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 年 3 月 3 日 星期五

责任编辑 完颜文豪

本报全国代印城市：北京 、上海 、天津 、杭州 、金华 、宁波 、福州 、南京 、济南 、武汉 、西安 、成都 、郑州 、哈尔滨 、长沙 、贵阳 、广州 、南昌 、重庆 、合肥 、兰州 、银川 、昆明 、南宁 、沈阳 、长春 、太原 、石家庄 、乌鲁木齐 、呼和浩特 、海口 、拉萨 、西宁 、青岛 、喀什 、无锡 、徐州 、台州

12 各各地地动动向向 新华每日电讯

本报记者李坤晟、许茹、叶含勇

留学生张瑞来自非洲加纳库马西市，他没听说过迪玛希的
名字。

他也不知道，2 月 18 日，这位哈萨克斯坦当红歌手来到自
己留学的城市，在领略过熊猫、茶馆、变脸、火锅的风情后，留下
了一句——— 我爱成都——— 这倒是和张瑞英雄所见略同。

不过，与迪玛希不同，张瑞爱上成都的，并不是这座城市活
色生香的滋味生活。每天晚上 10 点睡觉，早上 6 点起床的好学
生，甚至没去过在蓉外国人常去的酒吧。

张瑞曾在中国西部另一座省会城市取得硕士学位后回国任
教。为了继续深造，他选择到成都电子科技大学读博士。

选择新的城市，开始新的生活，他操着一口流利的中文说，
对外籍人士而言，成都是一座充满各种机会的国际大都市。他想
留下来！

机遇之城

成都留下了很多人。毕竟，这是传说中能将“他乡变故乡”的
城市。

也有一些人，虽然离开了成都，却依然深情难舍。
2016 年，赋闲香港家中的欧兆伦收到了一份来自成都的邀

请。
这座中国西部的中心城市邀请他担任当地政府的国际咨询

顾问。
成都希望在建设国家中心城市的进程中，获得更多国际智

力支持和决策参考。邀请国际知名人士成立国际咨询顾问团是
其动作之一。

欧兆伦第一次到成都是 2008 年，他刚刚出任花旗银行中国
区首席执行官。

“来之前以为中国西部发展慢一些，但没想到成都的经济很
有活力。”欧兆伦说。

从 2008 年到 2016 年退休，他每年都会来两次成都。他对
《新华每日电讯》说，成都是自己最喜欢的网点城市。

面对老朋友的邀请，欧兆伦欣然答应。他乐意利用自己在多
个国家和地区的银行业管理经验为成都出力。

“2008 年我到成都时，花旗银行的业务主要是成都本地客
户。当我 2016 年退休时，我们的客户中跨国企业占相当高的比
例。”欧兆伦见证了成都升华成为一座国际化的城市。

现在，已有 278 家全球 500 强企业落户成都。
在科技部火炬中心 2016 年公布的国家级高新区综合排名

中，成都高新区在全国逾 140 个国家级高新区中，仅居北京中关
村和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之后，排名第三位。

有报道称，截至 2016 年底，成都高新区实现产业增加值
1436 . 5 亿元，同比增长 8 . 5%，每平方公里 GDP 达 11 . 05 亿元。

更重要的是 2016 年 5 月，在国家实施《成渝城市群发展规
划》中，成都定位为国家中心城市，增强成都“西部对外交往中
心”功能，完善对外开放平台，提升参与国际合作竞争层次的要
求赫然在目。

机会！机会！机会！
刚到成都半年，张瑞就开始认真考虑是否可能留在成都发

展。
“比起我读硕士的城市，这里说英语的人更多，跨国企业更

多，需要外籍人士的企业更多。如果机会合适，我会留下来。”张
瑞对《新华每日电讯》记者说。

英国姑娘葛燕西不仅选择留下来，去年年底还成为了成都
媳妇。聊起中国婆媳关系，她开心地表示，今年春节，她第一次收
到了长辈的红包。

目前，她和 6 位同伴合作创办了一家名为“老外 here”的服
务平台，专门为来成都工作生活的外籍人士服务。

总经理程晨创业前曾在全球 500 强企业马士基成都片区做
管理工作。2014 年，他在一次朋友的聚会上认识了来自英国利
物浦的 Liam。因为外籍朋友多，两人计划做一个专门组织跨文
化活动的平台。

