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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报道 新华每日电讯

新华社北京 6 月 26 日电
(记者王迪、孔祥鑫)在“一带一
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来自
坦桑尼亚的女士希尔德分享的
人生故事令人动容。她通过斯
瓦西里语配音大赛获得了在中
国企业四达时代的配音工作。

“中国人来了，收视费降了，我
们都能看得起最好的电视节目
了！”

四达时代让在非洲的“希
尔德们”看到了来自中国的影
视剧。除了成为非洲极具影响
力的数字电视运营商，四达时
代还译制了数千小时的影视
剧，在非洲讲述着中国故事。

做非洲极具影响

力的数字电视运营商

全家人围坐在客厅里，津
津有味地观看中国影视剧。这
一幕如今正越来越多地在非洲
国家出现。这源于一家名为四
达时代的中国企业所做出的努
力。

“让每个非洲家庭都能买
得起、看得起、看得好数字电视。”——— 2007 年开始在非投
资的四达时代目前已在尼日利亚、肯尼亚、南非等 30 多个
国家注册成立公司并开展数字电视运营，发展用户近千万，
成为非洲大陆发展最快、影响最大的数字电视运营商之一。

“四达时代进入非洲之前，看数字电视还是奢侈品。他
们的初装费高达 200 美元，收视费便宜的每月 40 多美元，
贵的每月上百美元。”四达时代集团副总裁郭子琪说，“我们
来了以后，初装费只收 10 美元，包含十几个频道的最小节
目包，每月收视费只要 1 美元。”

据介绍，四达时代可提供国际知名频道、非洲本地频
道、中国主流媒体以及四达时代自办频道等 480 多套节目，
用英语、汉语及非洲本地语等 10 种语言播出，节目类型涵
盖新闻、影视、体育等多个领域。

与四达时代数字电视机顶盒一同进入非洲寻常百姓家
的，还有大量优质的中国影视作品。“来自中国的影视剧在
很多非洲国家大受欢迎。”四达时代集团传媒事业部副总经
理孟力说。

“民心相通，首先要做到的是相知。影视剧在讲述中国
故事方面有着天然的优势。”郭子琪说，“不少非洲国家官员
认为中国影视剧不仅生动好看，而且反映的都是‘正能
量’。”

用影视剧讲述中国故事

“我看的第一部中国电视剧是《西游记》，是中文原声加
上英文字幕。”来自坦桑尼亚的四达时代配音演员卢利克拉
回忆道。

“一开始我们只打算给电视剧加上字幕。但后来发现由
于受教育水平的限制，仍有很多当地人看不懂。”孟力说，

“要让中国影视剧真正走进非洲，我们必须更‘接地气’。”
2011 年，四达时代集团成立了译制中心，开始尝试用

非洲本地语为中国影视剧配音。同年，《媳妇的美好时代》中
的女主角毛豆豆就以一口斯瓦西里语红遍了坦桑尼亚的大
街小巷。

非洲本地语译制配音已成为四达时代的一大优势，除
英法葡等语种外，该公司还进行斯瓦西里语、豪萨语、约
鲁巴语和乌干达语等非洲本地语言的译制配音工作。迄
今为止，四达时代的译制配音量已达到 7500 小时、240 部
电视剧。

“在坦桑尼亚，人们现在可以看到越来越多的斯瓦西里
语配音的中国电视剧。”坦桑尼亚信息服务部部长哈桑·阿
巴西表示，来自中国的影视作品是坦桑尼亚民众了解中国
经济发展与城市生活的重要途径。

在坦桑尼亚影视圈小有名气的卢利克拉说：“中国电视
剧在坦桑尼亚很受欢迎，有一些电视剧我们还在配音，尚未
播出，就已经有人通过媒体知道了消息，等着要看。”

构建双向文化交流渠道

“什么时候能在中国播出我们的电视剧？”在非洲各国
考察时，郭子琪经常会被当地人问到这个问题。对此，郭子
琪表示，四达时代集团今后不仅将依托自身强大的译制配
音能力为优秀非洲影视作品进入中国提供帮助，还将参与
制作一些将中国元素和非洲元素相结合的影视剧，构建双
向的文化交流渠道。

如今，四达时代正致力于让数字电视业务进一步深入
广大非洲的农村地区。中国承诺为非洲 1 万个村落实施
收看卫星电视项目，四达时代正积极参与到这一“万村
通”工程中来，为非洲国家从模拟电视向数字电视转换作
出贡献。

在该公司的海外项目中，90% 都是非洲本地员工。“从
内容生产到市场营销，再到节目运营和财务管理，四达时代
几乎所有岗位上都有非洲员工，他们已经成为非洲广播电
视数字化的主力军。”郭子琪说。

目前，四达时代集团正在肯尼亚筹建非洲总部，待总部
建成后，大部分中国影视作品的本地语译制配音工作将“前
移”至肯尼亚。未来该公司还计划在更多非洲国家建立译制
配音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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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6 月 27 日电中国经济发展
的最新轨迹和动向是什么？一年一度的夏季
达沃斯论坛透露了权威答案。

27 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 2017
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上发表致辞，传递
出中国声音：中国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是世
界范围内包容性增长的积极实践者。

信号 1：中国经济走势如

何？保持中高速
2017年中国经济发展将至半程，走势如何？
针对外界关注，李克强给出答案———

“中国经济延续了稳中向好的发展态势，
各项主要经济指标持续向好”；

“确保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保持中高速
增长，迈向中高端水平”；

……
在世界经济复苏的动力仍然不足、结构

性问题更加凸显、地缘政治风险有所上升的
背景下，中国经济保持住了稳定性。

从统计数据看：进入 2017 年，中国经济
一季度增长 6 . 9% ，创出近 6 个季度的最高
增速，实现良好开局；进入二季度，继续保持
向好态势，特别是服务业、最终消费支出对经
济增长的贡献率达 61 . 7%、77 . 2%，显示结
构升级、动力转换的趋势正在加快。

