万⼈，⽯油合作项⽬惠及当
地⼈⼝超过300万⼈，员⼯本地化率已超过85%。

同时，在2018年，通过政府⾼层推动，中哈在上合峰会期间签署了《中国⽯油天然⽓集团有限公
司与哈萨克斯坦能源部关于⽯油合同延期及深化油⽓领域合作的协议》，实现了数个千万吨级油⽓
合作项⽬延期。

此外，中国⽯油还积极在中亚、中俄东线等境外项⽬中推⼴应⽤国内先进技术和标准，并推动与
沿线资源国及主要合作伙伴的技术和标准互认，����年以来先后与俄罗斯天然⽓⼯业公司签署了

《标准及合格评定结果互认合作协议》及补充协议，为双⽅未来推动标准互认奠定了基础。

⽔电站的电⼒输送⾄巴⻄东南部负荷中⼼，可满⾜���万⼈的年⽤电需求。项⽬建设期间创造了超过
����个直接就业岗位，为巴⻄贡献税收超过����万雷亚尔，还有效带动了中电装备、南瑞集团、⼭东
电建、福建电建等中国电⼯装备和⼯程施⼯服务出⼝超过��亿元。

国家电⼒有限责任公司于����年完成了希腊国家电⼒公司的��%股权投资项⽬的交割，成为
“⼀带⼀路”国际合作⾼峰论坛后⾸个完成交易的项⽬，进⼀步扩⼤了我国在欧洲能源电⼒领域的影
响，推动了优势技术、装配和产能⾛出去。同时，国家电⼒有限责任公司还完成了对巴⻄最⼤配电和
新能源企业CPFL公司��.��%的股权收购，在巴⻄实现了输电、配电、新能源、售电业务领域的全覆盖。

⾃����年以来，中⽯化先后在��个“⼀带⼀路”国家从事油⽓勘探开发投资合作。�个国家投资
了�个炼化仓储项⽬，累计投资约��亿美元。

上游油⽓勘探开发领域：中⽯化拥有或参与项⽬��个，主要位于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印度尼⻄
亚、缅甸、伊朗、叙利亚、沙特、也⻔、埃及、蒙古等国家。截⾄����年底，中⽯化累计投资���.��亿美
元，累计获得权益油产量����.�万吨。

⽯油⼯程服务领域：中⽯化向��多个“⼀带⼀路”国家提供⽯油⼯程服务，业务涵盖钻井、测井、
物探、地⾯⼯程等，����-����年累计签订⼯程技术服务合同���个，合同额���.�亿美元，累计完成
合同额��.�亿美元。

炼化⼯程服务领域：����-����年期间，中⽯化与��个“⼀带⼀路”国家和地区新签国际业务合
同��个，合同⾦额��.��亿美元，累计完成合同额��.��亿美元。项⽬涵盖伊朗、沙特、哈萨克斯坦、阿
联酋、印度、⻢来⻄亚、泰国等国家。

国际贸易领域：����-����年，中⽯化累计从��个合作国家进⼝原油��亿吨；累计向��个合作国
家出⼝化⼯产品��.�亿美元，累计从��个合作国家进⼝化⼯产品���.��亿美元；累计向合作国家出
⼝设备材料�.�亿美元，累计进⼝设备材料����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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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电⽓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带⼀路”覆盖国家总⼈口达到��亿，而绝⼤部分国家⼈均⽤电量和发达国家差距甚远，这些

沿线国家⼈均⽤电量在����—����千⽡·时，亦有很多国家在����千⽡·时以下，发达国家⼈均⽤电
量则通常在����—�����千⽡·时。随着社会发展，当地本⾝具有加⼤电⼒投资的刚性需求。上海电⽓
集团瞄准机遇，在开拓国际市场⽅⾯, 其利⽤产融结合优势, 通过拓展电站、输配电、环保等成套⼯程
业务，带动设备销售，⽐如总价约为��亿美元埃及汉纳维⽕电EPC项⽬、总价约为�.�亿美元的古巴
⽣物质焚烧发电EPC项⽬等。⽬前，在海外电站建设⼯程中，上海电⽓集团⾜迹遍布巴基斯坦、印度、
印尼、泰国、坦桑尼亚、伊朗、孟加拉国、伊拉克和博茨⽡纳等��个国家和地区，EPC/能源岛项⽬的总
装机容量为��.�GW。EPC项⽬海外总装机容量为��GW。在跨国并购⽅⾯，上海电⽓集团根据⾃⾝
战略出击主动但不乏谨慎。集团共完成了�项国际并购，包括并购意⼤利燃机安萨尔多��%股权、荷
兰汽⻋紧固件企业内德史罗夫���%股权、瑞⼠危废处理企业CTU公司���%股权、德国⻛洞技术企
业CFE公司���%股权，另在����年完成了两家德国⾃动化技术企业（德国BAW公司全部股份和
MANZ公司��.��%股权）的股权并购。

中国巴基斯坦经济走廊国家援巴⼀期重点⼯程，“⼀带⼀路”沿线启动最快的海外能源建设项
⽬�巴基斯坦萨希⽡尔燃煤电站�号机组升速⾄���� r/min，⼀次冲转成功。应巴政府的要求，该
项⽬两台汽轮机、发电机的交货期仅��个⽉，创下了上海电⽓集团同类型机组的最快交货记录。萨希
⽡尔燃煤电站全部投运后年发电量预计约��亿千⽡·时， 将极⼤缓解巴基斯坦严重缺电的局⾯，有效
推动中巴经济走廊建设，进⼀步促进中巴两国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此外，上海电⽓近期还将参与巴
西、阿联酋电⼒项⽬。

中国⼴核集团有限公司
中⼴核作为“⼀带⼀路”的积极践⾏者，近年来，在“走出去”⽅⾯取得了令⼈瞩⽬的进展。⽬前，

国际业务分布��多个国家，海外收⼊占⽐超过��%，并创造了我国企业走出去的多个“最”，其中，中
国在英国及欧洲最⼤的投资项⽬�英国核电项⽬与中国在⾮洲最⼤的实体投资项⽬�湖⼭铀
矿取得重⼤进展。

⽬前，英国核电项⽬正在按计划推进，欣克利⻆C项⽬⼟建⼯程已于今年�⽉开⼯，今年重⼤⾥程
碑顺利完成，布拉德⻙尔B项⽬年内开始地质勘测；湖⼭铀矿项⽬预计����年投产，投产后，该项⽬将
使纳⽶⽐亚出口增⻓约��％，GDP增⻓约�％，也有望使纳⽶⽐亚成为世界第⼆⼤天然铀⽣产国和出
口国。

此外，中⼴核在欧洲的清洁能源投资也在继续推进。����年��⽉，中⼴核欧洲能源公司成功收
购法国Alize陆上⻛电项⽬���%股权，装机容量达�.��万千⽡。通过收购该项⽬，进⼀步提升了中⼴

核“国际清洁能源企业”的形象。

中⼴核集团与⻢来西亚埃德拉公司等企业正式签署相关法律⽂件，确认⻢来西亚埃德拉公司下
属电⼒项⽬公司股权及新项⽬开发权股权完成交割⼯作。⾄此，埃德拉项⽬所含“⼀带⼀路”沿线�国
� �个 清 洁 能 源 项 ⽬ ⽀ 付 交 割 ⼯ 作 顺 利 完 成，中 ⼴ 核 在 海 外 的 清 洁 能 源 控 股 在 运 装 机 总 量 达 到
���.�万千⽡，成为我国在海外装机容量最⼤的能源企业之⼀。

中国华能集团有限公司
萨希⽡尔燃煤电站是华能集团在“⼀带⼀路”沿线国家布局的重要项⽬之⼀。截⾄⽬前，华能集

团境外装机容量已经超过����万千⽡，在缅甸、新加坡、柬埔寨和巴基斯坦等“⼀带⼀路”沿线国家均
有重⼤项⽬落地，成为“⼀带⼀路”建设的⾸批耕耘者和收获者。

积极参与“⼀带⼀路”建设，华能的固有底⾊�“绿”，⼀直贯穿始终。����年�⽉，华能集团收
购新加坡⼤⼠能源���％股权，成功进⼊新加坡市场，获得了当地约�/�的电⼒市场份额。�年后，华能
在号称“花园城市”的新加坡建设了燃煤电⼚�登布苏⽕电。新加坡裕廊岛是全球第三⼤⽯油炼化
中⼼，也是新加坡重要的⼯业⽀撑，但新加坡没有任何⾃然资源，能源供应��%依靠印尼和⻢来西亚
的天然⽓，这使得裕廊岛上⽯化企业的成本压⼒愈显突出。此时，依靠在煤电领域的领先技术和丰富
经验，华能集团⼤胆提出在裕廊岛上新建燃煤机组的设想，并给出了具有创新意义的环保技术⽅案
和具有价格竞争⼒的商业模式。

����年�⽉，华能集团在柬埔寨⾸都⾦边成功完成对柬埔寨桑河⼆级⽔电有限公司��％股权收
购的交割，标志着华能澜沧江国际能源有限公司正式成为桑河⼆级⽔电有限公司最⼤股东，项⽬进
⼊实质性建设阶段。桑河⼆级⽔电项⽬位于柬埔寨上丁省西⼭区境内，电站规划装机容量��万千⽡。

中国东⽅电⽓集团有限公司
����年，中国东⽅电⽓集团与越南国家电⼒公司，就越南沿海�×���MW⼤型燃煤⽕⼒发电机

组，签订总承包⾦额约为��亿美元的项⽬，这是四川与越南在当年签约的最⼤的⼯程项⽬。五年时间
后，����年�⽉，中国东⽅电⽓总包越南沿海⼀期�号机组，即沿海⼀期�×���兆⽡燃煤电站成功移交
越⽅业主。而整个沿海电站规划建设三期，共计超过����兆⽡⽕电机组，建成后将成为越南最⼤的电
站。

中国东⽅电⽓集团有限公司积极参加“⼀带⼀路”建设，勇闯欧洲⾼端电⼒市场，作为中国企业
在欧洲独⽴设计、制造、供货和施⼯的第⼀个⽕电总承包项⽬�波⿊斯坦纳瑞电站成功投产，标志
着中国-波⿊经贸合作取得重⼤成果，是“ ⼀带⼀路”倡议在巴尔⼲地区项⽬的成功典范。

作为全球最⼤的发电设备制造和电站⼯程总承包企业集团之⼀，东⽅电⽓走出海外已有��年，
眼下，已在海外承建能源项⽬���多个，产品和服务遍布全球近��个国家和地区，海外电站装机容量
超过����万千⽡。

中国⼤唐集团有限公司
⼤唐集团在“⼀带⼀路”沿线投资建成了缅甸太平江⼀期⽔电站、柬埔寨斯登沃代⽔电站、柬埔

寨⾦边⾄⻢德望输变电项⽬。３个电⼒项⽬均保持安全稳定运⾏，创造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
益。����年，境外项⽬年度累计发电突破��亿千⽡·时，年度累计输电��亿千⽡·时。

中国海洋⽯油公司
2013年以来，中海油公司海外累计⽣产原油1.53亿吨、天然⽓522.7亿⽴⽅⽶。34座⼤型海洋⼯

程装备⾛出国⻔，在30多个国家和地区开展作业。中海油遵循“⼀带⼀路”倡议，加快与沿线国家开展
能源合作。

截⾄⽬前，中海油已经在�⼤洲��个国家和地区开展能源合作，建⽴海外油⽓⽣产基地，公司海
外资产占总资产超过��%。国际贸易板块继续深耕国际油品市场，加强海内外⼀体化运作，贸易量等
关键指标创历史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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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集团在“⼀带⼀路”投资中做了⼤量有益探索：成功中标孟加拉国超临界燃煤电站运维项
⽬，标志着该公司在世界⾼端⽕电技术运维市场上翻开了崭新⼀⻚；成功收购欧Novenergia 
��.�万千⽡清洁能源项⽬，境外收购项⽬实现了零的突破；在⽼挝、印尼、泰国等“⼀带⼀路”沿线重
点国家开展合作的项⽬已获实质性进展，其中印尼⽶拉务⽕电项⽬已签署购售电协议，⽼挝北本⽔
电项⽬通过湄公河委员会审查，巴基斯坦卡西姆港⽕电项⽬获国家发改委项⽬备案。

随着“⼀带⼀路”进⼊精耕细作时期，⼤唐集团更重视与知名能源企业的国际化合作：与GE公司
⼀起建设的“燃机三⼤中⼼”填补了国内燃机检修、监测、维护的空⽩；与法国电⼒集团共同打造的江
西抚州�×���万千⽡精品⼯程项⽬被誉为中法项⽬合作的典范，同时与多家战略合作伙伴在欧洲、
南美、澳⼤利亚等第三⽅市场积极开展业务；与哈萨克斯坦萨姆鲁克卡兹纳国家基⾦股份公司签署
合作协议。

中国⼤唐集团公司国际业务板块涉及“⼀带⼀路”沿线��多个国家。境外在役装机��万千⽡, 正
在推进项⽬���多万千⽡。累计境外资产近���亿元，境外机构��家，驻外员⼯���多⼈，聘请当地员
⼯近���⼈。

正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作为“走出去”的先⾏者，正泰集团近年来坚持开放发展理念，积极响应“⼀带⼀路”倡议，企业投

资并购、国际产能布局、EPC⼯程总包等全⾯开花，国际业务呈持续⾼速增⻓态势。截⾄⽬前，与
��%以上的“⼀带⼀路”沿线国家建⽴了不同程度的合作关系，产品和服务覆盖���多个国家和地区，
并设⽴了北美、欧洲、亚太三⼤海外研发中⼼、五⼤国际营销区域、��家国际⼦公司、��个国际物流中
⼼，走出了⼀条“产品走出去、服务走进去、技术走上去”独具特⾊的全球化之路。

����年��⽉，正泰在巴基斯坦信德省建设的Moro���kV变电站顺利步⼊最终收尾通电阶段。
该项⽬位于巴基斯坦重要⼯业区，⽤电负荷极⼤，此前由于当地电⽹建设薄弱，每天⻓时间停电制约
着当地经济发展。作为电⼒主⽹枢纽电站，也是正泰在巴基斯坦⾸个���kV的输变电总集成、总承包
项⽬，Moro���kV变电站项⽬对于⼯程技术和产品质量有着严格的技术要求。⾯对挑战，正泰发挥
全产业链系统集成优势为项⽬度⾝定制⼀整套系统解决⽅案。项⽬建成后，⼤⼤增强了当地电⽹公
司的输电能⼒和可靠性，为⼯业⽣产⽤电稳定提供保障，也为当地培养了更多专业电站运维和管理
⼈才，成为正泰发挥国内先进制造业及⼯业产品优势，紧抓“⼀带⼀路”共建机遇，服务海外市场的缩
影之⼀。

同样是在����年，在世界上最⼤的⽔电站之⼀的⾮洲Inga⽔电站项⽬中，正泰完成了���kV电
⼒变压器的设备安装调试，并顺利通过��余项测试，全部符合国际IEC标准，成为正泰电⼒装备和⼯
程服务助⼒⾮洲基础建设的⼜⼀个经典案例。而尼罗河畔的电⼒设备⽣产和中⾮重点电⼒⼯程，正
是正泰积极开拓⾮洲市场的⼀个缩影。

位于肯尼亚内罗毕的Starehe Boys'Centre&School接受了来⾃正泰的��kW分布式光伏电站
系统捐赠，这套系统将为学校提供基本的能源供应，这也是⾃����年起，“正泰，让爱闪耀”太阳能捐
赠项⽬走进的⼗余个国家之⼀。该项公益项⽬由正泰发起，⾄今已持续为世界各地的学校、医院、福
利机构等带来清洁能源体验。从掘⾦⾮洲到“点亮⾮洲”，展现了以正泰为代表的中国企业在“⼀带⼀
路”沿线国家改善当地居⺠⽣活条件，增进⽂化交流和⺠间交融的多⽅⾯努⼒。

⼆、通讯及互联⽹⾏业

⾃“⼀带⼀路”合作倡议提出以来，我国电信运营、设备制造、智能终端、光纤光缆制造等企业积
极服务“⼀带⼀路”相关国家建设，发展国际市场。信息通信设计、施⼯等企业服务沿线国家完成了⼤
量信息通信⽹络建设项⽬，通信⼯程建设标准已逐步得到更多国家和地区的认可。

����年�⽉��⽇，习近平主席在“⼀带⼀路”国际合作⾼峰论坛上提出，要坚持创新驱动发展， 加
强在数字经济、⼈⼯智能、纳⽶技术、量⼦计算机等前沿领域合作，推动⼤数据、云计算、智慧城市建
设，连接成��世纪的数字丝绸之路。随后公布的《“⼀带⼀路”国际合作⾼峰论坛圆桌峰会联合公报》
再次提到要⽀持电⼦商务、数字经济、智慧城市、科技园区等领域的创新⾏动计划，⿎励在尊重知识
产权的同时，加强互联⽹时代创新创业模式交流，推动电⼦商务和数字经济发展。⾄此，建设数字丝
绸之路被提上⽇程。

⽬前，中国正积极致⼒于加强世界各区域通信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与“⼀带⼀路”沿线��个国
家建有��条跨境陆缆和多条国际海缆，直接联通亚洲、⾮洲、欧洲等世界各地；与国际电信联盟、联合
国亚太经社会等国际组织合作，努⼒推进东⾮信息⾼速公路、亚太信息⾼速公路等多边合作倡议。中
国信息通信企业参与了全球���多个国家信息通信基础设施建设。

伴随“⼀带⼀路”的深⼊推进，“⼀带⼀路”国家之间的数字信息互联互通稳步推进。“互联⽹+”的
新模式也为“⼀带⼀路”建设的快速推进及相关国家的经济增⻓提供了新动能。伴随“⼀带⼀路”的深
⼊推进，“⼀带⼀路”国家之间的数字信息互联互通稳步推进。“互联⽹+”的新模式也为“⼀带⼀路”建
设的快速推进及相关国家的经济增⻓提供了新动能。中企“出海”机遇和挑战并存。跨境电商和移动
⽀付迅速进⼊“⼀带⼀路”沿线国家，深深影响了当地居⺠的消费习惯与⽅式。据京东⼤数据显⽰，在
中国商品通过电商平台销往俄罗斯、乌克兰、波兰等��个沿线国家的同时，超过��个沿线国家的商品
也通过电商⾛进了中国。此外，跨境外汇交易和移动⽀付也在新加坡、泰国等地迅速发展。

上榜企业名单 总资产
（亿元）

营业收⼊
（亿元）

净利润
（亿元）

员⼯
（万⼈）

阿⾥巴巴⽹络技术有限公司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有限公司

深圳市腾讯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

联想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京东世纪贸易有限公司

中国联合⽹络通信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电信集团有限公司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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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移动
����年，中国移动积极推进在缅甸、尼泊尔、巴基斯坦、吉尔吉斯斯坦跨境光缆等重点项⽬建

设，全⾯启动了新加坡、英国伦敦、德国法兰克福、美国⻄岸数据中⼼建设，全球⽹络连接覆盖��个国
家、��个城市，全⼒推动信息通信技术在“⼀带⼀路”沿线国家的普及应⽤，打造连接全球的通信基础
设施⽹络体系。在巴基斯坦，仅����年就新建�G基站����个，实现了巴基斯坦全国���个万⼈以上城
市�G全覆盖。����年，持续下调国际漫游资费，“数据��/��/��元包天不限量” 已覆盖���个国家和地
区。还持续下调“⼀带⼀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漫游资费，让累计超过����万⼈次的出访⽤⼾从中受
益。另将“⼀带⼀路”沿线��个国家和地区的语⾳资费统⼀下调⾄�元区，平均资费降幅达��%，连续
�次降低“⼀带⼀路”沿线国家和地区漫游流量资费，基本实现“⼀带⼀路”沿线的漫游流量包天。