几次活动下来，他们在成都老外圈子中有了名气。越来越多
的外国朋友托他们帮忙。其中最多的问题是——— 我有朋友想到
成都工作发展，怎么办？

商机！于是，他们分别找来各自的朋友，就这样，来自加拿
大、美国、英国和中国的 7 个平均年龄 30 岁的年轻人，成立了他
们心目中的“民间外事办”。

“目前，我们有 10000 多名老外的数据。今年春节之后，平均
每天都有四五个老外到成都。”程晨说。

运营至今，“老外 here”已帮助 100 个企业和学校找到了合
适的外籍人才，也成功帮助一些外资企业进入成都市场牵线搭
桥。原本因为这座城市变得国际化才应运而生的团队，如今也是
这座城市国际化程度最灵敏的感知者。

“以前的老外到成都，更多去泡茶馆，参观熊猫基地。现在老
外会更深入地了解成都。以前觉得成都很 nice，现在越来越多的
老外选择来这里工作生活。”

“外教的需求最大，而且越来越大。前段时间，也接过几个软
件园的单子。现在很多软件公司的产品针对国外市场，他们也需
要聘用外籍设计师。”程晨说。

因为在团队做得风生水起，程晨的团队被邀请参加今年 2
月 22 日，由成都市政府主办的“家在成都·菁蓉创享”2017 领事
官员“双创”体验活动。

包容之都

除了大量可见的就业机会，张瑞考虑留在成都，也因为这座
城市的开放和包容。

2016 年 9 月才到成都读书，2 个月后，张瑞就上了当地报

纸，变得小有名气。因为他做了一份兼职——— 桐梓林社区外国
人巡逻队队长。

目前，成都有 60 万名外籍人士停留，1 . 4 万名外籍人士
长期居留。其中，桐梓林社区外籍人士最为密集。据统计，该社
区目前居住着 2600 多名老外。

2016 年 10 月，成都第一个由外国人组成的“社区巡逻
队”在这里诞生。8 个老外来自 5 个国家，清一色戴着红袖章，
每月巡逻两次。

“一般遇到一些特殊情况，比如老外和老外之间或者老外
和中国人之间产生矛盾，我们需要这支巡逻队出面调解。此
外，他们也可以把一些社情民意及时反馈给我们。”桐梓林社
区隶属的火南街道工作人员胡航说。

由于所在成都电子科技大学分校区远在郫都区，每次巡
逻，张瑞都要提前将近 2 个小时出发，乘 116 公交车，再转两
次地铁。

张瑞对待这份兼职非常认真。他说：“巡逻的时候，有人车
没停好，我们就提醒他。还有一些乱停乱放的共享单车，我们
会把它挪到规定的区域。”

有次张瑞主动帮过街的老人提东西。一开始，老人不同
意。但自己还是坚持帮老人把东西提到了社区。

胡航告诉《新华每日电讯》，巡逻队一开始并不是没有争
议。社区里有上了年岁的老人不理解为什么一定要聘用老外。
但一段时间坚持下来，大家慢慢接受了这个变化。

张瑞说，今年巡逻队会增加巡逻次数。对街上行人的好
奇，他也安然处之。

这位热情好客的非洲小伙子说：“我到了一个陌生的场
合，一定要跟所有人都说一句话。如果他觉得我们能成为朋
友，那我们就能成为朋友。我认为自己能给别人帮助，我就一
定会帮助。”

成都市委书记唐良智曾指出，外籍人士带来的不仅是资
金、技术、人才和产业等商贸交流，还有思想观念、异质文明和
品牌效应等人文融合，使得成都能够直接成为区域性乃至世
界性中心。

