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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 25日下午，国务院总理李
克强在中南海会见东盟十国经贸部

长访华团。李克强对东盟经贸部长

从中国南方乘高铁来到北京表示赞

赏，同时也鼓励中国企业赴东盟投

资铁路等基础设施。

在经历了“7·23动车事故”蛰伏
两年之后，中国高铁迎来了新的发展

局面。这一次，推动者是国家领导人。

此前，我国新一届政府高层在

出访东南亚期间曾屡次提及加强高

铁方面的合作，并频频向外国领导

人推销中国高铁。这是继中俄“贷款

换石油”、中蒙“以工程换资源”之

后，中国政府推行的“高铁外交”新

模式，即将掀起新一轮高铁跨国营

销的热潮。

国家领导人密集推动
“高铁外交”频现

10月 4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
同马来西亚总理纳吉布会谈时表

示，中方鼓励中国企业参与吉隆坡

至新加坡高铁建设；两天之后，习近

平在会见泰国总理英拉时也强调，

高铁和水利设施建设关乎地区互联

互通和泰国的国计民生，应该作为

合作中的重中之重来推动，使其成

为中泰友好的标志性工程。

紧接着，10月 12日，在曼谷访
问的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与英拉共同

参观中国高铁展时，向其介绍了中

国高铁的建设成就和竞争优势，并

希望中泰加强铁路合作；10 月 17
日，李克强在北京同澳大利亚总督

布赖斯会见时表示，中国高铁技术

先进，安全可靠，具有成本优势，希

望双方就此探讨开展合作。

李克强总理在两天的时间里共

三次表达希望与泰国进行高铁合作

的意愿，泰国总理会见时还签订了

合作项目备忘录。中方有意参与廊

开至帕栖高铁系统项目建设，以泰

国农产品抵偿部分项目费用。这被

外界形象地形容为“大米换高铁”。

对于上述现象，首都经贸大学

教授丁冰告诉《中国企业报》记者，

“领导人亲自‘推销’中国高铁，这是

中国高铁行业在海外市场的重要突

破，中国企业未来有望进一步打开

东南亚等地的海外市场。”

对于中国高铁行业看好的不在

少数。《中国企业报》记者在瑞银证

券行业分析师饶呈方的行业报告中

看到，“我们认为铁路设备行业最艰

难的时候已经过去，从今年下半年

到明年将恢复增长。”

市场的燥热反应即是最好的证

明。10月 14日，以高铁为代表的中

游机械制造类板块异军突起，提升

了金融市场人气。对此，丁冰认为，

“中国高铁行业经过多年‘卧薪尝

胆’般的苦练内功，终于将迎来春

天。”

中国高铁海外加速
或辐射欧美市场

在国家主席习近平参加 APEC
峰会期间以及李克强总理访问泰国

前期，中国早就与各国签订了一系

列高铁产业合作协议。

据《中国企业报》记者了解，10
月 2 日，习主席会见印尼总统，两国
签署 200 亿美元投资合作协议，包
括投资 15 亿美元参与雅加达 30 公
里单轨铁路建设；10 月 4 日，习主

席会见马来西亚总理，设定 2017 年
1600 亿美元的双边贸易额目标，并
鼓励中国企业参与马来西亚北部发

展和吉隆坡至新加坡的高铁建设。

事实上，东南亚市场的大门早

已向中央企业开启。以中国南车为

例，东南亚国家铁路部门是中国南

车重要合作伙伴，出口泰国轨道交

通产品的同时，中国南车还向新加

坡出口城轨地铁，向马来西亚出口

了城际动车组、城轨地铁以及水泥

罐车项目，向越南出口内燃机车、矿

粉车等众多项目。

目前，中国南车已经在马来西

亚建立了生产制造基地以及产品售

后维保基地，并辐射东南亚地区，由

产品出口向“产品+服务”转变，全面
服务东南亚客户。

10月 25日，中国北车发布消息

称，其为阿根廷提供的宽轨铁路列

车近日投入正式运营，运营区间为

奥斯至布拉加多市，行程 218公里。
这也是我国出口阿根廷的首个铁路

提速客运线列车项目。

10月 28日，中国南车发布消息
称，日前再次签约印度新德里古尔

冈南延线 21节地铁车辆，这也是继
孟买一号线、新德里古尔冈线两个

项目后，中国南车获得的第三个印

度地铁项目。

有研究报告显示，国外建设高

铁每公里成本为 0.5亿美元，而中国
只有 0.33亿美元。为什么成本有如
此大的落差？对于众多人的疑问，中

国南车集团公司企业文化部处长李

敏解答说，“按照武广高铁每公里建

造成本不到 1 亿元人民币，0.33 亿
美元，似乎是按照京沪高铁的建造

成本算的。”

无疑，成本相对优惠已然成为

东南亚市场青睐中国高铁的优势之

一。而高层在东盟推行的新一波“高

铁外交”也再一次肯定了中国高铁

成熟的先进技术和完备的运营经

验。丁冰认为，“中国高铁已得天时、

地利、人和三大优势，顺势将辐射欧

美市场。”