����年，在巴基斯坦直接雇佣当地员⼯����名，间接带动当地就业⼈数超过�����⼈。

阿⾥巴巴
阿⾥巴巴集团提出建议eWTP(全称Electronic World Trade Platform，世界电⼦贸易平

台)的倡议，⽬前已与⻢来西亚、卢旺达、⽐利时等多个伙伴⼀起推动数字贸易创新。可以说，这是“⼀
带⼀路”倡议的⺠间探索,是数字丝绸之路的⺠间探索。

阿⾥全球化业务的强势崛起，⾃����年“⼀带⼀路”倡议提出以来越发有⼒。越来越多的海外品
牌、中小企业和消费者正从“全球买、全球卖、全球运、全球游、全球付”中受益。其中，阿⾥巴巴旗下
B�C跨境电商零售平台速卖通，B�B跨境电商平台阿⾥巴巴国际站均覆盖超过���多个国家和地区。
再加上服务东南亚六国的Lazada，对“⼀带⼀路”沿线国家和地区，更是实现了⽆死⾓的全⾯覆盖。
此外，⽀付宝还在�个国家和地区发展“本地版⽀付宝”服务当地⽤⼾。在与“⼀带⼀路”的紧密互动关
系中，阿⾥巴巴全球化业务速得以快速发展，这或许已经昭⽰未来全球化的新路径�通过公私合
作和技术创新，让全球中小企业和年轻⼈参与，推动实现普惠全球化。

����年��⽉��⽇，国家标准委发布《标准联通共建“⼀带⼀路”⾏动计划(����—����年)》，推动
�G标准在“⼀带⼀路”沿线国家的互联互通，加速中国�G标准的海外应⽤。“⼀带⼀路”沿线⼤部分国
家通信技术较为落后，但对信息服务有很⼤需求，�G技术对于改善和提升当地通信环境具有较⼤优
势。在全球抢占�G市场先机的情况下，����年华为率先发布全球⾸款基于�GPP标准的�G商⽤芯⽚
和终端。这意味着在�G领域，中国已改变以往�G追赶，�G并⾏的局⾯，成功抢占领先地位。

⽬前，华为已在全球获得了��多份�G商业合同，�����多个基站已发往国外。公司过去近⼀半的
收⼊来⾃国外。

另外，华为在泰国“东部经济⾛廊发展计划”项⽬设⽴了⼀个价值����万美元的云数据中⼼，这
是泰国政府推进经济增⻓政策的核⼼内容。

同时，华为联合中国进出⼝银⾏在⾮洲投资��亿美元，帮助⾮洲国家提升⽹络互联互通⽔平。还
为⾮洲超过��个国家部署了超过⼀半的⽆线基站，及超过��%的LTE⾼速移动宽带⽹络。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腾讯控股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带⼀路”国际合作⾼峰论坛开幕式上指出，将“⼀带⼀路”建成创新之路，

要坚持创新驱动发展，要促进科技同产业、科技同⾦融深度融合，为互联⽹时代的各国⻘年打造创业
空间、创业⼯场。

截⾄����年，腾讯在全国各地布局了��个众创空间，并建⽴腾讯众创空间(海外)，帮助国内创业
项⽬出海的同时，也帮助国外的创业项⽬落地中国，����年腾讯举办众创国际创业⼤赛�波⼠顿
⼈⼯智能专场。

陕⻄是国家⻄部⼤开发战略和“⼀带⼀路”倡议的核⼼区，⽽⻄安更是核⼼区的核⼼，是⻄部⼤
开发和“⼀带⼀路”的重要⻔⼾和节点城市，在我国⻄部地区的数字经济发展中发挥着举⾜轻重的作
⽤。����腾讯主办“互联⽹+”数字经济中国⾏·陕⻄峰会助推“⼀带⼀路”建设，促进“互联⽹+”在政
务、医疗等领域的应⽤与发展。

联想控股
联想正发⼒进军智能物联⽹产业,积极响应国家战略号召,参与“⼀带⼀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信

息化、数字化和智能化的推进建设。

⽬前联想集团�/�的业务在中国，�/�的业务在海外，但是⼤多数的研发和制造都在中国，员⼯
��%在中国，��%在海外。

旗下神州数码DCN的业务已经覆盖超过全球��多个国家，拥有���余家海外合作伙伴，服务超
过�����个海外项⽬，其在安全、⽆线、路由、实训室、存储应⽤等�⼤领域的���余款⾃有品牌产品，
⼲受海外客⼾信赖。

随着“⼀带⼀路”等倡议推进，联想控股未来海外投资布局⾯临更⼴阔舞台。联想控股将锁定“⼀
带⼀路”沿线国家、世界重要的国际⾦融市场之⼀卢森堡。����年�⽉�⽇，联想控股宣布已与Precision 
Capital签署协议，收购其持有的卢森堡国际银⾏（ 简称BIL）��.���%的股权。

京东集团
京东跨境进⼝物流⽹络在⼴州、上海（嘉定&洋⼭）、宁波、杭州、郑州、重庆、天津设⽴了⼋⼤保

税备货⼝岸，在北京、上海、⼴州设⽴了三⼤跨境直邮⼝岸，构成了⼀个完整的跨境⽣态版图。在海
外，京东跨境进⼝物流⽹络覆盖了��多个国家和地区，拥有���多条国际专线，海外TC仓遍布荷兰、
英国、法国、德国、⽇本以及中国的⾹港和澳⻔，并在美国、⽇本和中国⾹港设有海外直邮仓，国内各
⼤跨境电商平台上热销的国际⼤品牌商品的原产国⼏乎全部覆盖。在⾛出去⽅⾯，京东跨境物流计
划在“⼀带⼀路”的沿线的波兰、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等多个国家设⽴海外仓；五年后，京东跨境物流
的海外布局中，“⼀带⼀路”沿线国家所占⽐例将达到四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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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兴通讯
����年度，中兴通讯国际市场实现营业收⼊���.�亿元，占集团整体营业收⼊��.�%。运营商业

务⽅⾯，聚焦国际主流运营上市场和价值客⼾，坚持积极稳健的经验策略并拓展新的成⻓空间， 积极
参与全球⽹络建设与技术演进，凭借⻓期的技术积累和产品竞争⼒，抓住全球格局变化及技术变⾰
的机遇，逐步提升全球市场地位。消费者业务⽅⾯，致⼒于技术创新，凭借全球布局优势，加强与核⼼
运营商合作，海外市场份额稳步提升。

����年中兴通讯与巴基斯坦国家电视台签约积极推动“⼀带⼀路”建设。巴基斯坦是“⼀带⼀
路”沿 线 重 要 ⼈ ⼝ ⼤ 国 。为 实 现I T U提 出 实 现 全 球 电 视 模 数 转 换 的 要 求，巴 基 斯 坦 国 家 电 视 台

（PTV）进⼊��世纪就着⼿评估地⾯波数字⼲播电视标准，对欧洲DVB-T、⽇本ISDB-T以及中国
DTMB标准进⾏对⽐评估后，在中巴政府的共同推进下最终选择了中国DTMB标准。中兴通讯在
DTMB中国标准落地巴基斯坦的过程中，成功协助中央电视台两套国际节⽬落地巴基斯坦。

DTMB标准在巴基斯坦的落地，可以带动国内的相关产业和⼀⼤批企业的产品⾛出国⻔，带动
国内的电视机和机顶盒产业的发展，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项⽬建成后还将对巴基斯坦增加税收、提
⾼就业率产⽣积极影响。

中国联合⽹络通信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联通⼀直致⼒于打造“⼀带⼀路”沿线的信息⼤通道，投资建设通信基础设施，截⾄����年

��⽉已参与建设跨越全球的��条陆缆和��条海缆，投产逾���个POP点，贯穿��个国家和地区。越南
公司的成⽴使中国联通在“⼀带⼀路”区域的分⽀机构增⾄��家。����年，中国联通境外拟投资项⽬
中，“⼀带⼀路”区域投资占⽐达��%，与���家运营商开通国际漫游�G服务，覆盖���个国家。在海外
设置��个境外全资⼦公司和��个办事处。

����年，中国联通在俄罗斯、印尼、⻢来⻄亚、越南、泰国、缅甸、印度、哈萨克斯坦、阿联酋、菲律
宾、南⾮等��个国家设⽴分⽀机构。

中国联通深⼊落实“⼀带⼀路”倡议，依托中国联通国际公司，以“客⼾信赖的国际信息服务专
家”为愿景，致⼒于为客⼾提供⾼安全、快速响应、端到端体验卓越、灵活、定制化、管家式的通信和信
息服务。已在全球设⽴��余个分⽀机构，为全球客⼾提供境内外⼀体、全球端到端的⼀揽⼦综合信息
服务，并为境外个⼈客⼾提供全球语⾳及数据服务。

⼴泛开展⾏业合作，采⽤轻资产模式快速覆盖业务盲区，资源紧密耦合，能⼒优势互补，共同拓
展新兴市场，推进业务发展。

在⾮洲与PCCW合作VPOP，将⽹络延伸⾄⾮洲，实现在⾮洲地区新增覆盖��个国家、��个城市、
��个POP，并获得其在⾮洲的⽹络结构、时延、价格体系等优势，进⽽为中⼩企业提供优质快捷服务。
以⾃建的NCP海缆与⾕歌合作，通过资源置换的⽅式，实现⽇美⽅向资源跃增，“存量”换“新增”，提
升资源效能。形成了TPE、NCP、FASTER三条⼤带宽跨太平洋整体资源布局。联合中国电信等共建
港美(HKA)国际海底光缆，预计����年底投产。

与BAT合作，扩建新加坡、韩国POP点，扩⼤⽹络覆盖范围，增强中国联通在海外云的能⼒及优
势。

主导建设的南⼤⻄洋国际海底光缆(SAIL)于����年�⽉�⽇全线贯通，是世界上第⼀条横跨南⼤
⻄洋海域、连接⾮洲⼤陆和南美洲⼤陆的洲际直达海缆。

中国电信集团有限公司
根据“⼀带⼀路”沿线国家（地区）通信及信息化发展的需要，中国电信⼴泛开展合作，积极助⼒

建设通信信息基础设施，促进⽹络互联；积极提供信息通信咨询、规划、建设及运营等全产业链服务，
以及⼀些⾏业的信息化应⽤服务，协助培养专业⼈才，促进信息化发展。中国电信国际公司����年在
菲律宾、埃及、意⼤利、捷克、瑞典和荷兰、⽐利时、卢森堡新设业务代表处（其中荷兰、⽐利时、卢森堡
的代表处合设）。

����年�⽉，中国电信参与的中国海外基础设施开发投资公司⾮洲总部在南⾮约翰内斯堡挂牌
成⽴，助⼒开展⾮洲基础设施项⽬。

����年�⽉，中国通服国际公司实施喀⻨隆教育项⽬，实现⾼校校园⽹络互联互通、远程教育、
多媒体教学、电⼦图书馆、电⼦课堂以及⽹上办公等功能，助⼒喀⻨隆⾼等教育发展。����年�⽉，中

国电信与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的运营商共同签署丝路光缆合作备忘录，启动多边委员会⼯作， 
促进提升中亚区域的⽹络互联互通⽔平，以及互联⽹应⽤和信息化建设。

����年�⽉，中国通服国际公司签约“数字索⻢⾥”项⽬，帮助索⻢⾥建设国家光缆⾻⼲⽹、平安
城市、电⼦⾝份证系统等⼯程，助⼒索⻢⾥提升通信及信息化⽔平。

����年�⽉，中国电信与阿富汗电信运营商签署丝路光缆合作协议和战略合作协议，助⼒阿富汗
提升国际通信能⼒。

����年��⽉，中国电信参与发起建设的SEA-ME-WE�海缆(简称SMW�，��⽉横跨东南亚、中
东、欧 洲� �个 国 家，连 接� �个 海 缆 登 陆 站，总 ⻓ 度 超 过�万 公 ⾥)荣 获 第� �届G l o b a l C a r r i e r 
Awards颁发的“����年最佳海缆创新奖”。

����年��⽉，中国―尼泊尔陆缆跨境段及延伸段项⽬完成验收，中尼陆缆直达传输通道全⾯贯
通，助⼒尼泊尔提升国际通信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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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基础建设⾏业

互联互通是贯穿“⼀带⼀路”的⾎脉，⽽基础设施联通则是“⼀带⼀路”建设的优先领域。中国已
和沿线国家⼀道，在港⼝、铁路、公路、电⼒、航空、通信等领域开设了⼤量合作，有效提升了这些国家
的基础设施建设⽔平，成果超出预期。 基础建设领域以中国建筑等超级央企为主。

����年到����年，俄罗斯、哈萨克斯坦、越南、缅甸、蒙古国⼀直是与中国设施互联互通表现最
佳国家。

“共商、共建”可以确保“⼀带⼀路”合作的质量。通过详细讨论与密切协调，实现合作项⽬的结构
最优化、执⾏最优化。这⼀点在基础设施领域表现得尤为突出。顺利合作的关键是使融资与项⽬的预
期收益相匹配。⼀些发展中国家可能缺少为⼤型基础设施项⽬进⾏融资的经验。因此， 在项⽬规划讨
论中，中国的丰富经验可以提供借鉴。通过诸如此类的沟通合作，“共商、共建”的优势就能够得到充
分发挥。

上榜企业名单 总资产
（亿元）

营业收⼊
（亿元）

净利润
（亿元）

员⼯
（万⼈）

中国铁路⼯程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建筑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能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建材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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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上榜企业重要经营数据

中国铁路⼯程总公司
多年来，中国中铁始终坚持“⾛出去”战略，积极参与全球基础设施建设。⽬前公司国际业务已涉

⾜对外⼯程承包、设计咨询、机械制造、境外投资、资源开发、劳务输出和国际贸易等， 海外⼯程项⽬
覆盖铁路、公路、桥梁隧道、 房屋建筑、城市轨道、市政⼯程等领域。

����年，中国中铁实现海外营业收⼊���.�亿元。截⾄����年底，中国中铁在境外��个国家设有
境外机构开展业务，正在实施的境外承包⼯程、设计和⼯业产品加⼯项⽬���个。公司在����年
ENR全球最⼤承包商排第�位，国际承包商排第��位。

中国中铁作为“⼀带⼀路”基础设施建设的排头兵，积极响应政府号召，参与推动的多个“⼀带 
⼀路”重⼤铁路项⽬相继取得重要成果。已完成的“⼀带⼀路”重点项⽬有：乌兹别克斯坦安琶隧道项
⽬、埃塞俄⽐亚斯亚⻉巴轻轨线路项⽬、埃塞俄⽐亚亚吉铁路项⽬等。正在建设的重点项⽬有：印度
尼⻄亚雅加达-万隆⾼铁项⽬、⽼挝中⽼铁路项⽬、哈萨克斯坦阿斯塔纳轻轨项⽬、孟加拉帕德玛⼤

桥项⽬、孟加拉阿考拉⾄拉克萨姆增建⼆线项⽬、越南河内城市轻轨等。

中国中铁以项⽬实施带动⼯业产品出⼝。盾构设备、配件、施⼯技术服务出⼝地区涵盖新加坡、
以⾊列、黎巴嫩等国家；⼯业施⼯机械产品已成功打⼊阿联酋、⽼挝等�个国家的市场；铁路道岔产品
出⼝⾄美国、俄罗斯等��个国家和地区，在泰国、印尼和⻢来⻄亚市场全部实现⾃营出⼝，全年整组
道岔出⼝约���组，销往北美辙叉产品达到����根以上；钢桥梁钢结构出⼝⾄北美、⾮洲市场累计达
�万吨。

在设计⽅⾯，承揽了⼤多数重⼤海外项⽬设计与可研编制⼯作，莫喀⾼铁勘察设计已全部完成
递交业主审核，巴基斯坦ML�铁路以及新建哈维连陆港勘察设计正在执⾏，南美“两洋铁路”可⾏性
研究任务正有序推进。在施⼯技术⽅⾯，以专业敬业、追求卓越的⼯匠精神为⼯程所在国奉献了⼀⼤
批优质⼯程，采⽤中国标准的孟加拉国帕德玛⼤桥项⺫被誉为当地的“梦想之桥”；已完成的坦桑尼
亚基⽢博尼⼤桥以国⽗尼雷尔命名，被誉为“东⾮第⼀桥”；已完的乌兹别克斯坦安琶隧道项⽬为中
亚第⼀⻓隧道，创造了海外隧道施⼯新记录。在运营维护⽅⾯，承建并负责运营的埃塞俄⽐亚的斯亚
⻉巴轻轨项⽬截⾄����年底已安全运营近��个⽉，联合其他中国企业联合承建并中标运维合同的埃
塞俄⽐亚亚吉铁路已进⼊商业运营阶段。

中国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企业在建设国家基础设施过程中已形成世界领先的系统性供给优势，将成为��世纪全球基

础设施优质公共品的提供者，⽤东⽅智慧助⼒沿线国家繁荣发展。作为基础设施建设中的优秀企业
代表，中交集团蝉联全球最⼤国际承包商第�名，连续��年稳居亚洲最⼤国际⼯程承包商。

中交集团积极落实“⼀带⼀路”倡议，已累计在相关国家和地区修建桥梁���座、公路����� 公
⾥、深⽔泊位��个、机场��座、提供集装箱桥吊���台，已签约及实施铁路����公⾥，投资和承建了中
巴经济⾛廊系列⼯程、科伦坡港⼝城、蒙内铁路等重⼤项⽬，����年在“⼀带⼀路”相关国家和地区新
签合同额���.��亿美元。通过重点推进“连⼼桥”致富路”“发展港”“幸福城”四⼤业务，为全球基础设
施互联互通建设贡献“中交⼒量”。

上海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前，上海建⼯拥有完备的建筑全产业链，形成了建筑施⼯、设计咨询、房产开发、城市建设投

资、建材⼯业等五⼤事业群。����年，上海建⼯以���亿美元的营业规模，成为全球第⼗⼤承包商。过
去六年连续跻⾝美国⼯程新闻纪录（ENR）前��强。从����年开始，在“⼀带⼀路”倡议涵盖的��个国
家中，上海建⼯业务涉及其中��个国家，主要分布在东南亚和南亚地区。已完成和在建的项⽬共��个，
合同总额超过��亿美元。正在跟踪的项⽬��个，合同总额约��亿美元，包含哈萨克斯坦、⻢尔代夫、东
帝汶��个国家。上海建⼯在海外发展��余年，累计在��多个国家建成���多个⼯程，初步形成柬埔寨，
南太平洋，加勒⽐海地区，⾮洲，北美等五⼤根据地市场。其主营业务结构转型也随着“⼀带⼀路”倡
议不断推进，国际业务着重向“设施联通”积极转型，重⼼从房建项⽬逐步向基础设施项⽬转移。在建
的��个项⽬中，基础设施领域的项⽬数量达到��个，合同额占⽐��%。上海建⼯已将哈萨克斯坦、乌
兹别克斯坦等国作为该区域发展的重点，先后在哈萨克斯坦等中亚国家建⽴常设机构，探讨与当地
合作伙伴共同开发当地房建和基础设施项⽬，并正在研究建⽴中亚新根据地市场的可⾏性。截⾄
����年�⽉，上海建⼯在全球共有��个在建项⽬，分布在亚洲（��项）、⾮洲（�项）、美洲（�项）、⼤洋洲

（�项）的共��个国家和地区。其中，属于“⼀带⼀路”沿线国家的项⽬�个，合同额占当期在建项⽬总额
��%。

公司在柬埔寨累计营业额近100亿元，完成近2000公⾥道路、200多座桥梁，包括跨湄公河、洞⾥
萨河的5座特⼤桥。连接⾸都⾦边与吴哥窟古迹所在暹粒的6号公路全⻓247.7Km，是其中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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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能源建设有限公司
中国能建在��多个国家和地区成⽴了���多个分⽀机构，业务覆盖全球主要承包⼯程市场，特别