提高外籍人士对成都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一直是成都建
设对外交往中心的重点工作。

2016 年 2 月，成都市启动实施外籍人士“家在成都”工
程。

经过一年的努力，“家在成都”工程在“12345”市长公开电
话增设了英文坐席，英文电视、电台节目制作开播，编印发放

《外国人在蓉生活指南》、《外籍人士在蓉办事指南》、《在蓉外
籍人士购房及租房办事指南》等信息资料，在武侯区桐梓林社

区建立“外籍人士之家”。此外，举办了丰富多彩的就医、就学
体验活动和民俗文化活动。

2016 年 11 月，由成都市公安局武侯区分局出入境管理
大队牵头建设的桐梓林境外人员服务中心“境外人员服务站”
正式投入运行。

出入境服务站民警李莲佳介绍说，服务站成立以来，每天
都有 10 到 20 个外国人在此登记，最多的时候每天有超过 30
人次，而且感觉近两年来辖区内的外籍人士明显增多。

300 平米的服务站，不仅可以办理登记服务，外籍人士也
可以在此咨询教育培训、医疗培训等多种服务。火车南站街道
工作人员李庆芳告诉记者，武侯区整合了 20 多个部门的职
能，让外籍人士在此享受到一站式的服务。

2 月 17 日下午，服务中心举办了一场特别主题活动，约
20 位社区内的外籍人士参与其中。李庆芳说，服务中心每个
月都会至少举办一场类似的主题活动，让生活在这的外国朋
友有更多的机会聚会、交流。

开放高地

越来越多的国际人士来到成都，在成都工作生活。欧兆伦
评价说：“今天的成都早已不是一座内陆城市。”

而成都能在对外交往上领先中西部地区，一大原因就是
“一带一路”的提出与深入。

在新的历史时期，曾经的西部盆地，迎来了自己的机遇，
如今已是对外开放的高地。

作为一名土生土长的成都人，成都市口岸与物流办公室
副主任张弛深有感触。

2016 年 9 月，G20 峰会在杭州召开。杭州向全世界展现
了自己的风采。“过去 30 年，东部沿海地区占得发展先机。我
们只能看着别人的后脑勺。如今成都终于有机会成为对外开
放的前沿。”张弛站在办公室黑板上的中欧班列蓉欧快铁线路
示意图前说。

张弛打了个比方——— 在谷歌的全球夜视图上，成都以西
直到莫斯科以东大片区域，夜晚只有零星的灯光。“结合中国
地理经济的胡焕庸线，如果把这片漆黑的土地比作海洋，这片
广袤的大陆构成了欧亚陆海，那么成都就是国家向西开放的
绝佳良港和口岸门户，蓉欧快铁不就是航行在亚欧陆海上的
巨轮吗？”

2016 年，往返成都的中欧班列已达 460 列，数量位居全
国第一。

班列到达的另一端在波兰罗兹。 2016 年 6 月 20 日，国

家主席习近平同波兰总统杜达在华沙共同出席中欧班列首达
欧洲(波兰)仪式，迎接的班列就是从成都驶来。

这趟班列出发前，波兰驻成都总领事卡夏在青白江站参
加了欢送仪式。她将此称作中波友好关系的里程碑事件。

卡夏希望班列两端的成都与波兰在经贸和人文上有更多
交流。但岂止波兰，现在的成都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深入地拥
抱世界。

2016 年，成都实现进出口总额 2713 . 4 亿元，较去年同
期增长 11%，增速高于全国(-0 . 9%)11 . 9 个百分点。其中，进
口 1260 . 8 亿元，同比增长 31%，增速首次位居全国副省级城
市第一位。

为了不辜负千载难逢的机遇，成都确立了“蓉欧+”发展战
略，即成都决心通过打造国际空港和国际铁路港，将自己建成
连接泛欧泛亚地区的桥头堡，以此带动贸易发展、服务业提
升、产业聚集和国际产能合作。