南北车乘风出海
走出行业阴霾

高铁输出海外，对于正在进行

市场化改革的铁路总公司来说意义

重大。在国家高层密集“推销”高铁

之际，中国铁路总公司的官方网站

也在近日低调“复出”。

从今年 3月铁道部被一分为三
之后，原铁道部相关的官方网站一

直销声匿迹。据业内人士估计，铁总

选择此时推出官网也是为未来的高

铁走出去提供信息和交流的平台。

除了铁路总公司之外，受影响

最大的恐怕要属国内与铁路相关的

企业。比如中国南车、中国北车这两

家具有中国高铁行业擂主地位的央

企，将在高铁出海大潮中分一杯羹。

“这几天来，国内外媒体都在关

注中国南车，我已回答了很多记者

的提问。”10月 16日，李敏告诉《中
国企业报》记者。李敏说，“李克强总

理向泰国推荐中国南车，我们非常

高兴，这间接说明我们企业有过硬

的产品和良好的形象，在行业领域

内有深厚的认可度，才能得到总理

推荐。”

此外，据李敏透露，中国南车与

泰国国家科技研究院共同发起，拟

成立中泰联合高铁技术研究中心，

“在中泰两国科技部门的推动下，目

前工作进展顺利。”

《中国企业报》记者在采访中获

悉，中泰联合高铁研究中心的建设

内容包括高铁技术研发、测试认证、

实验和仿真能力、技术人员培训等。

“中国高铁技术过关、成本占

优，为高铁技术持续输出提供可

能。”兴业证券铁路设备行业分析师

王俊说，“经过技术引进和多年的消

化吸收、再创新，国产率基本达到

70%以上，在目前全球化分工协作
生产的背景下，中国高铁具有出口

的实力。”

事实上，中国轨道交通装备企

业是泰国铁路市场的重要供应商，

此前中国南车先后向泰国出口过机

车、货车等产品，而中国北车也出口

过地铁产品。

对于新一轮央企跨国经营热

潮，瑞银证券行业分析师饶呈方认

为，中国南北车将迎来进一步的发

展。“我们看好南车下半年的业绩反

弹，其在今年第一次设备招标中略

占优势，并为后续招标储备了新产

品。同时，我也继续看好北车在核心

技术领域的突破和毛利率提升。”

中国高铁蛰伏两年再出海

绵延雄壮的雪山、一望无垠的

高原草甸，见证着沧海桑田，铺展开

原始的画卷；奔腾咆哮的布哈河、巴

音河百折不回，从古洪荒倾泻而来，

奔涌着新生的渴望和追求；蔚蓝浩

瀚的青海湖，碧波万顷、水天一色，

百鸟翔集，滋养着柴达木这片古老

苍凉而又厚重神秘的土地。

在这片广袤的大地上，义煤集

团青海义海能源有限责任公司（以

下简称义海公司）经过十年的蜕变

发展，由年产 8.24万吨的小煤窑发
展成为最高年生产能力突破 600万
吨的煤炭企业。年总产值由当初的

605万元提升到 35亿元，年上缴税
费由原来的 14.4万元，提升到 8.1亿
元，连续三年成为青海省的纳税支

柱企业。注册资金由过去的 943万
元提升到 2.1亿元，固定资产总值由
最初的 477.29 万元提升到现在的
9.01亿元。品牌价值最高达到 12.18
亿元，名列青海省 50强第 18位。