是在“⼀带⼀路”沿线��多个国家承建的⼀系列具有重⼤影响⼒的⼯程，成为在国际市场讲好“中国
故事”“中国能建故事”的突出案例。巴基斯坦最⼤⽔电站�N-J⽔电站；境外⾸个采⽤我国完全⾃
主知识产权“华⻰⼀号”核电技术标准的核电站�巴基斯坦卡拉奇核电⼚；亚洲⾸批�H 级燃⽓―
蒸汽联合循环项⽬�巴基斯坦必凯、百路凯千⽡联合循环电站；覆盖国⼟⾯积超过��% 的⽩俄罗
斯历史上最⼤输变电⼯程�⽩俄罗斯核电送出及输变电线路⼯程；世界上规模最⼤、技术最先进
的聚光光热发电站�迪拜���兆⽡电站项⽬；中东⾸个清洁燃煤电站�哈斯彦清洁煤电站；中国
企业在世界上承揽的最⼤油⻚岩发电项⽬�约旦阿塔拉特油⻚岩电站。

条公路，这条穿越⼲拉省、磅湛省、磅通省和暹粒省的公路，属于⾸都⾦边和柬泰边境最重要的口岸
城市波⽐的经济走廊的⼀部分，也是“⼀带⼀路”建设与柬埔寨国家“四⻆战略”对接的重要组成部
分。6号公路改扩建完成后极⼤缩短了⾦边⾄暹粒的⾏⻋时间，将原来近7小时的路程缩短⾄3.5小
时，极⼤地激活了沿线各省物流运输业的快速发展，给沿线各省的经济发展提供了强⼤的动⼒引擎。

中国建筑集团有限公司
作为中国最早“⾛出去”的企业之⼀，中国建筑努⼒成为中央企业践⾏国家“⼀带⼀路”倡议的代

表者与领先者，依托全产业链、全要素、全⽣命周期的⼀体化运营优势，搭建“⼤海外”发展平台，积极
带动相应技术、标准⾛出去，为当地奉献精品⼯程，增进沿线国家⺠⽣福祉，赢得所在国家政府和⺠
众的⾼度认可，成为“中国建造”的⼀张靓丽名⽚。����年，公司实现海外新签合同额超����亿元，完
成营业收⼊���亿元，分别是����年海外事业⼤平台设⽴之初的�倍和�.�倍。

����年，承建了⽂莱史上最⼤的基础设施项⽬�世界最⻓全预制桥梁⽂莱淡布隆跨海⼤桥。
承建的“��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重要节点�吉布提多哈雷港⼝也顺利竣⼯，该⼯程是中资企业迄今
为⽌在东北⾮地区承建的最⼤规模港⼝项⽬，将为中资企业拓展⾮洲⼤陆市场提供重要交通落脚
点。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与��国领导⼈的共同⻅证下，中国建筑与斯洛⽂尼
亚⻢⾥博尔机场签署机场扩建项⽬以及后续配套基础设施的EPC总承包框架协议，协议总⾦额
�.�亿欧元。这是中国建筑⾸次在中东欧地区签订总承包协议，实现了在欧洲市场总承包⼯程零的突
破。

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
中欧班列是往来于中国与欧洲及“⼀带⼀路”沿线各国的集装箱国际铁路联运班列，“⼀带⼀路”

倡议的提出，为中欧班列发展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同时加速了中国与各国间经济贸易的往来。中
国铁路总公司相关部⻔负责⼈表⽰：中欧班列开⾏数量呈现爆发式增⻓态势，仅����年就突破
����列，是����—����年六年开⾏数量的总和。

����年�⽉��⽇上午，中国铁路总公司召开“⼀带⼀路”境外铁路重点项⽬推进动员会。会议强
调，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深⼊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第⼆届“⼀带⼀
路”国际合作⾼峰论坛期间的重要讲话精神和对中⽼铁路项⽬的重要批⽰精神，以把中⽼铁路建成

“⼀带⼀路”、中⽼友谊标志性⼯程为带动，⾼质量完成境外铁路重点项⽬建设任务，更好地服务“⼀
带⼀路”建设。

中国建材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建材集团有限公司依托⾃⾝规模和综合优势，深耕“⼀带⼀路”⼤市场，积极开展境外投资，

探索“EPC+投资+管理+服务”⾛出去模式，在世界��个国家和地区设⽴了���家境外企业和机构，业
务覆盖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成为“⼀带⼀路”建设的排头兵。作为全球最⼤的建材制造商，⽔泥
⼯程市场占有率��%，连续多年稳居世界第⼀，运营了��家海外建材连锁超市，外包管理了全球��多
家⼯⼚，牢固树⽴起良好的企业形象和声誉。在此基础上，还锁定了东南⾮中东、中东亚、南亚、中东
欧、东盟、南美等�个重点区域，提出了到����年实现“⼀个”的发展⽬标，即做��个迷你⼯业园、��个
海外仓、��个国际检认中⼼和实验室、���个建材连锁分销中⼼、���个智慧⼯⼚管理、���个EPC项
⽬。

⽔泥⽅⾯，在��个国家承接了���条⼤型⽔泥成套装备⽣产线，占全球新建⽔泥⽣产线的��%，连
续�年保持全球⽔泥⼯程市场占有率第⼀；玻璃⽅⾯，在“⼀带⼀路”沿线国家总包或设计了近��条
⽣产线。此外，还积极与法国施耐德、⽇本三菱等跨国公司在⽔泥、玻璃、光伏等领域合作，将中国建
材的中⾼端装备与发达国家的⾼端技术结合起来，联合开发第三⽅市场。

在过去EPC的基础上，探索直接投资、建园区等多种⽅式，不断提升境外投资的质量、效益和规
模。截⾄⽬前，中国建材境外投资总额近���亿元，投资蒙古国建成年产���万吨⽔泥⽣产线、满⾜了
当地��%的⽔泥市场需求，投资赞⽐亚和刚果(布)建设建材⼯业园、将先进的建材制造技术与装备带
到⾮洲；投资南⾮、埃及建设的玻纤⽣产线，产品辐射欧盟、中东及整个⾮洲市场，产销率���%； 投
资发达国家在美国南卡罗来纳州建设年产�万吨玻纤项⽬已开⼯建设，建成后产品将全部供应美国
本⼟；在⾮洲、中东等区域实施钢结构、彩板、⽯灰、纤维⽔泥板等⼩、快、灵的直接投资项⽬；在乌克
兰、泰国等区域投资光伏电站及模组⽣产线。众多投资项⽬为“⼀带⼀路”沿线基础设施建设提供了
优质的建材保障。

创新“⾛出去”模式，助⼒“⼀带⼀路”贸易互通。成功打造建材⾏业“⽹上丝绸之路”， 持续提⾼
海外贸易业务的增量和效益。打造“互联⽹交易平台+海外仓”模式，充分发挥我国建材⾏业⾸个现货
交易电⼦平台�易单⽹的优势，把国内的建筑材料通过互联⽹和国外的海外仓结合起来，海外仓
⼜和“⼀ 带⼀路”上家居建材的供应店联系起来。率先在“⼀带⼀路”沿线建设��个“海外仓”，为国内
外⽣产企业提供全球营销的“⽹上丝绸之路”；开展“互联⽹+全球化运营管理”模式，利⽤智慧⼯业对
中东、中亚和⾮洲近��家⽔泥⼚提供外包管理服务。此外，中国建材积极推⼲“建材+家居”连锁超市
模式，在南太平洋地区最⼤建材综合服务商的基础上积极拓展⾮洲市场，以建材和家居服务⾮洲国
家建设。还以“绿⾊⼩镇”模式向全球推⼲“加能源�.�”新型房屋，⽬前中国建材的这种绿⾊环保房屋
已覆盖五⼤洲��个国家，创造了良好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

加强科技合作、共同提升科技创新能⼒也是《“⼀带⼀路”愿景与⾏动》的重要内容。中国建材拥
有��家国家级科研院所、�.�万名科技研发和⼯程技术⼈员，拥有有效专利�����多项，其中发明专利
����多项，发布国际标准��项，具有世界级的创新动⼒。在⾃⾝创新驱动发展的同时，也⾮常重视国
际 的 科 研 合 作 与 交 流 。⼀ ⽅ ⾯ 收 购 海 外 科 技 类 公 司 的 股 权 ，强 化 集 成 创 新 。⽐ 如 收 购 德 国
AVANCIS公司，快速掌握了CIGS薄膜太阳能电池核⼼技术；收购德国NOI公司，⼀跃成为中国⾸家
兆⽡级⻛机叶⽚⽣产商；收购印度LNVT公司��%的股权和德国哈兹⻢格公司��.��%股权，进⼀步
提升建材装备国际市场竞争能⼒。另⼀⽅⾯，积极参与国际交流，定期与世界���强建材企业沟通，成
功举办国际⽔泥化学⼤会，建⽴亚洲⽔泥与混凝⼟研究院，坚持组织参加⽔泥、玻璃、陶瓷、玻纤等国
际性峰会，在全球建材领域的话语权稳步提升。

积极推进“中巴经济⾛廊”建设，通过为⽔电、⽕电及核电站建设，以及⾼速公路、铁路和城市城
铁建设等项⽬提供⾼速⽆线⽹络覆盖、互联⽹接⼊、语⾳与数据通信等服务，保障通信畅通； 通过引
⼊优质领先的ICT信息化解决⽅案，积极打造“中巴信息⾛廊”。



⽩⽪书⼀带⼀路
THE�BELT�AND�ROAD

2019“⼀带⼀路”
商协会对话与合作年会

091-092⼀带⼀路
THE�BELT�AND�ROAD

四、有⾊及化⼯⾏业

我国是世界化学⼯业⼤国，����年化学⼯业主营业务收⼊达到�.��万亿元，随着“⼀带⼀路” 沿
线国家经济发展，对化肥、农药、轮胎及⽯化等基础化⼯原料和产品的需求将快速增⻓，为我国化学
⼯业装备、技术和服务等“⾛出去”，开展更⼤范围合作创造了机遇。

近年来，我国化⼯企业积极“⾛出去”，取得明显成效，但在合作规模、⽅式和成效等⽅⾯仍存在
较⼤差距。其中，轮胎⾏业成绩较为突出，轮胎制造、天然橡胶种植、天然胶加⼯、模具制造与维修等
产业链上下游企业，纷纷在东南亚国家投资设⼚。其他⾏业步伐较慢、规模较⼩，且以并购为主。

从涂料化⼯⾏业需求端来看，“⼀带⼀路”沿线国家，与国内产能特点存在强⼤的匹配潜能。以中
国数据为参考值，这些国家较中国分别有��%和��%的城镇化提升空间。

铜产业⽅⾯，我国推动的“⼀带⼀路”倡议将⼤幅度提升铜需求约���万吨，相当于中国每年铜需
求的�%。

上榜企业名单 总资产
（亿元）

营业收⼊
（亿元）

净利润
（亿元）

员⼯
（万⼈）

⻢钢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河北津西钢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中天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河北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化学⼯程集团有限公司

江西铜业集团公司

中国中化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五矿集团有限公司

兖矿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宝武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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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上榜企业重要经营数据

中国化学⼯程集团公司
中国化学⼯程集团公司境外资产���.��亿美元，占总资产的⽐例为��.��%；新签境外合同

��.��亿美元，折合⼈⺠币���.��亿元，占新签合同总额的��.��%。

⽬前中国化学在“⼀带⼀路”沿线国家有近100个项⽬正在执⾏，合同额超过200亿美元，为沿线
的国家⺠⽣改善、劳动就业、经济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也为推进构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了中国
化学的⼒量。中国化学总部先后成⽴国际事业部、基础设施事业部、投资公司、海外办事处等机构，成
为了中国化学结构转型升级，为“⼀带⼀路”领军做贡献的催化剂。

����年下半年，各企业先后在阿曼、迪拜、伊朗、印尼、⻢来⻄亚等多个国家和地区中标了⽯油
化⼯、化肥及基础设施项⽬，合同总额近���亿元⼈⺠币。����年先后签署了尼⽇利亚炼油装置项⽬
�.�亿美元、俄罗斯原油深度转化项⽬�.�亿美元，迪拜汽⻋城基础设施项⽬��亿迪拉姆（折合⼈⺠币
��亿元）、刚果（⾦）基础设施及垃圾发电项⽬超��.��亿欧元等。

⻢钢集团
坚持把“⾛出去”作为提升全球资源配置能⼒的⼀项战略举措，⽤好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积极获

得海外融资、汇兑收益、拓展渠道、打造品牌等综合效益。产品远销��多个国家和地区，年出⼝钢材超
过���万吨。

����-����年累计技术引进合同��项，合同⾦额����万元；技术输出合同��项，合同⾦额
����万元。

河北津⻄钢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在“⼀带⼀路”的倡议下，津⻄加快国际化发展步伐，致⼒打造世界最⼤型钢⽣产基地，依托国际

贸易板块平台，在新加坡等地建⽴⼦公司，拓展国际贸易，加强“⼀带⼀路”国家的经贸往来，在全球
范围参与⼤量重点⼯程建设。“津⻄”牌H型钢、钢板桩等���个系列、���种规格远销��个国家和地区。
拉森钢板桩在海外市场热销，⼲泛应⽤于越南、泰国、⻢来⻄亚、菲律宾等国家多项重点⼯程，受到客
⼾欢迎和好评，企业的社会影响⼒和知名度显著提升，型钢产品出⼝量连续六年全国第⼀，为全球基
础设施建设做出了贡献。

中天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中天钢铁集团如今已成为钢铁产能����万吨，营业收⼊����亿元，涵盖钢铁、物流、酒店、地产、

教育、投资、外贸、港口等多元产业的国家特⼤型钢铁联合企业集团。

⽬前，中天钢铁优特钢产能突破���万吨，优特钢⽐重已超过��%，是全球最⼤的优特钢棒线材
⽣产基地。集团在售的⾼技术含量、⾼附加值产品超过���种，远销近��个国家和地区。

以轴承钢、帘线钢、弹簧钢、锚链钢为代表的优特钢、精品钢，成功⼊选汽⻋轴承、⼯程机械、核电
⻛电等各领域全球顶尖供应商名录。发电⽖棘⽤钢等汽⻋⽤钢已成功配套宝⻢、奔驰、丰⽥、本⽥等
国际知名品牌。轴承钢成功代替瑞典SKF轴承, 实现轧机⾃⽤。

河北钢铁集团
在境外已累计建成（并购）钢铁项⽬�个，产能���万吨。河钢作为世界最⼤的钢铁材料制造及综

合服务商之⼀，近年来扎实推进全球布局战略，在国际化发展中积累了丰富的跨境并购和海外公司
运营管理经验，其中河钢塞尔维亚斯梅代雷沃钢⼚项⽬已成为中国与塞尔维亚乃⾄中东欧国家合作
的成功范例。⽬前河钢控股运营海外资产近百亿美元，拥有海外公司��余家，投资遍及��多个国家和
地区，商业服务⽹络遍布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跨国指数在我国钢铁企业排名第⼀，是中国国际
化程度最⾼的钢铁企业。

����年�⽉，中国河钢集团和印度塔塔钢铁集团在北京签署股权收购及相关协议。河钢集团将出
资收购塔塔钢铁位于新加坡、泰国、越南和⻢来⻄亚等东南亚地区的钢铁资产��%股权。此项业务将
依托两⼤集团在渠道、技术和管理等⽅⾯的平台⽀持，更好地服务东南亚区域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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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五矿集团有限公司
五矿集团境外矿⼭遍布亚洲、⼤洋洲、南美洲和⾮洲等主要资源地，境外机构与⼯程项⽬遍布全

球��多个国家和地区，是我国最⼤的⾦属矿产企业集团，也是全球最⼤的冶⾦建设运营服务商。“⼀
带⼀路”倡议提出后，五矿集团在海外矿产投资上有⼀个“转移”�原来的投资⼤多在澳⼤利亚、秘
鲁等矿产开发⽐较早、⽐较成熟的国家和区域，⽬前按照国家的整体战略布局，将加⼤对“⼀带⼀路”
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开发⼒度。

台塑越南河静钢⼚�号⾼炉成功点⽕，标志着越南迄今最⼤的投资项⽬、东南亚地区最⼤的钢铁
联合企业成功投产。越南河静钢⼚是⽬前全球仅有的两个在建千万吨级绿地钢铁项⽬之⼀，由中国
五矿集团公司所属中冶集团承担⼯程总体规划设计、总体咨询及⼗余个项⽬设计和总承包，是迄今
为⽌中国在海外承建的最⼤钢铁建设项⽬，共签订对外合同约��亿美元。该项⽬还实现了中国冶⾦
建设的全产业链“走出去”，为中国服务外包⾏业带动了��.�亿美元出口额，其中体现中国先进制造
能⼒的优秀设备、钢结构出口额约��.�亿美元。

����年�⽉，中国五矿宣布其所属秘鲁Las Bambas铜矿（下称“邦巴斯铜矿”）正式投产，这标志
着中国⾦属矿业史上迄今实施的最⼤境外收购项⽬取得了重要的阶段性成果。邦巴斯铜矿的按期成
功投产，也意味着中国企业在海外⼤型矿⼭的项⽬建设、管理、运营⽅⾯已具有很强的国际竞争⼒和
专业能⼒。

继宝钢湛江、越南河静两个千万吨级项⽬后，中国五矿所属中冶集团，中标合同额超过8亿美元
的⻢来西亚关丹钢铁项⽬。关丹钢铁项⽬位于距离⻢来西亚吉隆坡190公⾥的东海岸经济特区关丹
港市，项⽬年设计产能350万吨，采⽤全球主流的全流程钢铁冶炼⼯艺⽣产流程，以及环保型原料场、
紧凑式“⼀罐制”铁⽔运输、热装热送等国际领先环保技术，⽣产棒材、线材和H型钢。2016年11⽉项
⽬施⼯动员⼤会暨2×1080⾼炉⼯程开⼯仪式在⻢来西亚关丹举⾏，这⼀项⽬是中国与⻢来西亚在
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中产能合作的创新和探索，对落实“⼀带⼀路”倡议具有⼴泛的⽰范效应。

截⾄到����年�⽉，中国五矿已经在“⼀带⼀路”沿线��个国家开展业务，设⽴全资及控股企业
共��家，布局覆盖了近⼀半的“⼀带⼀路”沿线国家，主要开展⼯程承包、资源开发、⾦属冶炼、矿产品
贸易、房地产开发、融资服务等业务。

兖矿集团有限公司
兖矿集团作为中国“走出去”最早、国际化程度最⾼的煤炭企业，正以国际化姿态与“⼀带⼀路”

倡议同频共振。跨国并购、绿地投资等国际化运营⼤戏接⼆连三上演。控股⼦公司�兖州煤业成为
全球第⼀家荣膺“全球卓越绩效奖�世界级”的煤炭企业，并获得杰出治理上市公司⾦帆奖、中国
主板上市公司投资者关系最佳董事会奖等荣誉。

����年��⽉�⽇，在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的⻅证下，兖矿集团和美国空⽓产品公司就陕西
未来能源化⼯有限公司榆林煤间接液化⼀期后续项⽬，签署��亿美元⼯业⽓体⼤单。项⽬建成后，预
计年均销售收⼊约���亿元，上缴税⾦约��亿元，将在陕北地区形成超清洁油品、塑料橡胶、费托特⾊

中国中化集团公司
中化集团借“⼀带⼀路”东⻛，发挥能源领域国家队和外贸⾏业⽼兵的优势，通过开展原油进⼝

和成品油出⼝业务，为地⽅经济发展和国家经济转型做出积极贡献。

中化泉州⽯化����万吨/年炼油项⽬过程中，中化集团坚持“能⽤国产装备绝不进⼝”原则， 积
极合作开展应⽤集成创新，加快推进关键装备国产化，⾛出了⼀条重点依托国产⾼端装备，⽴⾜⾃主
创新，打造中国领先、世界⼀流炼⼚的发展之路，在实现企业⾃⾝转型升级过程中，有⼒地推动了我
国⾼端能源装备“从⽆到有，从有到优”的国产化进程。

