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妙文国际：
为了
“一带一路”建设更美好
本报记者 梁隽妤

妙文国际创建于 2007 年，但董事长王
爱民说：妙文国际的真正成长却是这五六
年来。而这五六年，刚好是国家“一带一
路”倡议的时间节点，这不是时间上的巧
合，而是一个企业将自身发展战略纳入国
家总体发展战略中的一次成功实践。

“一带一路”给妙文国际带
来了什么？
和 合 共 生 ，同 舟 筑 梦 。 国 家“一 带 一
路”倡议五年来，对妙文国际的影响十分深
远，用王爱民的话说是“大规模扩展了企业
的 需 求 边 际 ，其 市 场 带 动 效 应 已 超 出 预
期”。
第一，是业务方向的转变。“一带一
路”倡议实施之后，妙文的业务向全球扩
展 ，如 今 已 在 70 多 个 国 家 和 地 区 完 成 了
1300 多个文创项目。
第二，是供应链体系的完善。五年来，
通过在世界各地的项目建设，妙文逐步完
善了世界范围内的供应链网络，在美国、德
国、印度等地成立了分支机构，和国内的供
应链实现了高度连接和高效融合。
第三，是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提升。妙
文国际最核心的竞争力是人才和基于人才
形成的创意设计和执行力。在世界各地的
实践中，妙文通过文化项目合作的方式，更
直观地吸收了全球最先进、最前沿的设计

理念、设计手法和项目管理方式，并将学习
成果应用于更多的项目实践，为妙文赢得
更好的市场声誉。

这些会展作品值得骄傲
2017 年中国零售业博览会——海尔品
牌展区。本次展会，妙文国际通过为海尔
营造一个无人值守便利店的情景模拟，将
海尔的 4 大产品群整合到同一展位，集中
展示产品性能。
2018 上海宝马展——临工、山推、雷沃
三大企业展区。bauma China 为工程机械
业内人士提供了亚洲领先的交流展示平
台。作为指定搭建商，妙文为多家机械集
团“智”造全方位机械科技展台+线上全景
互动体验。
2018 AWE 中国家博会——美的集团
主题展区。用大视角、全维度的展示方式
呈现美的产品在生活和生产场景中人机最
佳协作，融合智能感与科技交互感，叠加
120 米超清高空双弧幕投影，营造临展行
业前所未见的大空间沉浸体验，让亲临现
场的行业专家和各路媒体为之惊艳不已。
2019 年拉斯维加斯 CES 展——TCL 品
牌展区。恢宏大气又充满科技力量的展区
氛围让 TCL 高层对妙文赞不绝口。展区
将设计美学与智能科技相融合，打造了“未
来之家”的概念场景，生动地体现了 TCL
智慧家居解决方案的“全交互、快响应、强
生态”三大特点。

服务国家战略的大棋局
在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一带一路”倡议
两年后，也就是在 2016 年前后，王爱民带
领妙文团队勾画了企业全球发展的总体思
路与规划，从五个层级进行策略导向管理。
全球战略格局：妙文国际拥有全球领先
的综合性会展服务能力和遍及全球的展会
服务网络，
在连接中国和海外会展市场方面
具有先天优势，借助“一带一路”东风，妙文
将提供更多元的展览展示与会议活动服务。
全产业链布局：利用专业优势，打造文
化创意全产业链，打通文化、创意、科技、工
程、服务等产业的上下游壁垒。
整合海内外资源：构建全球化的文化
与展览服务平台，助力中国的文化和品牌
高效地“走出去”，助力海外的文化与产品
“引进来”。
高新科技研发与应用：文化创意已不
再局限于文化传播与设计制作行业，以 VR
虚拟现实、AR 增强现实等技术为代表的高
新技术在文化创意产业的应用已十分成
熟，最前沿的 5G 通信、人工智能等技术的
日渐成熟，也让妙文的文化创意策略由“以
物为主”转向“以人为先”。
此外，高端人才储备与培养为上述战
略提供保障。
“一个全新的产业跨界时代，正在‘一
带一路’上等待着我们。”王爱民充满豪情
地对记者表示。