“2017 年我们计划开行 1000 列。”成都国际铁路班列有
限公司董事长范军踌躇满志，“除了终点在波兰罗兹的中线继
续增加外，我们还将正式开通以莫斯科为终点的北线和以伊
斯坦布尔为终点的南线。”2016 年，成都已经完成北线和南线
的测试运行。

3 月 1 日，中欧班列蓉欧快铁北线成都至白俄罗斯定制
班列开行，将 41 箱吉利汽车零配件送往白俄罗斯明斯克吉利
工厂。蓉欧快铁北线有望在 3 月下旬正式开通常态化班列。

与其他城市开行的中欧班列相比，成都开行的班列中途
不停不卸货，一次报关，一次查验。全程只用 10 . 5 天，全国最
短。

张弛对《新华每日电讯》解释说，成都市领导将这种追求
数量和时间的开行方式称为“立码头”。

现实中，成都的“雄心”正成为现实。
TCL 欧洲工厂在波兰。过去，TCL 出口到欧洲的彩电，

主要通过海运将元件从广东惠州的工厂运到德国，再转运波
兰工厂组装。

因为中欧班列的开行，2016 年 1 月起，TCL 出口到欧洲
的彩电，99% 的元件都是通过中欧班列蓉欧快铁运到波兰工
厂。成都方面称，因为物流便利，TCL2017 年将把产能从广东
逐渐转移到成都。

如今这条国内运行最稳定、运行时间最短的中欧班列线
路上，“乘客”正越来越多。包括联想、敦豪全球货运、飞利浦、
沃尔沃、戴尔等全球企业巨头，已纷纷加入合作的行列。

有出，还有进。
截至目前，成都已经获批整车进口口岸、肉类进口口岸、

粮食进口口岸、木材进口口岸、水果进口口岸。
像准备正式运营的中欧班列北线，实际成都看中了俄罗

斯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的木材资源，准备进口给本地的家具
厂。

不仅如此，为扩大成都在海外的影响、助推成都产业转
型，2015 年，成都开始建立“海外成都”工作站。如今已成立 14
家。

“莫斯科外事办主任安德烈曾给我说，至少在当地，北上
广还没有成立以城市为单位的工作点。成都是第一家。”“海外
成都”俄罗斯工作站站长曾爱国对《新华每日电讯》说。

1992 年就到俄罗斯经商的曾爱国是俄罗斯及前独联体
国家四川商会会长。 2016 年，他通过俄罗斯工作站的平
台，协助俄中战略投资基金和贝加尔湖地区发展基金分别与
成都建筑材料工作设计研究院和成都建工集团签署合作意向
书。

“2 月 26 日，圣彼得堡市的团队到成都学习考察基础设
施建设。这也是由我们牵线搭桥。”曾爱国说。

告别休闲

16 个国家获批在成都设立领事机构、33 个国际友好城
市、44 个友好合作关系城市、95 条国际地区航线、31 国签证
中心…… 2017 年初的成都，开放程度不仅领先中国西部，与
东部一些沿海城市也不遑多让。

地处西部内陆的成都正变得越来越开放，对这座城市的
变化，很多人都有深切感受———

成都市外侨办领事涉外处 2016 年一共接到了 230 个外
国驻华使(领)馆的照会。处里总共五六个同事忙得连轴转，处
长黄涛直“抱怨”人手少。

美洲大洋洲处处长司蓓蓓说，自己刚工作时，外国友人来
成都，人家是贵宾的感觉非常强。对方也总说自己家乡好。现
在成都的外事工作人员，眼界越来越宽，见识越来越广，越来
越有“以我为主”的态度。对方反而开始夸，成都比他们老家
好。

成都市口岸与物流办公室副主任张弛说，“一带一路”
实施前，物流办和研究机构商讨的议题以空间规划为主，多
是如何建立产业园区。如今，不仅合作对象多了罗兰贝格这
些国际知名机构，议题也升级为自贸区、综合物流、对外物
流格局。