中化集团充分发挥多年国际化运作积累的经验，紧密结合主营业务发展，参与“⼀带⼀路” 建
设。⼀是发挥贸易业务优势，促进“⼀带⼀路”沿线国家贸易畅通（中化与“⼀带⼀路”沿线国家有着⼲
泛的贸易往来，����年-����年，中化在沿线国家和地区贸易额达到���亿美元）；⼆是整合全球天然
橡胶产业链，提升“⼀带⼀路”沿线国家资源配置效率，打造了全球最⼤的天然橡胶供应平台； 三是助
⼒中国和沿线国家农业部⻔合作，输出先进农业技术，帮助“⼀带⼀路”沿线国家提⾼农业发展⽔平；
四是依托“海上丝绸之路”起点，打造辐射“⼀带⼀路”沿线国家的世界级化⼯产业园区，持续供应⾼
品质的成品油和化⼯产品。

����年�⽉，中化集团与⽩俄罗斯钾肥公司签署了����-����五年合作备忘录；同俄罗斯乌拉尔
钾肥公司加⼤海运和陆运合作；同乌兹别克斯坦钾肥公司开启合作。在中东，重点推进同阿拉伯钾肥
公司的合作，提⾼采购数量。这些战略合作既为国内钾肥供应安全提供了保障，⼜促进了相关国家和
地区资源开发。

����年，中化集团旗下中化国际收购了新加坡上市公司Halcyon Agr i Corporat ion 
Limited， 将在此基础上打造全球最⼤的天然橡胶产业平台。服务“⼀带⼀路”建设，加速整合天然橡
胶国际产业链的⼀⼤举措。近年来，通过上下游延伸和产业横向拓展，形成了覆盖中国、东南亚、南
亚、欧洲、⾮洲和美洲等地的全球⼀体化业务格局。

⽬前，中化集团拥有天然橡胶种植⾯积�万公顷、加⼯⼚��间，年加⼯能⼒���万吨，以⾼端⼦午
线轮胎专⽤胶为主打产品，为国际著名轮胎企业和橡胶制品公司提供优质资源。同时，借助新加坡等
海外营销平台，不断提⾼对下游客⼾的营销服务能⼒，营销规模不断扩⼤。

江⻄铜业集团有限公司
江⻄铜业在对接“⼀带⼀路”，实施国际产能合作上表现活跃，企业⾼层近⼀年多来频频与国际

矿业巨头和沿线国家企业进⾏接洽，并取得较⼤进展。

⽬前公司已确⽴包括铜、⻩⾦、稀散⾦属、稀⼟、铅锌等多⾦属开发以及硫化⼯、⾦融、贸易、物
流、技术服务在内的⼗⼤业务板块。铜是其根基，也是其“⾛出去”的最⼤底牌。

江⻄铜业通过资源并购、技术服务等⽅式，已成功将⾃⼰的技术和理念输出⾄阿尔巴尼亚、俄罗
斯、菲律宾、泰国、巴基斯坦等“⼀带⼀路”沿线国家。����年，江⻄铜业在对俄罗斯铜业卡拉巴什铜⼚
和嘉能可菲律宾PASAR铜冶炼⼚的技术援建中，就曾获得对⽅极⾼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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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等多种产业集群，对于拓展中美经济合作新格局、促进双向投资开放、提⾼投资领域合作⽔平意
义深远。

兖矿集团与厄⽠多尔政府以技术换矿权的合作堪称典范。厄⽠多尔政府将���多平⽅公⾥绿地
区块的���%矿权授予兖矿集团；同时，兖矿向厄⽅转让⾃有知识产权的地质勘探专业软件，兖矿的
矿产资源专家进⼊他们国家的专家库，兖矿的技术作为他们的国家标准应⽤推⼴。

兖矿集团很早之前就以技术为资本参与境外能源开发，通过世界领先的技术成果推动实现“中
国引领”和“中国创造”。近年来，兖矿集团累计有��项技术向国内外进⾏有偿转让，技术收益�.��亿
元，带动数百亿产业增加值。⽇渐多元的产业格局，为兖矿集团国际化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新动
能。收购加拿⼤萨斯喀彻温省��项钾矿探矿权。第⼀勘探区获得��.�亿吨优质钾矿资源，钻孔揭露的
钾盐赋存稳定、品位⾼、厚度⼤，是世界级优质钾矿资源，极具商业开发前景。⽬前，该项⽬已得到当
地政府的环境许可。组建拉美公司，推进秘鲁、厄⽠多尔等国家的市场开发。以⻩⾦矿为主导开发有
⾊⾦属，以燃料油、矿⽯、木材等⼤宗货物为主开展国际贸易，地质⻛险勘探和铁路建设及房建项⽬
正在有条不紊推进。

中国宝武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原宝钢集团和原武钢集团联合重组，成⽴中国宝武钢铁集团有限公司（中国宝武）。重组整合⼀

年多来，中国宝武全⾯提升企业竞争⼒和影响⼒，努⼒成为全球钢铁业引领者。

宝钢⾃诞⽣之⽇起就不断探索实践，从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到每年有��%的产品出口海外，⽬
前，中国宝武正在努⼒探索国际产能合作，将根据“⼀带⼀路”倡议要求，按照产业发展的客观规律，
坚定推进国际化发展。

五、房地产⾏业

沙特阿拉伯住房部与中国宁夏⾃治区政府签署谅解备忘录，在阿尔阿萨省开发达雅·阿斯法拉
新城，新建��万套住房。

����年，中国在澳⼤利亚投资房地产项⽬��亿美元（交易价值超过����万澳元），⼤部分投资项
⽬为开发⽤地收购，并进⾏后续投资。

����年�⽉⾄����年��⽉，中国对“⼀带⼀路”国家投资公寓类�.�亿美元，开发案址��.�亿美
元，酒店�.�亿美元，⼯业物业�.�亿美元，写字楼��亿美元，零售物业�亿美元。

上榜企业名单 总资产
（亿元）

营业收⼊
（亿元）

净利润
（亿元）

员⼯
（万⼈）

碧桂园集团

北京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都创业集团有限公司

华侨城集团有限公司

绿地集团

恒⼤地产集团有限公司

⼤连万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州越秀集团有限公司

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保利集团有限公司

⼴州富⼒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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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上榜企业重要经营数据

碧桂园
����年��⽉�⽇，总市值超过�万亿元⼈⺠币的共建国际产能新城合作项⽬在碧桂园森林城市集

体签约。参与签约的中外⻰头企业（机构）多达��家，其中不乏华为、思科、埃森哲、中建海外、美的、德
国博世、中建钢构、德意志银⾏亚太区总⾏、中国银⾏⻢来⻄亚分⾏等�家财富世界���强企业或其下
属企业。

北京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上世纪��年代开始，北京建⼯就开始了在“⼀带⼀路”沿线国家建造“中国地标”的历程，曾经在

斯⾥兰卡援建了班达拉奈克国际会议⼤厦，被誉为“斯⾥兰卡明珠”。进⼊新世纪后，⼜在坦桑尼亚施
⼯建设了总建筑⾯积�.�万平⽅⽶、观众容量�万⼈的东⾮最⼤体育场�坦桑尼亚国家体育场。

在哈萨克斯坦，北京建⼯于����年建成建筑⾯积�.�万平⽅⽶的哈萨克斯坦北京⼤厦⼯程，凭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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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地集团
绿地酒店产业板块遍布全球�⼤洲��个国家��个城市，酒店总量超过���家，资产规模近���亿。

未来，绿地集团将依托⾃⾝优势，加速布局酒店、会展、⽬的地管理、旅游平台，打造覆盖上下游全⽣
态链的旅游产业集群。

绿地酒店对外签约酒店项⽬达��余个，客房����余间，已经成功布局柬埔寨⾸都⾦边、⻢来⻄

⼴州越秀集团
粤港澳⼤湾区已成为“⼀带⼀路”倡议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湾区国际⾃由贸易港雏形初显。

在粤港澳⼤湾区的城市群中，⼴州占据了重要的位置。越秀地产留下诸多印记，紧随城市“脊梁”，积
极参与⼴州第⼀条中轴线建设，在越秀区、荔湾区等多个城区打造多个商住项⽬；⼤⼒推动⼴州第⼆
条中轴线建设，从⼴州东站到占地�.�平⽅公⾥的天河建设区，从珠江新城到⼆沙岛，多个城市地标
均出⾃越秀地产之⼿；近年来，越秀地产⼜在位于第三条中轴线的⻩埔区和⼴州⼤学城，重点打造多
个⼤型项⽬，追随城市发展的步伐。

⼤连万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响应“⼀带⼀路”倡议，万达集团与多个国家洽谈了投资项⽬，包括巴黎⼤型⽂化旅游项⽬和印

度产业新城等。

����、����年万达集团分别与新疆乌鲁⽊⻬、兰州市签约签订协议打造乌鲁⽊⻬万达城和兰州
万达城，助⼒“⼀带⼀路”倡议。乌鲁⽊⻬万达城项⽬占地约���公顷，总投资约��亿元。兰州万达城项
⽬占地约����亩，总投资近���亿元。

云南城投集团
云南城投积极响应“⼀带⼀路”倡议，主动承担起国企责任，⽬前已在⼤理、⻄双版纳、成都⻘城

⼭和陕⻄⻄安等旅游⽬的地城市布局了旅游地产的版图；并积极整合集团旗下景区资源，借助集团
与洲际、希尔顿、悦榕等国际品牌酒店合作的资源条件，发展度假旅游综合体和康养⼩镇，细分梦云
南旅游地产产品线。

����年，云南城投出资5.02亿美元收购悉尼YMCI Homebush城市花园。

独特的中国⻛格外观，该⼯程已成为其⾸都阿斯塔纳重要的⼀张“中国名⽚”，推进了两国⼈⺠的交
流合作。近年来，北京建⼯在境外⾼端市场通过“投资+建设”模式，相继参与投资建设了⼤量代表性
项⽬，在英国，北京建⼯深度参与“后伦敦奥运时期”英国最⼤基础设施建设项⽬曼彻斯特空港城，这
⼀项⽬作为����年习近平主席访英期间重点考察项⽬受到⼴泛关注。此外，还有泰国曼⾕的���⽶河
畔地标超⾼层项⽬等⼀批北京建⼯近年来不断收获⾼端市场，承揽标志性⼯程的新成就。

����年�⽉��⽇，加勒⽐地区⾸个“⼀带⼀路”项⽬落地步⼊了快⻋道。北京建⼯集团作为特多
新⼯业园项⽬的EPC承建单位，承担包括整个园区⼟地平整、⽔电管⽹、绿化及�座⼚房、垃圾站、污
⽔处理系统等园区相关配套设施的设计、施⼯、建造，并将在建成后承担为期�年的保修维护，同时还
将负责引⼊��家中国企业⼊驻园区的招商引资事务。预计由此通过关联产业可综合带动上万⼈口的
就业，并为特多带来约每年全国总量�%的GDP贡献率。

北京⾸都创业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都创业集团始终密切关注东亚、东南亚地区⽔务和固废处理市场，寻求机会，希望可以推

动“⼀带⼀路”沿线新加坡、⻢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国的⽔务及垃圾处理设施投资建设，挖掘越南、
⽼挝、柬埔寨、泰国、缅甸等东南亚国家环境产业市场的投资机会。

����年�⽉��⽇，北京⾸都创业集团有限公司与Navis Capita（l 以下简称Navis）在新加坡举⾏
ECO公司签约及交接仪式。收购经⾸创集团同野村证券、德意志银⾏等在东南亚环保领域具有丰富
经验的投资银⾏⼀道，历时近半年时间完成。作为新加坡市场份额最⼤、技术最先进的危险废弃物处
理商、新加坡唯⼀的污泥处理公司，ECO将成为⾸创集团拓展境内外危废及污泥市场的领先企业，更
将成为⾸创集团以新加坡为跳板打开东南亚市场的窗口。

华侨城
在“⼀带⼀路”倡议引领下，华侨城积极在旅游资源丰富的云南、海南等积极布局，加速实施“⾛

出去”战略，并推动云南与南亚、东南亚国家⽂化旅游资源共享、市场共拓、信息互通和客源互送，形
成特⾊化的发展优势，促进共同发展，实现互利共赢。

����年华侨城集团与⻄安市⼈⺠政府签订全⾯战略合作协议，预计总投资约����亿元。合作紧
扣“⼀带⼀路”国家建设，涉及⻄安市多个重点⾏政区，涵盖产业综合开发、⾦融战略投资等多种合作
形式

����年中国华侨城云南⽂投集团投资的中柬⽂化创意园，占地⾯积�.�公顷，项⽬包括����个
座位的《吴哥的微笑》⼤剧院、提升改编的《吴哥的微笑》演出、周达观博物馆、真腊艺术⻓廊、中柬⽂
化交流中⼼、⽂创衍⽣品展⽰销售中⼼和����个座位的餐饮⽂化中⼼等。

亚⾸都吉隆坡、泰国的曼⾕、芭提雅、普吉岛、⽼挝⾸都万象、越南海防等“⼀带⼀路”沿线国家重点城
市，以及地处“⼀带⼀路”⾃然延伸带上的⾮洲⼏内亚。

绿地国际酒店管理集团“轻资产”战略发展全⾯提速，成功签约包括⼏内亚铂瑞卡鲁姆酒店、⽼
挝万象铂瑞酒店及铂骊公寓、普吉岛铂骊度假酒店、越南海防财富铂派酒店在内的五家海外项⽬， 以
及⼀家上海⾦⼭铂骊酒店项⽬。

恒⼤地产集团有限公司
恒⼤地产国内布局初步完成后，����年，在“⼀带⼀路”的国家倡议背景下，将转战柬埔寨等海

外市场。与此同时恒⼤集团传承时代使命，投资����亿打造中国海南海花岛。海花岛位于海南省儋州
市，地处“⼀带⼀路”重要节点。恒⼤集团怀揣践⾏中国梦的伟⼤构想，依托中国最⼤的经济特区和国
际旅游岛的核⼼优势，借⼒中国海洋发展战略的新思路，在“⼀带⼀路”宏伟框架下，整合区内资源和
地理优势，对海花岛进⾏规划。

此外，恒⼤集团与新西兰牧业合作，意在建⽴国⺠信赖的健康⻝品标杆企业。新西兰作为第⼀个
与中国签署“⼀带⼀路”合作协议的西⽅国家，具有良好的⽣态环境和投资环境，其乳制品、⽜⽺⾁和
海鲜等农产品，⻓期以来深受中国市场的欢迎。恒⼤农牧在新西兰的投资业务主要在农牧产业，对填
补我国对乳制品、⾁制品等农产品的供给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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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汽⻋及机械制造⾏业
����年�⽉份，中国汽⻋进⼝量同⽐下降��.�%。与此同时，在“⼀带⼀路”倡议和扩⼤开放带动

下，北汽、⼀汽、吉利等中国⻋企正在加快全球布局步伐，通过并购重组、设⽴⼯⼚和导⼊新产品等⽅
式，重点拓展“⼀带⼀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市场，⼀些国家和地区的中国⻋企市场份额正在逐步提
升。“中国智造”汽⻋在海外⻛⾏，中国⻋企不约⽽同地⾛出国⻔，⾼速奔驰在“⼀带⼀路”上，⽬前中
国⼀汽海外业务已遍布东南亚、⾮洲、中东、拉美等�⼤⽚区；北汽形成以中国云南瑞丽、南⾮、墨⻄
哥、伊朗、埃及等地为战略基地的布局。

中国⻋企的⾓⾊将从技术品牌受让⽅，逐步转成产品、技术、品牌的输出⽅。

上榜企业名单 总资产
（亿元）

营业收⼊
（亿元）

净利润
（亿元）

员⼯
（万⼈）

中国中⻋集团有限公司

⽐亚迪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汽⻋股份有限公司

东⻛汽⻋集团有限公司

三⼀重⼯股份有限公司

⼴州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吉利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兵器⼯业集团有限公司

潍柴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

奇瑞汽⻋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振华重⼯（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岩市海德馨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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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上榜企业重要经营数据

中国中⻋集团有限公司（中国中⻋）
⾃����年起，中国中⻋秉承“共商共建共享”理念，量⾝定做各具特⾊的⾼品质产品，⾼质量推

进项⽬建设，独创了“五本模式”积极推动本⼟化建设，为项⽬所在国创造就业和税收，完善轨道交通
产业链，提升轨道交通产业发展⽔平。截⾄����年��⽉，“中⻋制造”已经遍及全球���个国家和地区，
全球��%拥有铁路的国家都运⾏着中⻋的产品。中国中⻋积极投⾝“⼀带⼀路”建设，参与建设的蒙
内铁路、亚吉铁路极⼤提升了东⾮交通运输条件，蒙内铁路誉为“⾮洲⾼铁”， 亚吉铁路称为“⾮洲天
路”。

为了更好地融⼊“⼀带⼀路”沿线国家和地⽅的经济发展，中国中⻋已经在美国、澳⼤利亚、南

⼴州富⼒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在国内南拓北进的同时，富⼒不断加码海外业务，����年底斥资��亿元进军⻢来⻄亚市场，相

继⼜在澳⼤利亚墨尔本、布⾥斯本等地收购了�个项⽬。

与柬埔寨皇家集团（Royal Group）合作，投资��亿美元在柬埔寨打造豪华酒店，以及位于沿海
⼽公省�����公顷的⼤型项⽬柬中综合投资开发试验区。

����年底兰州市政府、安宁区政府与富⼒集团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富⼒集团将助⼒“⼀带
⼀路”建设，着⼒打造兰州市产城融合⾼端CBD（ 中央商务区），以迎⻔滩商务区开发为契机，打造具
有⾼品质的市⺠中⼼、科技⾦融、商务、商业、会展演艺、酒店、⾼端住宅等产城融合商务区。

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
����年，华夏幸福积极响应国家建设“⼀带⼀路”倡议，开始国际化进程。����年，华夏幸福在新

加坡成⽴国际总部以推动海外业务发展。

华夏幸福已经在印度尼⻄亚、⻢来⻄亚、印度、越南、埃及、缅甸、菲律宾等国家设有常驻机构，总
共在印尼、印度、越南、埃及、⻢来⻄亚等�国打造�个产业新城。其中印度哈⾥亚纳邦索纳项⽬和埃及
新⾸都⼆期产业新城项⽬将以PPP模式打造。

中国保利集团
截⾄����年�⽉保利集团已设⽴了��个海外代表处，集团旗下各版块也已经与位于亚洲、⾮洲、

美洲、欧洲、⼤洋洲的���多个包括“⼀带⼀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取得了联系并建⽴了实质性的合作关
系，其中地产项⽬在澳⼤利亚、英国落地。在贸易版块，保利集团多年来深耕亚⾮市场， 与众多国家建
⽴了友好合作关系，进⼀步加快了在海外⼯程和⺠品贸易领域的发展步伐；����年�⽉，保利国际与
俄罗斯签署了⻉尔卡姆尔铁路综合项⽬框架协议，�⽉底，为乌兹别克斯坦承建的橡胶⼚也启动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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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亚、印度、⼟⽿其等国家建⽴了先进的本⼟化制造基地，这些基地通过实⾏“本⼟化制造”
“本⼟化采购”“本⼟化⽤⼯”“本⼟化维保”“本⼟化管理”的“五本模式”，为当地创造就业和税收，完
善轨道交通产业链，造福当地⺠众。

中国中⻋的“五本模式”为当地创造就业和税收，完善轨道交通产业链，造福当地⺠众；在对外投
资合作过程中，运⽤专业优势积极回应和解决当地社会热点问题，实现与商业伙伴、当地社区和区域
经济的共同成⻓和发展；通过“本⼟化”，聘⽤当地⼈才、尊重当地⽂化、与当地经济融合，使企业经营
深植于当地市场，实现双赢乃⾄多⽅共赢。

����年��⽉，中国中⻋与澳⼤利亚唐那集团（Downer Group）、普莱纳⾥集团（Plenary 
Group）等公司组成的联合体，赢得了价值��亿澳元的墨尔本地铁列⻋订单（HCMT项⽬），这是地⽅
政府、⺠众、地铁运营商、地铁制造商、地铁维护商、融资⽅等相关各⽅共赢的合作。