【对话王爱民】
问：
《中国企业报》
“一带一
路”产业园区国际合作资源及信
息沟通与妙文国际的自身发展具
有怎样的关联性？
答：优化营商环境，就是解放
生产力，就是提高综合竞争力，这
是一个地方也是一个国家发展的
重要软实力。
《中国企业报》组织
的“一带一路”相关活动紧紧围绕
企业如何走出去和当前投资领域
和企业发展的热点难点问题，通
过高层领导专家学者与企业家之
间面对面的交流，阐释了“一带一
路”建设的重大意义，明确了企业
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渠道途
径，提出了如何适应参与“一带一
路”建设的标准条件。
《中国企业
报》组织的各种高端论坛和会议
活动，为妙文国际在文化领域如
何结合自身优势参与“一带一路”
的建设指明了发展方向。

绿化生态工程 又见滹沱河生态之美
——中铁三局二公司滹沱河生态修复工程施工侧记
赵润山 李亮

走在河北省石家庄藁城区滹
沱河漫水桥边，
映入眼帘的是绿树
成荫的植被、小桥流水的景观、古
色古香的文化长廊、
休闲健身的运
动场、美轮美奂的艺术广场、浓情
和谐的亲子园……让人意想不到
的是，
一年前这里的景象是沙化严
重、野草纵生、垃圾遍地。让这一
切焕然一新的是,荣获 2019 年“河
北省先进集体”称号、全省唯一获
此殊荣的施工单位——中铁三局
二公司的建设者们。
从石家庄市区北部穿过的滹
沱河是河北省一条骨干行洪河道，
被誉为石家庄的“母亲河”。历史
上这里水丰土肥，
孕育了石家庄的
灿烂文明，但从上世纪 70 年代中
期开始，滹沱河生态逐渐恶化，河
道长期断流、土壤沙化严重、非法
采砂猖獗、
建筑垃圾遍地。为改善
沿线生态，造福广大群众，石家庄
市政府启动了滹沱河生态修复工
程。
自 2018 年 7 月进场以来，
中铁
三局二公司滹沱河生态修复工程
二标项目部始终秉承
“保护环境就
是保护我们自己”
的理念，
清水道、
绿两岸，日夜奋战；冒严寒、顶酷
暑，克服万难，终于让母亲河重现
生机。
天时地利与人和
滹沱河生态修复工程是石家
庄市践行绿色发展理念、
大力改善

生态环境的民生工程，
对于提升城
市形象、
优化城市空间布局意义重
大。
滹沱河生态修复工程二标西
起石家庄市藁城区金五路，
东至藁
城城区东，河道长 10.3 公里，施工
内容涉及主槽防洪、水生态修复、
初期雨水处理、生态绿化、道路工
程等，
工期一年。作为石家庄属地
二公司的头号项目，
拥有天时地利
人和的优势，他们提出了“干好手
中活，
奉献家乡人”
的奋斗目标，
决
心在家乡父老面前打一场漂亮的
生态修复攻坚战，
还家乡人民一个
碧水蓝天的宜人环境。
为保证工程进度，
公司组建了
土建和绿化两个专业化项目部，
并
抽调精干力量，加强资源配置；合
理编制施工组织，
加强时间节点控
制，
形成了可实施的工作方法和计
划。公司分管领导亲自坐镇现场
办公，统筹各方，有效地破解了工
程建设中的瓶颈问题。项目部还
邀请了园林绿化、
水利等方面的知
名学者、教授组成专家组，到施工
现场“把脉问诊”，解决“疑难杂
症”
，
保证了工程顺利推进。
滹沱河上太阳照
荒凉的沙地、
不规则的大坑构
成了藁城人对滹沱河的最初印象，
那是盗采河砂留下的痕迹。建筑
垃圾、生活垃圾的偷运倾倒，则让
河道几乎沦为了垃圾厂。项目部
进场以后，按照 10 年一遇行洪标
准进行河槽疏浚，铺设防渗层，硬