张弛还说：“过去，我们从没想过和波兰产生联系。现在随
着中欧班列开通，大家常坐在一张桌子上谈合作。”

几乎所有涉外单位工作人员的印象是，生活在原以休闲
闻名的成都，现在反而渐渐没有了周末。

“没有节假日。你休息，但用户有需求。像今年春节依然要
把货物发到欧洲那边去。”成都国际铁路班列有限公司董事长
范军说。

“全球化自然要用全球的时间去统筹。这几年工作节奏越
来越快。至少我们公务员，休闲的味道早没了。”张弛说。

虽然越来越忙碌，但张弛为家乡的变化感到欣喜自豪。
“我们在补课。看看上海，上世纪 90 年代就是这节奏。人家有
今天的成就，也是靠自己努力做出来的。”

外侨办的工作人员们为 2 月 22 日的“家在成都·菁蓉创
享”2017 领事官员“双创”体验活动操持了很久。

当天，18 个国家驻蓉、驻渝、驻穗总领事馆总领事、领事
官员出席。卡夏也在其中。

还在努力学习中文的她表示，自己第一眼就爱上了这座
城市。将更多的波兰企业带到成都是她今后的重要工作。

张瑞也受到了邀请参加了活动。他在会场遇到了“老外
here ”合伙人之一：来自加拿大的马克。两人愉快地聊了
起来。张瑞说，他和马克的友情诞生在“大街上”——— 在成
都市中心一条大街上两个人第一次遇见，互相打了一声招
呼，便在这座离各自家乡千万里的城市成了好朋友。

成都：西部盆地变身开放高地

目前，成都有 60 万名外籍人

士停留，1 . 4 万名外籍人士长期居

留。“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让西

部盆地变成了对外开放的高地

（上接 1 版）建设国家中心城市，成都正在积极获得更多国
际智力的支持和决策参考。

花旗银行中国区前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欧兆伦是成都市政
府的国际咨询顾问召集人。他说：“今天的成都早已不是一座内
陆城市。”理由正是在他 2016 年上半年退休前，花旗银行成都分
行的跨国企业客户越来越多。

目前，已有 278 家全球 500 强企业落户成都。

2016 年 12 月，在咨询顾问团的第一次年会上，欧兆伦
和安盟保险集团总裁梯耶里·马岱尔、英飞尼迪集团董事会
联席主席高哲铭等 19 名参会顾问围绕“成都经济社会发展
的新动力”和“创新驱动引领城市发展”两个议题作交流发
言，分享经验。

作为西部对外交往中心，成都一直以海纳百川的开放胸
怀，友好的姿态，迎接每一份善意，即使它来自大洋彼端。正如

成都市委书记唐良智指出，外籍人士带来的不仅是资金、技
术、人才和产业等商贸交流，还有思想观念、异质文明和品牌
效应等人文融合，使得成都能够直接成为区域性乃至世界性
中心。

截止 2016 年 10 月，在蓉停留的境外人员逾 63 万，居留
的外国人逾 1 . 4 万。

为了让外籍人士更好地在成都就业、生活，2016 年 2 月

成都市启动实施外籍人士“家在成都”工程。
经过一年的努力，“家在成都”工程在“12345”市长公开电

话增设了英文坐席，英文电视、电台节目制作开播，编印发放
《外国人在蓉生活指南》《外籍人士在蓉办事指南》等信息资料。

在成都外籍人士聚居的桐梓林社区，2016 年 8 月，才第
一次来到成都的美国人 John，一来就爱上成都打算不走了。
如今，他被聘为社区主任助理，对“新工作”充满了期待。

▲成都桐梓林社区外国人巡逻队。 采访对象提供

▲满载着 41 个集装箱的吉利汽车零配件，成都开往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的货运班列于 3 月 1 日 16 时许从成都国际铁路
港缓缓驶出，预计 12 天后抵达明斯克的吉利工厂。标志着中欧班列“蓉欧快铁”首次开通北线班列。(张青青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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