����年��⽉，当地时间，中⻋株洲电⼒机⻋有限公司与⼟⽿其伊斯坦布尔市政府签订总⾦额
�亿美元的铰接式轻轨⻋辆合同。

正是由于国际化共享质量的逐渐提升，中国中⻋境外资产、境外员⼯数量都发⽣显著变化。境外
资产从����年的��亿元递增到����年的���亿元；境外员⼯总数从����年的���⼈攀升⾄����年的
����⼈（含外籍员⼯����⼈）。其中，中国中⻋在⻢来⻄亚招聘员⼯近���名，��%都是当地员⼯，远
期规划当地员⼯⽐例将增加⾄��%。

中国中⻋提供的数据显⽰，截⾄2017年底，中国中⻋在全球26个国家和地区设⽴了83家境外⼦
公司、13家境外研发中⼼。这83家境外⼦公司中，有58家诞⽣在2013年9⽉“⼀带⼀路”倡议提出之后。

北京汽⻋股份有限公司（北汽集团）
借⼒“⼀带⼀路”，推动北汽国际化战略实施，北汽集团的国际化战略已经谋划多年，在近⼏年更

加快了布局速度。北汽集团在推进国际化的进程中，始终紧扣⼤国外交的时代脉搏。⽬前，北汽集团
已在��多个国家和地区建⽴了整⻋及KD⼯⼚，市场遍布全球��余个国家和地区，是出⼝业务成⻓最
快的中国⾃主品牌⻋企之⼀。

����年�⽉，正在对南⾮进⾏国事访问的国家主席习近平，与南⾮总统拉⻢福萨通过远程视频连
线的⽅式，共同按下⽣产线启动按钮，⻅证了北汽集团第⼀辆在南⾮本地组装⽣产的汽⻋成功下线。

北汽南⾮基地是北汽投资的⾸个海外⼯⼚，⽴⾜南⾮，辐射⾮洲。

北汽于�⽉在南⾮开设了⼀家制造⼯⼚，到����年底年产能为�����辆。该⼯⼚位于伊丽莎⽩港
的航运枢纽，是北汽与南⾮国有⼯业发展公司的合资企业，⼀家⾦融公司，为该国的公司和投资项⽬
提供资⾦⽀持，计划总投资�亿美元。该⼯⼚将于今年第四季度开始运营。

北汽南⾮⼯⼚投产后，属地化⽤⼯将达到��%以上。⾃����年开⼯以来，⼀期⼯程已经创造
����个直接⼯作机会；实现�万台的年产能后，预计将达到近����名员⼯。

⼀期⼯程中，北汽已经和��家南⾮中⼩微企业签订了总价值约为�亿兰特（约合�亿元⼈⺠币）的
分包合同，在分包项⽬中占⽐��%。

北汽主动承担社会责任，北汽南⾮公司先后组织轮椅捐赠慈善项⽬、为库哈村公⽴⼩学捐助体
育⽤品、选派南⾮⻘年代表参加2017年国际⻘年论坛等，并荣获由南中经贸协会授予的“2017年度
社会责任进取奖”。

未来，北汽南⾮⼯⼚��%的产品在南⾮销售，��%的产品销往南美、中东和⾮洲等海外市场， 将
极⼤地巩固南⾮与南部⾮洲共同体、⾮洲及国际的贸易关系，提升南⾮国际化影响⼒。北汽南⾮基地
将成为南⾮乃⾄整个⾮洲汽⻋产业⾼端产品制造地、⾼端技术转化地、⾼端⼈才聚集地、⾼端品牌诞
⽣地，也将有⼒促进南⾮⼯业经济发展的新旧动能转换，满⾜南⾮产能发展需要。

⽐亚迪股份有限公司
⽐亚迪早在����年�⽉就与丹⻨最⼤的公交公司Movia达成纯电动公交合作，开启了⾃⼰的全

球布局之路。截⾄����年�⽉，⽐亚迪电动⻋的⾜迹已经遍布全球�⼤洲、��多个国家、约���个城市。
⽽到⽬前为⽌，⽐亚迪在全球已拥有��个⽣产基地。其中在美国、巴⻄、印度、⽇本、匈⽛利五个海外
国家也都设有⽣产基地。

⾃����年“⼀带⼀路”倡议提出以来，⽐亚迪的全球化步伐开始明显加快，⽐亚迪近⼏年在美
国、拉丁美洲、亚太各国纷纷设⼚，投资也全⾯铺开。����年�⽉��⽇，⽐亚迪宣布在法国上法兰⻄⼤
区博⻙市投资����万欧元建设阿洛讷⼯⼚，这个项⽬初期带来的就业岗位就有约���个。⽐亚迪在匈
⽛利的电动⼤巴⼯⼚，也于����年�⽉�⽇在北部城市科⻢罗姆举⾏了开幕仪式。⾄此，中国新能源品
牌在欧洲投资兴建的第⼀座电动⻋⼯⼚正式落成并投产。预计总雇佣⼈数将达���⼈。����年�⽉�
⽇，⽐亚迪宣布将在厄⽠多尔投资建设纯电动⼤巴⼯⼚，这是其计划在南美洲建⽴的第⼆座电动⼤
巴⼯⼚，也是⽐亚迪继美国、巴⻄、匈⽛利、法国等地之后建设的第五座海外⼤巴⼯⼚。

截⾄����年�⽉，⽐亚迪在全球有��万员⼯，拥有��个国内外⼯业园，在包括美国、巴⻄、⽇本、
印度等在内的很多“⼀带⼀路”沿线及相关国家都有⽣产基地。

����年�⽉，埃及亚历⼭⼤省客运局与⽐亚迪的购买��台纯电动巴⼠订单协议落成签署。在全

球电动化背景下，埃及将迎来史上⾸批纯电动巴⼠。此次协议签署，对埃及新能源交通的推⼴和可持
续发展，起到了历史性的推动作⽤。

东⻛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东⻛汽⻋集团有限公司海外业务着⼒构建“�+�+N”体系，在伊朗、北⾮、中东建⽴�个KD⽣产基

地；伊朗、俄罗斯、智利建⽴�个海外销售公司；在其他N个地区开展⼀般性贸易或项⽬。截⾄⽬前，东
⻛公司累计向全球��余个国家和地区出口汽⻋产品��余种，达��多万辆，拥有了⼀批稳定的合作伙
伴和稳定的出口市场。

在海外建⼚和布局经销⽹络⽅⾯，在伊朗建成东⻛⾸个海外KD组装基地，����年组装出口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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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汽集团）
截⾄����年，⾃主品牌⼴汽乘⽤⻋已在中东、⾮洲、南美、东南亚等区域开拓了��个市场。仅在

����年，⼴汽已出⼝汽⻋�.��万辆，其中向“⼀带⼀路”沿线国家出⼝����辆，同⽐增⻓���%。在科
威特、巴林，⼴汽已成为出⼝量第⼀的中国乘⽤⻋品牌。

在销售⽹络⽅⾯，⼴汽集团⽬前已初步构建起了包括科威特、巴林、黎巴嫩、阿联酋、卡塔尔的⼴
汽传祺全球销售⽹络和服务体系，早前也在尼⽇利亚建⽴了SKD⼯⼚。此外，����年�⽉，⼴汽新疆项
⽬⼀期主体⼯程完⼯，建成了每年�万辆的产能规模。未来⼴汽新疆项⽬还将根据市场需求扩建⾄每
年��万辆的产能规模，其中��%产量将会出⼝到⻄亚和俄罗斯市场。

⼴汽集团在中东市场也取得了⼀定突破。����年��⽉��⽇，⼴汽集团阿联酋销售服务中⼼在迪
拜开业。⼴汽与阿联酋著名企业Gargash（卡尔卡什）集团展开战略合作，将共同开拓阿联酋市场。

现阶段⼴汽集团在中东地区已成功开拓�个国家的市场，共有��家销售服务中⼼，在科威特等国
家 终 端 和 提 ⻋ 量 都 稳 居 中 国 品 牌 第 ⼀，收 获 了 良 好 的 市 场 反 馈，成 为 当 地 消 费 者 ⼼ 中 的“B e s t 
Chinese Car Brand”（“最好的中国汽⻋品牌”），在豪⻋云集的中东市场树⽴起中⾼端品牌形象。

�万辆；在俄罗斯建⽴东⻛⾸家海外销售公司，构建东⻛销售及服务⽹络，����年成功收购当地汽⻋
�S店，打造成东⻛⾸家汽⻋旗舰店；在越南等东盟国家，东⻛中、重、轻、微卡分别以整⻋、KD的⽅式
展开销售运营，����年开始推进乘⽤⻋出口，组建�S店；在印尼，通过合资与当地合作伙伴建⽴印尼
⼯⼚，并以此为基地覆盖东南亚各国。

东⻛公司将依托“⼀带⼀路”倡议，分亚欧、亚澳、亚⾮、亚美�条路线，加强对“⼀带⼀路”沿线国
家的开拓，并努⼒打造沿线⽀点国家，为东⻛未来海外事业的发展提供⽀撑，进⼀步推动东⻛汽⻋

“走出去”。

三⼀重⼯股份有限公司（三⼀重⼯）
三⼀重⼯是中国最⼤、全球第五的⼯程机械制造商，也是全球最⼤的混凝⼟机械制造商。���� 

年前，三⼀转型升级并开始⾛向国际市场。三⼀拥有��家海外⼯⼚，国际销售收⼊超过���亿元⼈⺠
币。����年上半年，三⼀下属的三⼀重⼯股份有限公司的海外业绩再次领跑⾏业，公司实现国际销售
收⼊��.��亿元，同⽐增⻓��.�%。公司海外各⼤区域的经营质量持续提升，印度、欧洲、中东、亚太等
区域实现快速增⻓。

为对接“⼀带⼀路”难得的机遇，����年，三⼀将海外细分为��个⼤区，采取“双聚战略”，聚焦重
点国家和地区、聚焦重点产品，将市场相对成熟的亚太⼤区，细分为亚澳⼤区、印尼⼤区、东南亚⼤
区；在地域⼲阔的⾮洲地区，新增⻄⾮⼤区，实现重点区域重点经营。

在“丝绸之路”经济带上，三⼀依托三⼀⻄北产业园，形成⾯向⻄北、辐射中亚的总体布局；依托
美国、德国等三⼀海外产业基地，以及在⼟⽿其、⽐利时、⻄班⽛、俄罗斯等��个国家的制造⼯⼚，三
⼀整个布局形成了⼀条从东北到远东、⻄伯利亚、欧洲⼤陆的弧线，契合传统丝绸之路的路径。

在“��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上，从上海顺流⽽下，三⼀先后创建了上海、浙江、珠海等国内装备⼯
⼚，依托印度、印尼等海外产业基地，加上正在筹建的三⼀埃塞产业园，基本形成了⼀条完整的“海上
丝绸之路”产业带。

三⼀积极实施三⼀“五⼩⻰出海”战略，将⻛电开发、建筑⼯业化、智慧矿⼭、智慧码头、油⽓化⼯
等五类优势项⽬打造成“⼀带⼀路”上的业务⽀点。

与此同时，三⼀打造“抱团出海”的新型合作模式。在国内，三⼀加强与⼤型国企的合作，⽐如与
国家电⼒投资集团达成全⾯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并在全球多领域、多模式“抱团出海”；与此同时，在
国际上选择与阿达尼集团等优质企业建⽴全⾯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建⽴联合⼯作组，在印度、中国以
及第三国联合开发五⼤业务，通过合作实现优势互补。

另外，在产融结合⽅⾯，三⼀通过投资项⽬运作、实施和管理与中⾮发展基⾦携⼿共进，双⽅在
阿尔及利亚、突尼斯、埃塞俄⽐亚、南⾮、巴⻄�国开展先进⼯业制造、清洁能源电⼒、⼤型基础设施、
现代筑⼯的抱团合作。

����年��⽉��⽇，三⼀重⼯与科威特⼯程建筑承包商签署设备采购协议，将向其提供约����万
美元的⼯程设备，产品包括汽⻋起重机、挖掘机、旋挖钻机等全系列产品近���台，这是三⼀在中东市
场最⼤的⼀笔订单。这些设备将主要⽤于科威特国家基础设施建设项⽬，将⼤⼒助推“⼀带⼀路”倡

议在中东地区的落地，实现区域双赢。

上海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汽集团积极响应国家“⼀带⼀路”倡议，探索全球重点发展区域市场，已初步完成国际经营的

⾸轮布局。

⽬前上汽的海外布局, 以硅⾕、以⾊列为全球创新中⼼；以英国为海外研发中⼼；东盟、中东、⾮
洲、欧洲、英国、南美、北美、澳新等��个核⼼区域建⽴营销及服务中⼼, 建成���个经营服务⽹点；泰
国以及印尼将成为产业⽰范园区。

上汽的发展思路是把整个海外市场分为成熟市场和新兴市场, 成熟市场以新能源⻋为载体, 启
动绿⾊的移动出⾏⽅案和⻋联⽹⽣态。欧洲这样的成熟市场, 不会再像发展中国家的新兴市场⼀样, 
进⾏传统的汽⻋经销模式。分⼏个阶段进⼊： 第⼀阶段通过分时租赁的⽅式进⼊, 投资⼀家分时租赁
公司, 可以先搜集和分析⽤⼾价值, 使⽤和消费数据, 跟国内的⻋⼚共享；第⼆阶段通过分时租赁打
品牌和新能源⻋型, 以欧洲的模式建⽴销售平台。新兴市场以泰国和印尼为代表, 以建设产业园区为
主要形式。⽬前已经成功建⽴了泰国、印尼和印度整⻋⽣产基地。

浙江吉利控股集团
吉利公司⼀直积极参与国际竞争与合作，致⼒于“出海造⻋”，⽬前已拥有��家海外⼯⼚，在俄罗

斯、乌克兰建⽴CKD/SKD⼯⼚，出⼝南⾮、埃及、叙利亚、俄罗斯、乌克兰、委内瑞拉等五⼗多个国家
和地区，创造了中国汽⻋⼯业史上⼀个辉煌的奇迹。����年，吉利汽⻋整⻋及KD出⼝遍布��多个国
家及地区，在沙特、古巴和苏丹出⼝量排名中国品牌第⼀。



⽩⽪书⼀带⼀路
THE�BELT�AND�ROAD

2019“⼀带⼀路”
商协会对话与合作年会

105-106⼀带⼀路
THE�BELT�AND�ROAD

奇瑞汽⻋股份有限公司
奇瑞汽⻋加速布局“⼀带⼀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市场，⽬前已覆盖沿线��多个国家中的��个国

家，与当地合作伙伴建⽴⻓期友好合作，����年奇瑞在“⼀带⼀路”国家的销量已占到奇瑞出⼝总量
的��%以上。

奇瑞汽⻋是最早进⼊⾦砖五国的中国汽⻋品牌，连续��年位居中国汽⻋出⼝量第⼀位，累积海
外⽤⼾已超过���万。奇瑞为⾦砖国家输出了技术，奠定了中国汽⻋在⾦砖国家的地位。奇瑞也是最
早在巴⻄、俄罗斯建⼚并且保有量最⾼的中国品牌。

截⾄����年，奇瑞已与近��家世界���强公司展开技术合作，包括德国的博世、拜⽿、法国的法
雷奥、加拿⼤的⻨格纳、韩国的汉拿伟世通、SK电讯等，合作内容涉及到了发动机技术、新材料技术、
信息技术、汽⻋电⼦、内外饰、汽⻋照明等汽⻋产业链上下游的诸多领域。

从地域来看，奇瑞汽⻋产品已覆盖全球��余个国家和地区，在海外拥有��个⽣产基地、�个海外
⼦公司和����余家经销和服务⽹点，海外市场累计销量超过���万辆，已连续��年位居中国乘⽤⻋出
⼝第⼀位。

中国兵器⼯业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兵器⼯业集团内蒙古北⽅重⼯业集团有限公司成功中标中国电建伊拉克鲁迈拉电站⾼温

管道项⽬，实现合同⾦额����余万元。这是公司继����年出口CMEC巴基斯坦吉航项⽬之后，耐热钢
⽆缝钢管再次中标海外市场，也是公司积极响应国家“⼀带⼀路”倡议，在中东地区实现⾸次出口的
业绩亮点。

����年，中国兵器⼯业集团充分利⽤国家政策优势,积极推⾏⾼层营销，P��钢管⾸次应⽤海外
燃机项⽬。�⽉，公司成功中标中国机械设备⼯程股份有限公司(CMEC)总包的巴基斯坦吉航����兆
⽡超超临界燃机电站P��四⼤管道项⽬，合同价值����万元，实现了P��厚壁⽆缝钢管的⾸次出口。
中标该项⽬，标志着公司⽣产的P��钢管正式走出国⻔，成为海外燃机项⽬领域内的合格供应商。巴
基斯坦吉航项⽬在����年建成后，将成为该国最⼤的燃⽓电⼚，每小时可发电超过���万度，相当于
���万⼾家庭⽤电总量。

“⼀带⼀路”汽⻋版图上，吉利把俄罗斯、⽩俄罗斯、乌克兰等国作为重要桥头堡，在⽩俄罗斯鲍
⾥索夫设⽴了全新⼯⼚，“⽩俄吉”⼯⼚是中国与⽩罗斯的⾸个汽⻋合资项⽬，也是⽩罗斯国内⽬前
唯⼀运营中的乘⽤⻋⽣产企业，⼯⼚规划产能达到每年�万辆，未来有望扩建到年产��万台整⻋规
模。����年��⽉，⾸台⽩俄产Geely Atlas（博越）正式下线。

潍柴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潍柴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在印度、泰国、⽩俄罗斯、俄罗斯等进⾏市场渗透，相关本⼟化⼯⼚逐渐

落地；重点开拓东南亚、南亚、中东北⾮、中北亚等四个“家⻔口市场”，布局海外市场渐显成效。
����年潍柴在印度建⼚投产，打造了公司资本输出+技术输出的本地化发展成功案例；在缅甸、埃塞
俄⽐亚等国家实现技术输出、产能合作，探索了⼀条以“技术＋品牌”输出为特点的轻资产本地化合
作模式。

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中联重科）
作为“⼀带⼀路”倡议重点受益的装备制造⻰头企业，中联重科在深耕海外市场，在意⼤利、德

国、荷兰、⽩俄罗斯、印度等�个“⼀带⼀路”沿线国家拥有⼯业园或⽣产基地，有��个海外贸易平台、
�个境外备件中⼼库，产品出⼝到��个沿线国家。这些数字背后，是中联重科以⾃⾝实践为⼯程机械
乃⾄整个中国装备制造业探索出了⼀条⾏之有效的“新型国际化道路”。

⽬前，中联重科研发中⼼、⽣产基地、市场⽹络、服务体系遍布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产品覆盖
七⼤洲���余个国家和地区，不仅如此，中联重科在全球资源配置上更是先⾏⼀步，在全球建⽴了⽴
体、纵深的“两横两纵”的全新格局。从英国的宝路捷，到德国的mtec和⽩俄罗斯的中⽩⼯业园，以及
市场占有率强劲的新兴国家，中联重科整合全球资源，出⼝优质产品，⾛出了⼀⽚新天地。

从巴⻄分⼦公司到北美研发中⼼，以及⾮洲⼤陆的分公司，在这些国家和地区，中联重科输出优

上海振华重⼯（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振华重⼯）
近年来，作为国家“⼀带⼀路”倡议的⾏业领导者之⼀，振华重⼯已将⾃研的技术⼀流，耐⽤可靠

的⼤型机械产品成功销售到全球近百个国家，⽤于沿海⼤中型港⼝的建设项⽬。⾃����年以来，振华
重⼯⼀直占据全球集装箱起重机订单排名的第⼀位。⽬前振华重⼯的产品远销全球��个国家和地
区，覆盖全球���多座港⼝，连续�� 年保持全球市场占有率第⼀（��%以上）。全球��%的货物通过海
上运输，⽽��%的港⼝都使⽤振华重⼯的港机，“ZPMC”早已成为机械制造领域当之⽆愧的全球“贸
易之臂”。