化河岸，
积极打造
“小水多绿、
以绿
带水”
的生态湿地河道。随着水利
部联合河北省政府开展的生态补
水试点工作的推进，
滹沱河再现了
唐人笔下“澄波泛月影，激浪聚沙
文”
的景象。
生态补水改善河道环境的同
时也为现场施工带来了新的挑
战。2019 年 2 月 16 日上午 8 时许，
由于上游拦水坝突然决堤，
水流量
瞬间加大，
二标段导流坝发生决堤
事件，
正在施工的廉州湖河槽疏浚
河底防护减渗工程全部被水浸
泡。发现险情后，
项目部立即组织
人员、
机械设备进驻现场进行抢险
作业，对决口导流堤坝进行封堵。
项目土建书记齐秀林亲自上一线
指挥抢险，经过 8 小时的不间断施
工，决口于当天下午 16 时被成功
封堵。
目前滹沱河生态修复工程正
处于收尾冲刺阶段，
参建人员以全
力以赴、
众志成城的精神为实现政
府提出的“太阳照在滹沱河上”的
美景做出重要贡献。
生态红线不动摇
项目部在施工过程中坚决履
行央企社会责任，
坚守环保红线毫
不动摇。从 2018 年 10 月起，石家
庄多次发布重污染天气预警，
导致
施工现场停工或半停工合计超过
90 天 ，有 效 施 工 时 间 被 大 大 压
缩。此外，滹沱河内采砂场被取
缔，混凝土搅拌站停止原材料运
输，渣土、砂石运输车被禁止上路

中铁三局二公司滹沱河生态修复工程——河岸绿化带
行驶，鹅卵石、混凝土等物资出现
短期供应紧张。
面对不利状况，
项目部严格执
行空气重污染预警有关规定，
加强
对工地和道路扬尘的管理，
落实道
路硬化、
洒水抑尘、
裸土覆盖、
密闭
运输、车辆冲洗等防尘措施。同
时，优化施工方案、积极协调地方
关系、主动寻找料源，最大限度地
保证现场施工正常进行；
制定奖罚
措施、提高劳务分包单价、安排 24
小时轮班作业抢工期保进度，
全力
全速推进项目建设。
水清岸绿入画来
绿化生态工程是滹沱河生态
修复的重要环节，
也是实现
“岸绿、
景美”的关键，但二标段土壤以碱
性砂土为主，保水保肥性差，不利
于作物后期生长。要推进生态绿
化，
首先必须进行土壤改良。
为此，
项目部多次邀请中国农
大、河北农科院、河北农大的业内
知名专家实地勘探、取样，进行土
壤养分分析。通过数轮栽培实验、
专家论证、讨论优化，最终确定了
施加腐殖土、
有机肥和混合肥的土
壤改良方案。绿化项目总工田建

飞介绍，改良后的土壤种上耐旱、
易成活的绿植，
能有效缓解滹沱河
土壤沙化的问题，
形成有效的生态
循环，
改善周边的生态环境。目前
滹沱河两岸已经种植栾树、国槐、
油松等 6 万多株，
成活率超过 95%。
紫星园、紫星体育园、紫星亲
子园……随着一座座景观在漫水
桥边拔地而起，
二标段形成了一条
集景观绿地、疏林花田、景观林带
于一体的绿色生态修复型景观长
廊。
百里滹沱百里波，
水清岸绿入
画来。昔日的乱荒滩变成了林木
葱葱的生态园，
曾经肆虐的沙尘天
气几乎消失不见，
漫水桥附近成了
当地人休闲娱乐的好去处。每到
节假日，这里游人如织，随父母散
步的孩子、体育场打球的青年、河
边放风筝的老人，
组成了一幅色彩
明快的夏日郊游图。
一花一世界，
一水一滹沱。在
中铁三局二公司的综合治理下，
滹
沱河必将成为水清岸绿风光美、
和
谐繁华产业兴、特色彰显韵味浓、
通畅亲水百姓乐的生态河、产业
河、
文化河、
民心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