“筑巢引凤”海西舞

义海公司董事长马树声在义海

能源十周年座谈会上说：“义海能取

得今天的成就离不开青海省、海西

州的正确领导。如果没有他们的大

力支持，我们不会有这么大的发

展。”木里煤田位于海西州蒙古族藏

族自治州天峻县东北部，境内煤炭

储藏丰富，总储量 34.2亿吨，平均海
拔 4000米以上。义海公司木里煤矿
就坐落在这青藏高原天峻高寒草甸

牧区，因交通不便，此前全部靠汽车

运输，煤炭下运到天峻县大约需要 8
个小时左右，严重制约了当地煤炭

企业的发展。为了缓解运输压力，

2010年 12月 3日，青海省第一条地

方铁路煤运专线———哈尔盖至木里

铁路开通，解决了义海公司木里区

煤炭外运以往单纯靠汽车运输的历

史，大大缩短了运输时间，并且每吨

可节约运输成本 50元。义海公司大
煤沟矿地处荒漠戈壁，平时职工存

取款都要到距离矿区 150多公里的
德令哈市，长期困扰广大职工。中国

邮政储蓄银行德令哈支行在矿区安

装了第一台 ATM机（自动取款机）。
2011年，德令哈市和公司协商开通
了德令哈和大煤沟矿之间的城矿公

交，每天对开两趟，解决了职工出行

问题。

青海省委常委、副省长骆玉林

多次深入木里煤田矿山生产一线，

对木里矿区整合和矿山治理工作进

行检查指导。骆玉林强调：要抓紧完

成矿区道路等基础设施建设规划的

修订和报批，尽快完成江仓至聚乎

更两矿区连接道路，天峻至木里矿

区道路剩余 70公里路面建设任务；
抓紧开展木里矿区第二回路 110KW
输变电工程建设前期工作，保证木

里矿区电力需求。要把矿区中心卫

生院、消防站、矿山救护队等必备公

共服务和给排水设施、配套文化设

施项目作为今年基础设施建设重

点，尽快完成各项前期工作，尽快开

工建设。全力为木里煤田创造良好

的生产和生活环境，推动企业又好

又快发展。青海省副省长、海西州委

书记辛国斌也多次到义海公司调

研，为企业排忧解难，并将义海公司

作为重点支持的企业之一 , 在政策、
项目规划方面加大支持力度。辛国

斌书记表示，海西州拥有丰富的矿

产资源，目前已发现的有铁、铜、石

油、天然气、煤、可燃冰等 84种矿产，
其中已探明储量的矿产 57种，产地
282 处，占青海省探明产地数的
44.3豫，海西州煤炭储量，占青海全
省储量的 81.2%，海西州决不当“土
财主”，希望更多像义海公司这样的

企业来海西州考察投资。“栽好梧桐

树，引得凤来栖”，地方政府开放的

胸怀、不断完善的配套设施、良好的

投资环境、优质的服务理念，为义海

公司快速发展插上腾飞的翅膀。

大爱情感三江源

“企业的资源来自于社会，理所

当然要反哺社会、回报社会，既要锦

上添花，更要雪中送炭。”义海公司

总经理李凌杰如是说。义海公司在

不断创造财富的同时，不断回馈社

会、造福社会，积极履行和承担社会

责任。在发展过程中妥善安置当地

群众就业，带动海西州相关产业发

展，在雪域高原树立了一个极具责

任、勇于担当的国有企业形象。2008
年始，义海公司每年出资 400万元和
海西州团委启动了青海省规模最大

的长效助学项目———义海能源“春

暖工程”，每年为海西州 126所中小
学免费捐赠 4000吨煤炭，使全州 4
万名师生在寒冷的冬季亲身感受到

了义海人给他们带来的融融暖意。

这一长效助学项目获得了社会的广

泛认可，先后获得了“青海省最佳慈

善项目奖”和中华慈善总会颁发的

“中华慈善突出贡献项目奖”。时至

今日，义海公司又着手启动“温暖工

程”，将涵盖敬老院和养老院在内的

群体的冬季取暖用煤。看到天峻县

城镇基础设施建设发展滞后的状

况，义海公司出资 230万元，建成了
天峻县人民医院爱心广场。

2010年 4月 14日，青海玉树地
区发生里氏 7.3级强烈地震，当地藏
族群众急需救援，义海公司在第一时

间派出了由 39 人组成的矿山救援
队，携带现金和价值 130多万元的煤
炭等各种急需物资昼夜兼程，千里驰

援灾区，搭建了 306顶帐篷，使 3000
多名受灾群众得到妥善安置。为受灾

群众抢救出保险柜、玉石、首饰、汽车

等各种物资，挽回经济损失 1000多
万元，被青海省委、省政府，省军区授

予“民族团结模范”称号。

2012年在“党政军企共建示范
村”活动中，义海公司本着“加强合

作、增进友谊、树立形象”的原则，和

天峻县新源镇梅陇村结成帮扶对子

帮扶梅陇村发展牧区养殖业。义海

公司筹集资金 110 万元用于购进
1000只母羊和 50只公羊，建立滚动
循环发展的集体经济。据初步估算，

仅此一项，每年将为梅陇村增加 40
万元的经济收入。为表达对义海公

司的感激之情，梅陇村将这批羊命

名为“义海羊”。 义海公司经过不懈

地努力，在社会各界树立了大爱义

海的良好社会形象，为青海的经济、

文化、教育等事业做出了突出贡献。

回首过去，义海十年磨一剑，创

造了辉煌的成就；展望未来，义海美好

的明天催人奋进。今天，在新的历史起

点上，义海公司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发

展机遇，义海公司将以《青海省柴达木

循环经济试验区总体规划》颁布实施

为契机，积极投身柴达木循环经济试

验区建设、按照“实施煤化工，参与精

细化，扩大开发能源”的发展思路，努

力探索“以煤为主、相关多元”的发展

新模式，朝着“千万吨矿区、百亿元义

海”的宏伟目标阔步前进。

投资西部十年巨变大爱义海饮水思源
———河南能源义煤集团青海义海能源有限责任公司成立十周年特别报道

2010年 4月，义海公司救援队在玉树救灾一线

十年弹指一挥间，峥嵘岁月路漫漫。

艰苦创业永难忘，五特精神代代传。

十年躬身磨一剑，一剑直指昆仑巅。

座座丰碑过云烟，英勇壮举为明天 。

十年义海铸矿魂，心怀感恩谋发展。

“四心”理念是根本，扎根高原比贡献。

十年义海举一旗，义无反顾劈新天 。

世界屋脊创伟业，激情奉献到永远 。

十年修炼为一梦，梦里藏着苦酸甜 。

块块奖杯成永恒，义海之梦是百年。

马树声

义海十年 义海之梦

夏红伟

本报记者 万斯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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