振华重⼯作为“全球之臂”，从����年成⽴起就积极“⾛出去”，已经向“⼀带⼀路” 沿线��个国家
交付了����台设备。同时，积极布局海外，相继成⽴斯⾥兰卡⼦公司、印度⼦公司等，积极参与“⼀带
⼀路”沿线建设。

����年�⽉，振华重⼯成功中标阿布扎⽐哈⾥发港⼆期⾃动化码头项⽬，该项⽬合同⾦额约�.� 

质技术、通过渠道化的管理，实现“花开全球，跳级发展”。

����年，中联重科与⽩俄罗斯知名的MAZ卡⻋集团公司成⽴合资公司，在不到�个⽉的时间⾥， 
联合研制出符合当地需求的汽⻋起重机、环卫清扫⻋、混凝⼟机械等产品，辐射中亚和俄语区。

����年，中联重科与科威特客⼾签订的��台汽⻋起重机圆满完成全部设备的发运。设备总价值
⾼达����多万元⼈⺠币，将主要⽤于科威特新建的⼤型⽯油冶炼项⽬。⽬前中联重科已在全球��多
个国家建有分⼦公司以及营销、科研机构，产品出⼝到“⼀带⼀路”沿线��个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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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科技⾏业

中国航天借助“⼀带⼀路”建设带来的发展机遇，加快推进“⼀带⼀路”空间信息⾛廊建设与应
⽤。截⾄⽬前，中国已同��个国家和�个国际组织签署了��份政府间或政府部⻔间合作协定， 涉及“⼀
带⼀路”国家��个，协定��份，与沿线国家建⽴了良好的政府和商业合作机制，中国航天在“⼀带⼀
路”的朋友圈不断扩⼤。

⽬前，在卫星通信领域，我国已基本形成固定通信⼲播、移动通信、数据中继等卫星通信技术服
务体系，已有在轨⺠（商）通信卫星��颗，转发器总数量接近���个，建成了连接南亚、⾮洲、欧洲和美
洲的卫星电信港，形成了全球化的卫星通信服务能⼒，卫星通信业务拓展⾄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
亚太九号通信卫星、⽼挝⼀号通信卫星、⽩俄罗斯通信卫星的陆续成功发射，不仅实现了中国航天向
东盟国家整星出⼝零的突破，也实现了中国航天⾸次向欧洲地区⽤⼾提供整星在轨交付服务。

在卫星遥感领域，中巴地球资源系列卫星数据已⼴泛应⽤于南美国家国⼟资源调查、林业、农业
等多个领域；在印尼、⽼挝、泰国等��个国家建成了⻛云系列卫星数据接收及分发系统，全⾯提升沿
线国家在⽓象监测、灾害防治等⽅⾯的综合能⼒；“⾼分⼆号”卫星实现亚⽶级光学遥感探测，“⾼分
三号”合成孔径雷达分辨率⾼达�⽶，我国⾃主研制的新⼀代静⽌轨道⽓象卫星⻛云四号成功发射，
北京⼆号等商业遥感卫星陆续发射并投⼊使⽤，进⼀步提升了我国遥感数据在沿线国家的覆盖及服
务能⼒。

在卫星导航领域，北⽃导航系统建设不断完善，区域服务能⼒不断提升，东盟国家等低纬度地区
定位精度达�⽶左右，与俄罗斯、印度、巴基斯坦、泰国、印尼等国家和区域组织的合作交流取得重要
进展，拟于����年左右实现“⼀带⼀路”沿线国家及地区的覆盖。

中国航天技术成果正通过⼀个个具体项⽬服务“⼀带⼀路”沿线国家。中国―东盟遥感卫星的合
作为东盟开展农业监测、灾害防测发挥了积极的作⽤。同时，由于共享服务，卫星数据还在柬埔寨的
物流管理应⽤、⽼挝的农林业精准管理、新加坡的港⼝精细管理作业⽅⾯发挥了作⽤。

上榜企业名单 总资产
（亿元）

营业收⼊
（亿元）

净利润
（亿元）

员⼯
（万⼈）

复星集团

宁波均胜电⼦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航天科⼯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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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上榜企业重要经营数据

亿美⾦，项⽬包括多台岸桥、⾃动化轨道吊、空箱吊以及固定吊，旨在全⾯建设阿布扎⽐哈⾥发港的
智慧型全⾃动化“⽆⼈码头”。

复星集团
今年复星将加⼤“⼀带⼀路”沿线国家的投资。中国的产能和基建经验在许多“⼀带⼀路”的国家

还是稀缺资源,复星今年会集中加强在“⼀带⼀路”地区的投资。去年复星旗下的南钢股份在印度尼西

⻰岩市海德馨汽⻋有限公司
海德馨是福建⼀家专业从事移动应急专⽤汽⻋研发、制造、销售为⼀体的⺠营⾼新技术企业。移

动应急专⽤汽⻋连续四年销量中国第⼀。海德馨积极响应国家“⼀带⼀路”政策，����年��⽉，应巴基
斯坦核电站基地的需求，⻰岩市海德馨汽⻋有限公司为他们制造了两辆应急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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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中国航天）
����年�⽉��⽇，尼⽇利亚⼀号通信卫星从⻄昌卫星发射中⼼成功发射，尼星项⽬是中国航天

为国外客⼾提供的第⼀个⼀揽⼦在轨交付卫星的项⽬。

����年��⽉�⽇，委内瑞拉通信卫星⼀号项⽬合同签署。����年��⽉��⽇，⻓征三号⼄运载⽕箭
成功发射委内瑞拉⼀号通信卫星。这是中委两国在航天领域的第⼀次合作。

����年��⽉��⽇，巴基斯坦�R通信卫星项⽬合同签署，中国航天⾸次向亚洲⽤⼾提供卫星在轨
交付服务。

����年�⽉��⽇，尼⽇利亚通信卫星�R卫星合同签署。����年��⽉��⽇，尼⽇利亚�R通信卫星
成功发射。����⽉�⽉�⽇，尼⽇利亚�R通信卫星顺利在轨交付尼星公司使⽤。

����年�⽉��⽇，集团公司与⽼挝科学技术署签署了《⽼挝卫星⼲播通信系统建设项⽬合同》，
该星于����年��⽉��⽇成功发射。                                                                                                       

����年��⽉��⽇，集团公司与玻利维亚宇航署签署了《玻利维亚通信卫星项⽬合同》。玻利维亚
通信卫星于����年��⽉��⽇成功发射，����年�⽉�⽇正式交付。

����年��⽉��⽇，亚太九号卫星合同签署，卫星于����年��⽉��⽇成功发射，����年�⽉��⽇该
项⽬完成在轨交付。                                                                                                                         

����年�⽉��⽇�时��分，⽩俄罗斯通信卫星⼀号成功发射。�⽉��⽇，⽩俄罗斯通信卫星⼀号完
成在轨交付。⽩俄罗斯通信卫星⼀号发射成功标志着中国整星在轨交付业务⾸次打开欧洲市场。

����年��⽉��⽇，亚太�C通信卫星在轨交付合同签署。

����年珠海航展期间，签署了全球⾼通量宽带卫星系统采购意向书和亚太�D卫星在轨交付合同。

����年��⽉��⽇，泰星采购合同签署。

����年�⽉��⽇，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所属⻓城公司与印尼PT. Palapa Satelit Nusa 
Sejahtera在印尼雅加达签署了印尼“PALAPA-N�通信卫星项⽬”合同。根据合同，⻓城公司将向⽤
⼾提供包括卫星、发射服务、地⾯系统、保险和融资⽀持在内的⼀揽⼦产品和服务，PALAPA-N�通信
卫星计划在����年上半年在轨交付客⼾使⽤。PALAPA-N�项⽬是集团公司与⽤⼾签署的第��个在
轨交付通信卫星项⽬，也是我国通信卫星⾸次在印尼宇航市场取得突破，它对促进中国航天产品进
⼀步开拓国际市场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航天科⼯集团（航天科⼯）
随着中蒙俄、新亚欧⼤陆桥、中国-中亚-⻄亚、中国-中南半岛、中巴、孟中印缅等六⼤国际合作经

济⾛廊建设逐渐落地，中国航天科⼯集团将国家“⼀带⼀路”倡议作为开展国际产业布局的重要战略
机遇和提升全球资源配置能⼒的重要⼿段，从顶层谋划国际产业布局的总体思路，着⼒推动“ ⼀带⼀
路”国际化经营重⼤专项实施，着眼于中⻓期前瞻性布局，以“⼀带⼀路”区域特征为导向，侧重⺠⽤
产业国际化经营，重点围绕境外投资及收并购、国际⼯程承包、区域营销体系、⾃营产品出⼝等⽅⾯
开展⼯作。

境外收并购开疆拓⼟。航天科⼯推动优势产业⾛向国际市场，在境外投资、境外企业收并购、区
域营销⽹络建设等⽅⾯取得了初步成效。����年，航天科⼯实现国际化经营收⼊同⽐增⻓��%。航天
科⼯跨国并购取得了初步进展，为推进⾼⽔平国际化经营奠定了良好基础。����年，成功收购了卢森
堡IEE公司，实现了在汽⻋安全传感器细分市场的全球领先。IEE公司下属�个研发和营销中⼼、�个
⼯⼚分布在卢森堡、法国、德国、斯洛伐克、美国、中国等�个国家，拥有员⼯����余⼈；����年IEE公
司斯洛伐克新⼯⼚正式投⼊运营；����年以IEE公司为载体成功收购法国ALL Circuits公司，从⽽
掌握了全球领先的电⼦制造技术、管理和制造能⼒。上述收购为集团公司获取汽⻋传感器领域竞争
优势、经略欧洲市场奠定了坚实基础。此外，合资设⽴的⽡⼒特三江公司，推动了在⼤功率液⼒⾃动

变速器及其相应零部件领域的布局。

积极推进国际⼯程承包。航天科⼯发挥资源与渠道优势，围绕信息技术和现代服务业等产业领
域开展国际⼯程承包。先后承担了⾹港⾃助通关项⽬、巴基斯坦港⼝安防项⽬以及印度尼⻄亚、⻢来
⻄亚、乌兹别克斯坦、不丹等国的电⽓⾃控、艺术制像分包项⽬。����年实现巴⻄蓝⾊亚⻢逊项⽬进
⼊短名单，签订了肯尼亚电⼒扩建项⽬、喀⻨隆污⽔处理项⽬等国际⼯程承包项⽬合同， 积极培育和
推进集团公司的国际⼯程承包业务。

加⼤⼒度建设国际区域营销⽹络。为强化新时期国际市场拓展能⼒，航天科⼯推动“�+�+N”国
际化经营平台体系建设。构建由华腾公司、深圳⼯业研究院以及境外办事处、独资公司、合资公司、授
权、代理、出⼝和战略联盟等多种形式组成的国际区域营销⽹络。强化华腾公司和深圳⼯业研究院的
主平台和主渠道职能，并明确特⾊平台在渠道建设中的专业化、特⾊化作⽤。主平台围绕其功能定
位，在⽩俄罗斯、沙特、印尼、⼟⽿其、卡塔尔等地新设了⼀批以服务外贸市场开拓与项⽹履约为主的
海外代表处，各⼆级单位和部分三级单位投资设⽴境外公司，推动⾃营产品出⼝。

宁波均胜电⼦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均胜电⼦始创于����年，前⾝是以汽⻋功能件为主业的零部件企业。����年，公司在并购

德国普瑞获得新⽣、借壳ST得亨上市后，并购⼤量海外企业，进⼀步完善公司在智能驾驶领域的布

局。通过企业创新、产品升级和多次国际并购后的协同整合，实现智能驾驶、汽⻋安全、⼯业⾃动化及

机器⼈和汽⻋功能件四⼤核⼼业务⻬头并进，初步达到全球化和转型升级的战略⽬标。

均胜电⼦坚持智能驾驶、新能源汽⻋和⼯业机器⼈三⼤战略, 同时加⼤全球化和⾼端化⼒度，不

断增强技术资本投资的规模和强度，通过收购海外优质资产来完善供应链，提⾼智能化⽣产的⽔平, 

总资产由��.��亿元攀升⾄���.��亿元。

均胜电⼦发展新能源控制系统和智能汽⻋电⼦业务, 并加⼤⼯业机器⼈投⼊, 通过海外并购构

建全产业链, 如在����年以�.��亿元收购德国机器⼈公司IMA, 在����年以�.��亿元收购德国内饰

和⽅向盘总成公司QUIN, 在����年以��.��亿元收购德国著名汽⻋导航技术公司TS和美国主被动

安全技术供应商KSS等。在此战略下, 均胜电⼦由专业化迈向多元化, 由⼀家地区性汽⻋零配件制造

商, 转变为在汽⻋电⼦、智能驾驶和新能源汽⻋领域都颇有建树的国际化企业。

亚投资建设⼀座���万吨产能的钢铁⼚。复星通过控股海外的⾦融机构,获得低成本的资⾦。⽬前复
星已经投资了美欧多家保险公司,包括美国美特宝保险公司、葡萄⽛储蓄总⾏保险公司等。复星还投
资了⼀些当地的投资平台,⽐如⽇本排名第五的独⽴地产资产管理公司IDERA和德国知名的独⽴私
⼈银⾏BHF-BANK,这些都有助于复星未来在当地发掘投资机会。

此外,复兴集团还投资了⼀些适合保险公司投资要求,有稳定回报的债券和房地产项⽬。在
����年以�亿多美元收购了纽约地标建筑第⼀⼤通曼哈顿⼴场,该项⽬⽬前的租⾦回报率⾮常有吸
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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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器制造⾏业

⽬前，我国是全球最⼤的家电制造基地，中国制造的空调占全球空调需求的��%左右；洗⾐机和
冰箱约占��%。随着国家“⼀带⼀路”倡议的实施，为我国⽩⾊家电企业“⾛出去”带来机会，进⼀步拓
展⽩⾊家电⾏业尚未饱和的海外市场，为“中国制造”向“中国品牌”的过渡提供契机。

上榜企业名单 总资产
（亿元）

营业收⼊
（亿元）

净利润
（亿元）

员⼯
（万⼈）

美的集团

海信集团有限公司

TCL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海尔智家股份有限公司

珠海格⼒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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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上榜企业重要经营数据

海尔集团
近年来，海尔集团积极响应“⼀带⼀路”倡议，在“⼀带⼀路”倡议辐射到的主要国家和地区，初步

完成三位⼀体的本⼟化布局。截⾄����年，海尔已在海外建⽴起�个⼯业园、��个制造⼯⼚，⼯⼚的布
局已经覆盖了全球除澳洲以外的�⼤洲��个国家和地区，本⼟化制造⽔平不断提升。海尔分别在德
国、美国、⽇本、新⻄兰建⽴四⼤本⼟化研发中⼼，并在全球建⽴了��个营销中⼼，�����个销售⽹
点，共覆盖���多个国家和地区，全球化布局⽇益完善；同时，除了建⽴研发中⼼， 海尔还采取并购、
合资⼊股或直接建⼚的⽅式，在“⼀带⼀路”沿线快速实现品牌的本地化，满⾜全球市场需求。

其中，海尔印度⼯业园项⽬由海尔集团投资����万美元，在印度⻢哈拉施特拉邦浦那市扩⼤冰

美的集团
截⾄����年，美的在“⼀带⼀路”沿线布局的⽣产基地有意⼤利美的Clivet合资⼯⼚、埃及美的

Miraco合资⼯⼚、⽩俄罗斯美的Horizon合资⼯⼚、印度美的开利合资⼯⼚、泰国东芝⼯⼚以及越
南美的全资⼯⼚等。截⾄⽬前，美的集团在国内有��个⽣产基地，海外则有��个⽣产基地， 基本上在
所有新兴市场，尤其是在“⼀带⼀路”沿线都有布局。

美的集团先后为俄罗斯重⼤体育赛事场馆、俄罗斯联邦安全局、����欧洲⻘年运动会、Grand 
Comfort国家建材交易中⼼、沙特国⺩路⼤厦、亚喀巴海港新城、泽塔斯电站、阿莱茵阿法亚达、
Dalma Mall、三峡第⼀发电项⽬、樟宜国际机场、⻢来⻄亚森林城市、Top Glove ⼿套⼚提供各种美
的空调产品并产⽣相关合作。

TCL集团
截⾄����年��⽉，TCL在全球拥有近����名研发⼈员，��个研发中⼼，��个⽣产基地，业务遍布

全球���多个多家和地区，包括中东、欧洲、埃及等处于“⼀带⼀路”经济沿线上的国家和地区。TCL波
兰⼯⼚是中国在波兰最⼤的制造⼯⼚，为当地经贸发展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有效提升了波兰的⼯
业⽔平。另⼀⽅⾯，依托中欧班列开通及波兰⼯⼚的枢纽价值，充分助⼒了TCL在欧洲市场的拓展。
����年上半年，TCL电视业务在欧洲销量整体同⽐增⻓了��%，成绩亮眼。����年�⽉初，TCL欧洲研
发中⼼在波兰揭牌，聚焦于⼈⼯智能前瞻性、基础性技术开发，这也是对TCL全球科技创新实⼒的重
磅升级。以TCL为代表的⼤国品牌，依托“⼀带⼀路”契机，迅速提升⾃⾝的全球化竞争实⼒，也通过
企业科技硬实⼒与品牌软实⼒切实助⼒国家“⼀带⼀路”的建设。

TCL波兰⼯⼚将中国的⼯业制造能⼒和当地进⾏本地化结合，提⾼当地⼯业⽔平。TCL波兰⼯
⼚占地⾯积��.�万平⽅⽶，⽬前拥有五条⽣产线，每年可以⽣产���万台电视。受惠于中欧班列的开
通，TCL波兰⼯⼚供货物流时间⼤⼤缩短；同时，地处欧洲重要交通枢纽，可保证TCL电视下线后三
天就能抵达欧洲全境。TCL在波兰当地设⼚，不但能够提升波兰⼯业⽔平、为⽤⼾提供多样、⾼质量
的产品，还能充分解决当地⼈群就业，提⾼员⼯发展⽔平。据统计，TCL波兰⼯⼚每年可以为当地财
政税收贡献���到����万美元。

海信集团
截⾄����年，海信集团在全球建设三⼤⽣产基地。

在北美，墨⻄哥罗萨⾥托⼯⼚是海信集团最⼤的海外⼯⼚之⼀。����年�⽉�⽇，接管⽇本夏普设
在墨⻄哥的这家⼯⼚，对原有⼯艺布局和产线进⾏了技改升级。����年，该⼚实现���万台电视机的
产出⽐����年提⾼了�倍，⼈均单⼩时产出提升了���%，有效⽀持了北美市场的供货。

在欧洲，捷克⽪尔森市有⼀家中国企业⽣产的彩电，以⾼端物超所值赢得了欧洲消费者的喜爱，
这就是成⽴于����年�⽉的海信捷克公司。

在南⾮，当地规模最⼤的现代化电视⽣产线正是海信在����年建⽴的。����年，海信集团与中
⾮基⾦共同投资建设的海信南⾮⼯业园正式投产，可年产电视、冰箱��万台。凭借功能⻬全、配套完

善的完整产业链，海信将产品和服务辐射到南部⾮洲发展共同体共��个国家。

截⾄����年�⽉，海信已在海外建有��个分公司，覆盖欧洲、美洲、⾮洲、中东、澳洲及东南亚等
地区，同时建有�个⽣产基地，在全球拥有��个研发机构，产品在���多个国家和地区销售。

⾝为“⼀带⼀路”上的实⼲派企业，海信不但投⾝于国家战略，赢得了⾃⾝发展，也为当地带来了
可观的经济和社会效益。海信墨⻄哥⼯⼚为当地提供了近千个⼯作岗位，拉动了周边⼯⼚和当地企
业的配套和采购，预计����年上缴利税可达���万美元；海信南⾮⼯业园⽤⼯���个，间接提供就业
岗位����多个。

海外征战多年，海信已经成为中国家电业海外认知度最⾼的品牌之⼀。在南⾮，海信的品牌认知
度可与⽇韩品牌媲美；在澳⼤利亚、英国等发达国家，海信的品牌认知度是中国品牌中最⾼的；���� 
年海信在南⾮电视量占有率排名第⼀，冰箱占有率排名第⼆；今年⼀季度，海信南⾮品牌销量同⽐增
⻓���.�%，品牌销售额同⽐增⻓��.�%；海信澳洲电视量占有率达��.�%，排名第⼀，海信澳洲品牌
销量同⽐增⻓��.�%，品牌销售额同⽐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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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航运物流⾏业

����年�⽉，在“⼀带⼀路”倡议以航空产业为主要内容的空中丝路建设的�年之际，我国⺠航在
“⼀带⼀路”相关航线完成旅客运输量达到�.��亿⼈次。从开通的航线情况来看，����年，国内机场直
⻜“⼀带⼀路”沿线国家航线总计���条，超过⾮“⼀带⼀路”沿线国家航线数量；����年，国内机场直
⻜“⼀带⼀路”沿线国家新增航线���条，超过⾮“⼀带⼀路”沿线国家新增航线数量接近�倍。

“⼀带⼀路”沿线国际航线的积极开通带动我国⺠航国际航线完成运输总周转量和旅客运输量
的⼤幅上升。截⾄����年�⽉⺠航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显⽰，我国⺠航国际航线完成运输总周转量达到
���.�亿吨公⾥，同⽐增⻓��.�%，⽽完成旅客运输量达到����.�万⼈次，同⽐增⻓��.�%。在“⼀带
⼀路”建设中，航空运输凭借⾼效、快捷、便利的优势，成为促进区域间全⽅位互联互通的主⼒军。如
今，各国⺠航业的互联互通，已不再仅仅局限于开通航线，更向着航空产品合作甚⾄资本合作的深度
迈进。

上榜企业名单 总资产
（亿元）

营业收⼊
（亿元）

净利润
（亿元）

员⼯
（万⼈）

海航集团有限公司

⼴东省航运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航空⼯业集团公司

顺丰速运有限公司

中国东⽅航空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邮政集团公司

NA

��

����

����.��

���.�

NA

�����.��

���

��.��

����.��

����.��

���.��

����.��

����.��

��.�

�.��

��.��

��.�

��.��

��.��

���.��

��.����

�

��.�

��

��

�.��

N/A

����年上榜企业重要经营数据
⼀直以来，格⼒积极响应国家“⾛出去”号召，坚持“先有市场、后有⼯⼚”战略导向，���� 年进⼊

巴基斯坦市场。

����年，格⼒在巴基斯坦⽣产基地建成并正式投产，年产能��万台（套），是⽬前巴基斯坦产能
规模最⼤的空调⽣产基地之⼀。经过��年发展，格⼒占据巴基斯坦空调市场上销量第⼀的位置， 
����年市场份额超过��％。

����年，格⼒中标中国⽼挝铁路项⽬Meuang Xay⾄Nam Seud段，成为唯⼀的空调供应商。中
⽼铁路是在国家“⼀带⼀路”倡议下建⽴的⼀条直接联通中国与⽼挝两国的国际铁路，是泛亚铁路中
线的重要组成部分。项⽬建成，将为中国⻄南地区经济发展注⼊新的动⼒，极⼤地带动⽼挝经济社会
发展。

����年，格⼒成功中标缅甸仰光市坎塔亚中⼼⼀期空调⼯程。

����年，采⽤格⼒新⼀代⾼效⻛冷螺杆机的NAWRAS综合体项⽬顺利通过项⽬⽅验收。“中国
制造”再次获得中东市场认可，助⼒“ ⼀带⼀路”沿线国家建设。NAWRAS综合体是集⾼端办公、⾼档
酒店及商场于⼀体的超⼤型商业综合体项⽬，总建筑⾯积�.�万平⽅⽶，总制冷负荷����冷吨，是⽬
前阿曼最⼤的商业综合体项⽬，格⼒为其提供全套暖通空调设备。

����年��⽉，格⼒成功中标位于埃塞俄⽐亚和肯尼亚两国之间的±���kV⾼压换流站项⽬。该
项⽬与巴⻄美丽⼭特⾼压直流输电⼯程同属“⼀带⼀路”沿线及延伸区域，⽽格⼒也继续通过服务这
⼀地区，助⼒⾮洲建设与发展。

箱产能，并新建洗⾐机、空调和热⽔器制造⼯⼚。项⽬于����年�⽉开始建设，⽬前基本完成内外装
修，正在进⾏设备安装和调试，预计����年底建成投产，投产后冰箱、洗⾐机、空调、热⽔器四种产品
产能分别达到���万台、���万台、���万套和���万台的年产能，使海尔印度市场的营运收⼊能够增
⻓�倍，达到���亿卢⽐，以三位⼀体的发展模式，实现冰箱、洗⾐机、空调、热⽔器产品零库存下的即
需即供。

除此之外，海尔在丝路沿线各国还提供了⼤量的就业岗位。在印度，有���多名当地员⼯；在印度
尼⻄亚，这⼀数字是����⼈；在泰国，����⼈；在越南，����⼈；在⾮洲的尼⽇利亚，���⼈；在巴基斯
坦，这⼀数字⾼达����⼈。能进⼊海尔⼯作，已是各国⼯⼈⾮常⾃豪的⼀件事情。海尔负责任的品牌
形象，获得了丝路沿线各国⼈⺠的认可。

以海尔在俄罗斯建⼚为例：中国制造业优质产能的引⼊，直接促进俄罗斯当地经济的发展， 海
尔俄罗斯⼯⼚将创造直接⼯作岗位���，间接岗位近����个。同时带去的还有海尔先进的经营管理理
念，先进的技术和⽣产设备，提升了当地配套⼯⼚的制造⽔平，填补了俄罗斯在真空发泡等技术上的
空⽩。

珠海格⼒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海航集团
⽬前海航集团旗下境内航空公司在“⼀带⼀路”沿线运营国际航线���条；����年⾄今，累计运

输旅客���余万⼈次，丰富了“⼀带⼀路”沿线重要节点的航线⽹络，为“⼀带⼀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发
展发挥了积极作⽤。

五年来，海航充分发挥航空优势，积极参与“⼀带⼀路”建设，还从三个⽅⾯努⼒构建联结中国与
沿线国家的空中⼤通道。

⼀是开通沿线国际货运航线。海航集团旗下航空货运公司在“⼀带⼀路”沿线先后累计运营过
��余条全货运航线，累计执⾏航班超过����班，运输货物量超��万吨， 构建了跨境物流通道。

⼆是布局区域航空公司。在国内，成⽴乌鲁⽊⻬航空、福州航空、北部湾航空等。在国外，布局法
国蓝鹰航空、⾮洲加纳航空，打通了“⼀带⼀路”沿线关键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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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东⽅航空集团有限公司
����年�⽉��⽇，中国东⽅航空公司MU���航班顺利降落在瑞典⾸都斯德哥尔摩阿兰达国际机

场，东航上海―斯德哥尔摩航线⾸航成功，这是东航⾸条北欧航线。

“⼀带⼀路”倡议为中国东⽅航空公司建设航线⽹络、发⼒中欧市场提供了最佳契机。上海―斯
德哥尔摩航线开通，意味着东航的中欧航线跨上了新台阶，其欧洲航点数量达到��处。

除了欧洲航点外，奥克兰、雅加达、科伦坡、⻢累、布⾥斯班��空中丝绸之路正不断延⻓。
����年，东航“⼀带⼀路”运⼒投⼊较����年增⻓了近��%，较����年增⻓了��%。东航开通的“⼀带
⼀路”航线在经过培育期后，⼤部分客座率可达到��%以上，⼀些航线客座率已经超过九成。

“⼀带⼀路”倡议提出以来，东航已经与法航、荷航、俄航等沿线伙伴企业，在上海、巴黎、阿姆斯
特丹、莫斯科分别合作推出了枢纽中转产品，旅客转机不⽤重新提取托运⾏李，不⽤重新打印登机
牌，航班彼此衔接，在始发地打印联程登机牌并直挂⾏李到最终⽬的地，⼤⼤便利了“⼀带⼀路”航线
旅客的出⾏效率，有效缩短了各国之间的空中交通时间。                                             

����年�⽉份，中国东⽅航空集团公司宣布战略投资⼊股法荷航空集团，出资�.��亿欧元持有法
荷航约��%的股权，并向法荷航委派�名董事。这开创了我国⺠航央企涉⾜资本层⾯、战略投资全球
⺠航业⼀流企业并派出⼈员进⼊董事会的先河。

顺丰速运有限公司
 “⼀带⼀路”倡议给海外物流快递业务的发展带来了多重机遇。“远交近攻”和“轻重结合” 是顺

丰的海外布局模式，即在东南亚等周边地区或华⼈⽂化基础⽐较⼴泛的地区，主要采取直营为主，收
派员、⽹点都是顺丰⾃⼰的机构和员⼯；远⼀些的地区，如欧美则采取合作的⽅式，通过⼀些代理机
构，采取市场交换的“轻资产模式”。顺丰⽬前正在国内积极建设国际物流核⼼枢纽，以便更好地满⾜

“⼀带⼀路”发展的需要。未来，在⼀些海外关键物流节点上，顺丰可能会采取与国有企业共同开发当
地的资源的⽅式，如在园区、港⼝、机场建设中与国内有效整合。此外，顺丰在美国特拉华、⽇本东京、
韩国仁川等地已设有海外仓，主要⽤于B�C业务，在爱沙尼亚和波兰分别设有东欧仓和中欧仓，负责
欧亚⽚区海外仓储派送业务。

从国内提货、专⻋运输到保税仓库、整托打包，再到报关、专机直⻜，顺丰航空为客⼾提供了⼀体
化的物流配送解决⽅案。截⾄����年，顺丰航空的⾃有航线已经通达⼤阪、河内、⾦边、达卡等国外城
市，顺丰速运的国际快递服务已经覆盖美国、欧盟、俄罗斯、⽇本、⻢来⻄亚等��个国家和地区。

⼴东省航运集团有限公司
����年�⽉�⽇，中国挪威商业峰会上，⼴东省航运集团挪威Brodrene Aa公司签署碳纤维⾼速

客船项⽬合资协议。该项⽬的⾸个成果，亚洲第⼀艘碳纤维⾼速客船“⾦珠湖”号已正式投⼊使⽤。这
艘⾼科技、新材料的新型⾼速客船以创新、绿⾊、节能、安全为理念，成功抢占了粤港澳⽔上客运市场
⾼地。“⾦珠湖”轮采⽤的是“三明治”结构的碳纤维复合材料进⾏建造，⽐同样类型的铝合⾦⾼速客
船在同等条件下节省耗油量达��%，从而⼤幅度降低船东的营运成本。

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限公司
中远海运牵头成⽴全球最⼤班轮联盟�“海洋联盟”，为“⼀带⼀路”提供服务。⽬前，中远海运

集运围绕“⼀带⼀路”沿线，共投⼊了约���艘集装箱船、���万标准箱运⼒，占集装箱总营运船队规模
的��%；涉及“⼀带⼀路”沿线的班轮航线已有���条；“⼀带⼀路”沿线的油品、⼲散货海运量每年⼤
约分别在����万吨和����万吨。

中远海运加强“⼀带⼀路”沿线⽹络布局。����年⾄����年，中远海运在东南亚、印度、欧洲、拉
美、⾮洲区域市场货量年均增⻓��%、���%、��%、���%、��%。⽬前，集团在“⼀带⼀路”沿线投资
经营港口与码头��个，遍及亚洲、东南亚、欧洲、南美和⾮洲。其中，希腊⽐雷埃夫斯港吞吐量由接管
之初的��.�万标准箱增⻓到���万标准箱，经营由亏损转为年盈利����万欧元，为当地直接创造⼯作
岗位����个，直接经济贡献�亿欧元。

越南河静钢⼚项⽬，是中国企业在海外承建的⾸个特⼤型冶⾦烧结总承包项⽬，位于越南河静
省永安经济区，为东盟⾃由贸易区内最⼤钢铁⼚。

中⻋⻓客泰国STR���项⽬，是泰国国家铁路公司有史以来签署的最⼤铁路客⻋采购合同。

⾃����年�⽉开始，中远海运特运为巴基斯坦从中国进口的C-�、C-�和K-�、K-�核电项⽬提供全
程物流服务，其中K-�、K-�采⽤“华⻰⼀号”核电技术，�号机组为“华⻰⼀号”海外⾸堆，是中国核电

“走出去”发展战略的重要举措，为“⼀带⼀路”重⼤⼯程项⽬。项⽬建成后将完全解决近����万⼈的
⽤电需求。

中远海运积极开辟中欧陆海快线。����年，中欧陆海快线完成货运量�万标准箱，同⽐增⻓
��%，客⼾数量由�家增加到���家，覆盖⾯扩⼤到�个国家����个⽹点����万⼈口。

中国航空⼯业集团有限公司（航空⼯业）
中国航空⼯业以优势产业和资本为依托，“⼀带⼀路”成果显著。从产业发展上看，“⼀带⼀路”⽇

益成为航空⼯业未来发展的战略选择和发展机遇。航空⼯业充分发挥航空产业技术密集型和资本密
集型的特点，以优势产业和资本为依托，在⻜机出⼝、航空运营、国际合作、服务保障上不断开拓，实
现中国制造⾛出去。

三是拓展航空配套产业链，加⼤在“⼀带⼀路”沿线航空产业链上下游布局，覆盖欧洲、⾮洲、南
美等多个地区，涉及航⻝、航空地服、⻜机租赁、⻜机维修等多个细分领域，服务“⼀带⼀路”沿线航空
业发展。

⼗⼋⼤以来，航空⼯业国际业务快速发展，国际影响⼒逐步提升，管理⽔平不断提⾼。����年⾄
����年期间国际业务收⼊年均增幅达��.�%。����年航空⼯业实现国际化收⼊���亿元，占航空⼯
业全年总收⼊的��%，同⽐增⻓��.�%；海外资产超过����亿元；初步构建了境外投资管理、财务管
理、⻛险管理、⼈⼒资源管理等国际业务管理体系，境外机构布局进⼀步完善，已在全球��个国家和
地区设⽴了���家境外机构，海外雇员近�万⼈。航空⼯业在“⼀带⼀路”上的布局不断完善，⽬前在

“⼀带⼀路”沿线国家中的��各国家设有代表处，在��个国家开展业务和项⽬，执⾏和在谈的各类贸
易、投资、⼯程等项⽬超过���个，总⾦额超过���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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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融⾏业
“⼀带⼀路”为我国传统⾦融业发展提供了⼀定契机，使得我国券商等⾦融机构有了进⼀步开拓

新市场的条件，有利于发展国际债券市场。⽽各⼤银⾏在“⼀带⼀路”倡议下，其⾃⾝发展空间也进⼀
步得到提升，由于贸易合作国的合作⽅式、币种和国别的变化，促使银⾏业将对固有业务产品进⾏改
进和优化，提升服务能⼒，更好地适应这些变化。当传统融资市场不能博弈银⾏监管限制时，将催⽣
银⾏业在新兴市场的合作发展，如：资产证券化、资产托管、银证合作、银保合作和银期合作等。与此
同时，各银⾏逐步推⾏的跨境⾦融服务等软件，利⽤国际⾦融市场差异化进⼀步加速了⼈⺠币和外
币的相互流通，使资本能够得到有效的配置。银⾏在“⼀带⼀路”沿线的扩张， 也为其他产业提供了⼀
定的融资或筹资平台。

“⼀带⼀路”对保险业务的发展也较为明显。因市场⻛险、外汇⻛险、国际政治⻛险等多种⻛险的
产⽣，使得保险业在当前有着极⾼的市场需求度，⽽保险作为市场化⻛险管理与资⾦融通机制，切实
为我国各种企业起到⼀定的保障作⽤。随着“⼀带⼀路”的深⼊，⾦融⽀持⼒度会越发明显，因此，加
强提倡保险业与银⾏业共同合作，构建稳固的融资平台，有助于我国⾦融业能够实现机制上的全⾯
完善和提升。

“⼀带⼀路”使我国⼈⺠币国际化进程不断加快，其在流动和清算、⽀付、外汇交易、投融资便利、
⻛险管理平台等⽅⾯都有着极⼤进展。“⼀带⼀路”推进的过程中，我国基础建筑设施和贸易发展迅
速。很多部分区域当地市场在计价和⽀付过程中对⼈⺠币的使⽤频率逐渐加⼤，这也使得⼈⺠币离
岸市场成为可能，在“⼀带⼀路”倡议下，推动⼈⺠币在更多区域使⽤，最终达到⼈⺠币国际化的⽬的。

上榜企业名单 总资产
（亿元）

营业收⼊
（亿元）

净利润
（亿元）

员⼯
（万⼈）

中国银⾏

陆家嘴国泰⼈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暂⽆资料）

交通银⾏

中国建设银⾏

中国农业银⾏

中国⼯商银⾏

国家开发银⾏

招商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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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上榜企业重要经营数据

中国邮政集团公司
中国邮政已建设邮政跨境电商仓储和产业园���个，在美国、英国、澳⼤利亚、⽇本等国家和地区

建设有��个海外仓。

⾃“⼀带⼀路”倡议提出以来，中国邮政积极融⼊“⼀带⼀路”建设，服务“⼀带⼀路”发展的需
求。⽬前，中国邮政轻⼩件寄递范围覆盖���多个国家和地区，中国出⼝跨境电商业务量��%以上的
⼩包裹通过中国邮政渠道发往海外，邮政渠道成为⽀撑我国出⼝跨境电商的物流主渠道。

中国邮政通过全⽅位综合⾦融服务，⽀持沿线交通建设。截⾄����年��⽉，仅通过专项融资业
务，邮储银⾏就对⻄部地区的铁路、公路、电⽹、⽔利、农业等重点项⽬累计投放����多亿元， 并为中
国铁路总公司提供����多亿元资⾦，⽀持国内重⼤铁路及“⼀带⼀路”跨境⾼铁⽹建设，推动“⼀带⼀
路”沿线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在巴基斯坦、印度等“⼀带⼀路”沿线国家将重点推进��余个重⼤项⽬，
涉及交通、建筑、电⼒等基础设施建设项⽬。

丰富跨境邮政产品，融⼊跨境电商产业链。根据跨境电商市场需求，中国邮政不断完善和设计新
的物流产品，既有满⾜中低端轻⼩件业务需求的国际⼩包、e邮宝等产品，也有服务中⾼端市场的国
际EMS、服务中⾼重量段的国际包裹等产品，还有中速快件、e速宝等产品可为客⼾提供商业渠道服
务，都极⼤地提升了“⼀带⼀路”沿线的快递物流服务能⼒。

跨境电商产业园是电商企业的“加油站”。中国邮政积极参与建设跨境电商产业园，在园区内打
造以邮政为主体的综合服务体系， 通过“筑巢引凤”的⽅式，为园区内跨境电商企业提供仓储清关、物
流寄递、专业培训、信息技术、⾦融⽀撑等跨境电商专业化⼀站式综合服务。

中国银⾏
⾃����年⾄����年四季度，中⾏在“⼀带⼀路”沿线国家实现包括公司贷款和贸易融资在内的

各类授信⽀持逾����亿美元，其中����年实现授信新投放逾���亿美元。截⽌����年底,中⾏“⼀带
⼀路”重⼤项⽬库累计跟进“⼀带⼀路”区域重点项⽬逾���个。

Canakkale⼤桥项⽬是⼟耳其建国���周年的献礼⼯程，拟在建国���年（����年）时开通，是⼟
耳其政府主导的⼤型基础设施类项⽬，该项⽬的建成有助于改善当地基础设施，有⼒促进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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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银⾏
近年来，⼯商银⾏建⽴了覆盖“⼀带⼀路”沿线国家的经营⽹络，依托国际化和本⼟化经营优势，

为“⼀带⼀路”建设提供全⽅位⾦融服务。同时，⼯商银⾏还积极推动建⽴“⼀带⼀路”沿线银⾏的常
态化合作机制，加强与国际同⾏以及与当地银⾏之间的合作，不断提升对“⼀带⼀路”的服务效率。

截⾄����年�⽉，⼯商银⾏已累计⽀持“⼀带⼀路”沿线项⽬���个，承贷⾦额���亿美元，同时还
拥有����亿美元的项⽬储备。⼯商银⾏将为“⼀带⼀路”提供⻓期、可持续的综合化⾦融⽀持，成为中
外企业参与“⼀带⼀路”建设的重要⾦融合作伙伴。

招商银⾏
招商银⾏从����年开始海外布局，⽬前在全球主要⾦融市场均设有分⾏，并且旗下全资⼦公

司，招银国际和招银租赁在境外投⾏和跨境租赁领域具有丰富经验。同时，招商银⾏与全球近����家
银⾏、国际发展⾦融机构、信⽤保险机构等建⽴了⻓期合作关系，拥有在���余个国家服务的经验，对
国际市场商业环境、政治环境以及⾏业规则积累了深刻的认识。“⾛出去”企业在保函、⽆追索权应收
账款融资、出⼝买⽅信贷融资、跨境租赁融资、跨境并购融资、境外发债、境外银团等⽅⾯需求巨⼤。
截⾄⽬前，招⾏银⾏共服务“⼀带⼀路”客⼾����家，累计提供各种形式的融资⽀持逾����亿元。

国家开发银⾏
����年，国家开发银⾏积极配合⾸届“⼀带⼀路”国际合作⾼峰论坛，推动�⼤项、��项具体成果

纳⼊⾼峰论坛成果清单。积极落实����亿元等值⼈⺠币专项贷款，已完成���亿元等值⼈⺠币贷款的
评审承诺，有⼒⽀持了⼀批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国际产能合作的重⼤项⽬建设；加⼤对“⼀带⼀路”重
点区域、重点领域和重点⾏业的融资⽀持⼒度，全年发放“⼀带⼀路”相关贷款���亿美元；拓宽“⼀带
⼀路”建设资⾦来源，发⾏“⼀带⼀路”专项债�.�亿美元加⼤⾦融产品和服务创新⼒度；充分发挥国
开⾦融、国开证券、国银租赁等专业化⼦公司，以及中⾮、中法、中阿(联酋) 等对外合作基⾦的综合⾦
融服务能⼒ 。开发银⾏江⻄分⾏积极⽀持赞⽐亚建材⼯业园建设，为该项⽬提供�.��亿美元融资。推
动中国与哈萨克斯坦产能合作，设⽴���亿美元中哈产能合作专项贷款。

中国农业银⾏
农业银⾏围绕国家粮⻝安全战略，将⽀持农业“走出去”作为发展重点和国际化经营重要⽅向，

为涉农“走出去”企业提供跨境⾦融综合服务。如：⽀持培育具有竞争⼒的国际粮商，为中粮集团收购
来宝农业和荷兰尼德拉公司提供融资⽀持，并协助其完成海外增资和跨境汇款，保障跨境收购交易
按时完成；⽀持国内农业产业化⻰头企业推动全球产业链和贸易⽹络布局， 如为新希望集团、上海梅
林正⼴等知名⻰头企业收购国际农业项⽬建⽴海外⽣产加⼯和运输基地等提供综合性⾦融服务；⽀
持“⼀带⼀路”国家农业综合开发项⽬，如向塔吉克斯坦⾦⾕农业建设现代农业种植推⼴与产业园区
⼆期项⽬发放贷款，该笔贷款成为农业银⾏对境外主体直接发放的⾸笔⼈⺠币项⽬贷款。����-
����年，农业银⾏累计办理���个国家（地区） 的项⽬贷款、保函、境外发债等“走出去”业务���亿美
元，涉及“⼀带⼀路”沿线国家��个。重点⽀持了哈电国际迪拜哈翔清洁燃煤电站项⽬、华能如意巴基
斯坦燃煤电站、⼴西北部湾港务中⻢关丹产业园联合钢铁等“⼀带⼀路”沿线国家重⼤项⽬实施。

建设银⾏
截⾄����年末，建⾏海外机构覆盖中国⾹港、新加坡、德国、南⾮、⽇本、韩国、美国、英国、越南、

澳⼤利亚、俄罗斯、迪拜、台湾、卢森堡、澳⻔、新⻄兰、加拿⼤、法国、荷兰、⻄班⽛、意⼤利、瑞⼠、巴
⻄、开曼、爱尔兰、智利、印尼、⻢来⻄亚、波兰共��个国家和地区。建⾏全资拥有建⾏亚洲、建⾏伦敦、
建⾏俄罗斯、建⾏欧洲、建⾏新⻄兰、建⾏巴⻄、建⾏⻢来⻄亚等经营性⼦公司，并拥有建⾏印尼
��%的股权。����年，海外机构实现净利润��.��亿元，同⽐增幅��.��%。

交通银⾏
⾃����年以来，交⾏对接“⼀带⼀路”倡议，从境内和境外双轮驱动，发挥⾦融资源引导作⽤，取

得了实效。在境内，截⾄����年末，交⾏已向境内逾千个“⼀带⼀路”项⽬累计投放贷款超过近
����亿元⼈⺠币。投放⾦额占⽐排在前列的⾏业分别为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利、环境和公共
设施管理业以及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在境外，通过内保外贷、海外银团、双边贷款等⽅式，为客⼾提供
综合⾦融服务，����年向��个重点项⽬提供信贷⽀持，⽀持客⼾当地业务发展。

截⾄����年末，交⾏已在全球��个国家和地区设⽴了��家机构（ 包括分 /⼦⾏��家、代表处�家），
较�年前增加�家；境外营业⽹点达到��个，全球布局基本成型。����年，境外银⾏机构实现净利润折
合⼈⺠币约��.��亿元，境外净利润占⽐�.��%，较�年前提⾼�.��个百分点；境外银⾏机构资产总额
达����.��亿元，占集团资产总额⽐重为��.��%， 较�年前提⾼�.��个百分点。交⾏全球化的布局为
服务“⼀带⼀路”沿线国家、⽀持中国企业“走出去”提供了便捷的⽹络。����年，交通银⾏加⼊⾹港⾦
融管理局牵头成⽴的基建融资促进办公室（ IFFO），拓展“⼀带⼀路”国家基建融资业务。

截⾄����年�⽉末，交⾏与“⼀带⼀路”沿线��个国家的���家银⾏建⽴了代理⾏关系，在其中
�个国家的银⾏开⽴了其本币账⼾（包括：越南盾、泰国铢、新加坡元、⻢来西亚林吉特、波兰兹罗提、
匈⽛利福林、阿联酋迪拉姆、沙特⾥亚尔账⼾），为��个国家的��家银⾏开⽴了跨境⼈⺠币往来账⼾。

该项⽬吸引了包括德意志银⾏、ING、渣打、法外贸等来⾃��个国家的��多家银⾏共同参与，中国银
⾏为牵头⾏。

迪拜���MW光热光伏电站项⽬是全球迄今为⽌规模最⼤的光能发电综合体，光热发电量将达
到���MW，将是全球迄今为⽌规模最⼤的光热电站。中国银⾏通过参与股本⾦搭桥贷款(EBL)及⾼
级债银团为本项⽬提供⾦融⽀持。该项⽬带动了中国投资走出来，并为中资企业参与⾼技术新能源
发电领域提供了宝贵的机会，具有重⼤战略意义。

����年�⽉，安能集团通过ENEL Green Power(安能集团在巴西的⼦公司，简称“安能绿⾊能
源”），在巴西政府组织的第七次储备能源计划第⼆轮太阳能电站招标中（总招标容量���兆⽡）。中国
银⾏牵头提供出口信贷融资⽀持，为项⽬推进提供了有效的⾦融保障。该项⽬为第三⽅市场开发的
⼜⼀成功案例。

陆家嘴国泰⼈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
国泰⼈寿⾃����年在上海设⽴⼤陆总部后，已经先后在江苏和福建开设分公司；⾃“⼀带⼀路”

倡议提出以来，国泰⼈寿在⼤陆的扩张策略主要是⽴⾜沿海，再放眼全国，逐渐向北边和中西部渗
透，初期服务对象仍以台商为主，台资企业占了客⼾构成的七⼋成；中⻓期会逐渐渗透⼤陆本地客
⼾。另外，国泰产险也在等待保监会放开交强险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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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业

得益于“⼀带⼀路”倡议的不断推进，我国农业产品、⽂化服务、游戏产品等也得到前所未有的机会。

����年中央⼀号⽂件发布加强“⼀带⼀路”农业国际合作。早在����年，中国政府和盖茨基⾦会
资助、中国农科院牵头实施了“绿⾊超级稻”项⽬。共有���多名来⾃育种、基因⼯程、栽培、植保等领
域的科学家，历经��余年努⼒，在东南亚和⾮洲��个国家，通过基因测序、育种研究和栽培管理技术
研发，在亚⾮国家实现了��多个“⾼产、⾼效、⽣态、安全”的“绿⾊超级稻”品种的审定通过和推⼲。在
菲律宾，超级稻品种⽐⾮超级稻品种每公顷平均增产约⼀吨，农⺠增收���多美元；在孟加拉，新推⼲
的品种⽐地⽅当家品种平均增产��%，农⺠每公顷增收���多美元。

����年我国⽂化产品和服务进出⼝总额����.�亿美元，同⽐增⻓��.�%；与“⼀带⼀路”沿线国
家进出⼝额达���.�亿美元，增⻓��.�%，占⽐��.�%，同⽐提⾼�.�个百分点。北京、上海、深圳建⽴国
家对外⽂化贸易基地，打造“⼀带⼀路”⽂化贸易枢纽平台，推动中国⽂化产品和服务加速“⾛出去”。
⽂化贸易已经成为推进“⼀带⼀路”建设的重要增⻓点，未来还有着强⼤的发展后劲。

随着国内游戏市场逐渐⾛向成熟，越来越多的游戏⼚商将⽬光转向海外，⽴⾜国内、放眼国际已
经成为国内不少游戏企业的共同选择，且中国游戏⼚商在出海过程中，也是不断攻城掠地，成效斐然。

光明集团

上榜企业名单 总资产
（亿元）

营业收⼊
（亿元）

净利润
（亿元）

员⼯
（万⼈）

光明⻝品（集团）有限公司

⼴东粤海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东如意科技集团

万洲国际有限公司

中粮集团有限公司

四川发展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雅⼽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易公司

中国电影集团公司

北京智明星通科技有限公司

福耀玻璃⼯业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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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上榜企业重要经营数据

中粮集团
����年�⽉，中粮国际将总部迁⾄瑞⼠⽇内⽡。整合后的中粮国际业务涵盖⾕物、油籽、糖、棉花

等产品线，资产和业务覆盖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在全球拥有粮油糖加⼯设施��处，年加⼯能⼒
����万吨；��处内陆仓储，静态库容���万吨；��个持股码头，年中转能⼒����万吨。 中粮国际植根中
国市场，创造出全球供应链与中国需求相结合的特有商业模式。以稳定超过����万吨的国内采购量
为⽀撑，通过掌控全球主要产粮国的关键仓储物流节点，在南美、东欧等优势产区掌控粮源；通过整
合贸易体系，将国内需求与国际粮源及全球粮⻝贸易⽹络相结合，基本形成了连接�⼤洲的贸易渠
道，海外粮油经营量超过�亿吨，约占全球贸易量的��%。中粮集团通过全球布局，已经在南北美洲、
澳⼤利亚等世界粮⻝核⼼产区建设了仓储、码头、物流设施等⼀批战略资源。“⼀带⼀路”倡议提出
后，中粮集团的国际经营战略更加关注在⿊海地区、中亚地区和南亚地区进⾏贸易和投资，加速在中
亚、远东及⿊海建设仓储物流设施，在东南亚地区建设农产品加⼯设施，推动“ ⼀带⼀路”农业经贸交
流和产业协同发展。

截⾄⽬前，光明在“⼀带⼀路”的业务量已经达到��%左右，国际化的能⼒进⼀步加强，业务范围
涵盖了光明的⻝品核⼼业务，包括橄榄油、乳制品、⽜⽺⾁、品牌渠道、集成业务等。光明已经在意⼤
利、新⻄兰、澳⼤利亚、以⾊列、法国、⻄班⽛、斐济等“⼀带⼀路”国家和其他国家进⼝⻝品及农产品。

⼴东粤海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东粤海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是⼴东省省属国有独资企业，总资产超过���亿元，是⼴东驻港“窗

口”企业和境外资产规模最⼤的国企。

����年�⽉��⽇，国家开发银⾏到访粤海集团，双⽅签订战略合作协议。粤海集团希望国开⾏在
集团打造国际化国有资本投资公司和参与“⼀带⼀路”和粤港澳⼤湾区建设中继续给予⼤⼒⽀持。双
⽅在“⼀带⼀路”建设、粤港澳⼤湾区建设过程中进⼀步加⼤合作⼒度，强化对接。

⼭东如意科技集团
⾃����年起，如意集团开始沿着纺织产业链的前后端实施并购，⽬前在⽇本、澳⼤利亚、新西

兰、英国、德国、法国等��多个国家拥有��多个海外⼦公司。其并购案例应该说在“走出去”企业中是
⽐较成功的，其中并购规模最⼤的是法国SMCP集团价值��亿欧元，其次是澳⼤利亚卡⽐棉⽥和伦
普利⽺毛公司。

如意集团是⾸批沿“⼀带⼀路”经济带发展的先⾏者。⾃����年开始如意就超前决策，抢抓机遇，
启动在宁夏、新疆、巴基斯坦等政策密集和低成本地区新建智能制造项⽬，形成“优质原料+智能制造
+互联⽹”的全产业链创新经营模式和盈利模式，超前成功实施产业转型升级。如今这些项⽬已陆续
建成投产达产，宁夏、新疆纺织项⽬与内地同⾏业相⽐，每年可以产⽣成本节约带来的利润�亿元。同
时，在巴基斯坦与华能集团合资建设的�*���MW燃煤电站项⽬，被列⼊“中巴经济走廊”第⼀批优先
实施项⽬。

万洲国际有限公司
万洲国际是全球最⼤的猪⾁⻝品企业，市场份额在中国、美国和欧洲国家均排名第⼀。万洲国际

拥有众多备受信赖的著名品牌，并在猪⾁产业链的所有关键环节，包括⾁制品、⽣鲜猪⾁和⽣猪养
殖，均占据全球⾸位。万洲国际透过亚洲最⼤的动物蛋⽩公司�河南双汇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及美国最⼤的猪⾁企业�史密斯菲尔德(Smithfield)运营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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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发展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四川发展（控股）有限责任公司（简称“四川发展”）成⽴于����年�⽉，注册资本暂为���亿元⼈

⺠币，总资产逾����亿元；被誉为四川省省级综合性产业投融资平台的“航⺟”，现由四川省⼈⺠政府
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直接监管，公司作为⼀个纯粹的投融资平台，持有��家⼤型国有企业的股
权。“四川发展”公司主要任务是，运⽤现代经营管理理念，进⾏股权投资和资产经营管理，引领各类
资⾦投向对四川经济社会发展具有战略意义的领域，推动重⼤项⽬建设。四川作为“⼀带⼀路”重要
节点省份，这⼀航⺟级别的投融资平台，将会在推进相关项⽬进展中展现出巨⼤潜⼒。

雅⼽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雅⼽尔服装品牌从宁波出发，沿着“⼀带⼀路”倡议往北、往西，⼀直走到东南亚、中亚、西亚、欧

洲等地国家营销，并与“⼀带⼀路”沿线国家企业开展⼴泛合作。把欧洲企业⽣产的⾼端⾯料引进中
国，加⼯成⾐后再开拓国内国际市场，形成⼀个新的循环，诠释“新丝路”的内涵与活⼒。

雅⼽尔除了在越南、柬埔寨、斯⾥兰卡、菲律宾等国家布局外，还将埃塞俄⽐亚等地设⽴⽣产基
地。在国际市场有所作为受到尊重是中国梦；而从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宁波，来到海上丝绸之路
的终点�科莫湖，就是为了实现世界梦。

福耀玻璃⼯业集团有限公司
福耀玻璃俄罗斯有限公司是中国福耀集团在俄罗斯成⽴的玻璃⽣产⼚，新⼚总投资达�亿美元。

⼯⼚⼀期建设已经竣⼯，完全建成后，公司年产能将达���万套汽⻋玻璃。

北京智明星通科技有限公司（智明星通）
智明星通作为国内出海的头部⼚商之⼀，����年的出海成绩依旧傲然，《列王的纷争》是���� 年

全年综合收⼊最⾼的出海⼿游，⽉平均流⽔达�.��亿，此外旗下⼿游《Love Nikki》也取得了相当不
错的成绩。在Sensor Tower发布的����年⼿游出海的��⼤中国⼚商中，智明星通居于⾸位。

⽹易
����年Q�⾄Q�，⽹易游戏净收⼊已达���.��亿⼈⺠币，相⽐����年有⼤幅度上扬。其中《⼤话

⻄游》《倩⼥幽魂》《梦幻⻄游》等重磅IP⼿游依旧坚挺，����年现象级⼿游《阴阳师》也依旧保持着优
异的成绩。此外����年⽹易游戏还推出了《镇魔曲》⼿游、《率⼟之滨》、《光明⼤陆》等多款精品⼿游，
代理了国际沙盒⼤作《我的世界》；⽽⽹易的吃鸡⼿游《荒野⾏动》及《终结者�：审判⽇》更是在全球取
得了⾮常优异的成绩，登顶过⽇本及美国App Store免费榜，是海外市场成绩最好的吃鸡⼿游。

中国电影集团公司
作为国家新闻出版⼲电总局授权唯⼀承担境外影⽚进⼝业务的公司，中影集团坚持将社会效益

放在⾸位。围绕国家整体外交政策，围绕对外开放总格局，围绕“⼀带⼀路”，围绕不同国家⺠族⽂化
交流，坚持在遵循WTO承诺的前提下，做好多国别、多样式的电影引进⼯作，推动⽂化交流，丰富中
国电影市场。增加国别和重要电影节展获奖电影引进⼯作。

为配合“⼀带⼀路”建设，加强和丝路国家的⽂化交流，中影集团先后组团出访俄罗斯、南⾮、哈
萨克斯坦、伊朗、印度开展业务⼯作，先后在哈萨克斯坦、⻢达加斯加、津巴布⻙及埃塞俄⽐亚等国举
⾏中国电影展，在国际上取得了良好反响。此外，中影集团还积极拓展中国电影国际交流与合作，所
属合拍公司参加多项国际电影论坛和电影节活动，并在“北京国际电影节”“丝绸之路电影节”“⾦砖
电影节”等国内重⼤电影节中，配合国家电影外交战略举办论坛活动，协助推进��个国家政府间电影
合拍协议的签署。



美好商业品牌创设已逾三年，关注商业背后的话题、商业创新、社会创新，更关注企业背后的社
会责任及企业可持续发展，希冀以媒体的⼒量，推动未来商业可持续、社会良性发展，致敬商业⽂明
和商业创新！

产品化思路、项⽬制运营，美好商业整合内外资源，为项⽬创新探索前进之路，为每经“品牌矩
阵”的不断升华完善贡献⼒量。

第⼀次采取项⽬下设专⻔研究中⼼的模式，整合专职采编⼒量，提供有针对性的内容策划与采
访报道，引导舆论。

美好商业项⽬的⽴项、策划、研发、整合传播的过程，就是融媒体时代内容表达⽅法、经营推⼴模
式、技术迭代⼿段不断试错的过程。

美好商业项⽬的探索与实践表明，融媒体创新的任务是艰巨的，但⽬标是明确的，就是推陈出
新、不断求变。

这份《“⼀带⼀路”中国企业���强在地贡献研究报告（榜单）》是美好商业跟踪中国国际化企业
“⼀带⼀路”社会责任的第⼀季。第⼆季，即将到来……

美好商业官⽹：
http://goodbusiness.nbd.com.cn/

-扫码进⼊美好商业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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