值得关注的是，尽管近年来经济增速有
所放缓，但中国经济释放出巨大的就业容纳
能力。5 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和 31 个大
城市的城镇调查失业率均在 5% 以下。

近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称“中国有潜
力在中期内安全地保持强劲增长”。瑞士洛
桑管理学院发布的《 2017 年度世界竞争力
报告》中，中国在全球 63 个主要经济体中的
排名比去年提升 7 位至第 18 位，其中，国内
经济、就业、劳动力市场三项分指数全球第
一。

世界经济论坛主席施瓦布说，近 7% 的
经济增长，对应的是万亿美元级别的国内生
产总值，这和十年前不可同日而语。中国经济
增长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巨大，我因此对全
球整体经济增长也持乐观态度。

信号 2 ：如何解决发展公

平性？积极实践包容性增长
新一轮工业革命为各国带来无限机遇，

但如何实现经济、社会的普惠式发展，解决公
平性问题，世界与中国都在实践。

“中国是包容性增长的积极实践者。”李
克强说。

过去几年，中国城镇每年新增就业超
1300 万人，城镇调查失业率保持在 5% 左
右，在国际权威机构发布的对多项发展指标
的综合评价中，将中国的就业表现列为世界
第一；

过去 30 多年，中国有 7 亿多人口摆脱贫
困，目前还在继续推进精准扶贫、精准脱贫，
到 2020 年要使剩余的 4000 多万农村贫困人
口实现脱贫；

中国曾经有 1 亿多人生活在城镇棚户
区，过去 8 年改造了 3000 多万套房屋，让
8000 多万居民住上了新楼房，相当于一个较
大国家的人口总量；

……
中国经济之所以能保持稳中向好的发展

态势，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包容性不断增强，这
也为世界提供了经验。

与以往的工业革命相比，在以网络化、数
字化、智能化为代表的新一轮工业革命中实
现包容性增长，具有更大可能性。因为新技术
创造了大量新供给和新需求，大大拓展了发
展空间，也给各方带来更多平等参与的机会。

日本庆应大学副教授神保谦说，中国网
络技术、分享经济迅速发展，普通百姓日常生
活越来越多和新经济联系在一起，生活更加
便利。

信号3：中国经济转型新

动能来自哪里？“双创”走向纵深
夏季达沃斯论坛被称为盛开在夏天的

“科技创新之花”，论坛持续关注的“创新”主
题，也与中国当前经济转型升级呈现的“新气
质”高度契合。

在扑面而来的新一轮工业革命浪潮中，
中国通过符合国情的积极实践，厚植社会创
业创新的沃土，取得超出预期成效。

在 2014 年夏季达沃斯论坛上，李克强首
次提出，要借改革创新的“东风”，掀起“大众
创业”“草根创业”的浪潮。大众创业、万众创
新成为国家战略之后，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
一股创业创新的风潮。

从 2014 年开始，中国每天新增市场主体
4 万家，其中新登记企业 1 . 4 万户，企业的
活跃度保持在 70% 左右。今年 5 月，中国每
天新登记企业更是达到 1 . 8 万户。各种开放
共享的平台加速打造，各类创新主体携手合
作，线上线下良性互动，聚众智、汇众力，使
创业创新的成本更低、速度更快、效率更高。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和美国康奈尔大学等
刚刚发布的《2017 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也
将中国排名提升 3 位至第 22 名，成为前 25
位中唯一的中等收入国家。

电子商务、移动支付、共享单车……这些
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创造了难以想象的就
业岗位，便利了群众生活，在去年城镇新增就

业中，新动能的贡献率占 70% 左右。
作为共享经济领域的知名企业，摩拜单

车创始人胡玮炜说，我们企业的理念和国家
理念相一致，那就是创新。共享模式不仅成就
了创业者，也拉动了传统的自行车生产，推动
了绿色出行。

中国的“双创”，因其“众”而成其快、成其
势、成其强。

今年，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将每年 4 月
21 日指定为世界创意和创新日，并呼吁各国
支持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中欧国际工商学院
副院长丁远说：“中国的‘双创’不仅让中国企
业家们对未来充满乐观，也极大增强了世界
各国对中国市场、中国经济的信心。”

信号 4 ：中国将如何扩大

对外开放？打造具有国际竞争
力的营商环境

中国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发展离不开
中国。

李克强在致辞中向世界再次传递强烈信
号——— 中国将继续积极主动扩大对外开放。
中国政府也将加快出台一系列实质性的举
措，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营商环境———

在外商多年来投资且十分关注的一些领
域，放宽外资股比限制；

在企业登记环节上，试点全面推开不管
是内资还是外资，一个窗口办事并限时办结；

在一些科技创新政策，符合 WTO 规则
的扶持政策上，对所有在中国注册的内外资
企业一视同仁；

……
“中国受到海外资本的青睐，得益于中国

市场为跨国公司提供了巨大商机，中国通过
改革开放、产业升级、出口结构转变以及‘一
带一路’建设等正向全球跨境投资者们释放
多重红利。”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投资和企
业司司长詹晓宁说。

贸发会议今年 6 月发布的《2017世界投
资报告》显示，2016 年中国是第三大外资流入
国，吸引外资 1340 亿美元。贸发会议对全球
主要跨国公司的调查结果显示，中国成为仅
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受欢迎的投资目的地。

中国政府一直致力于加快改革创造更佳
的营商环境，着力推进简政放权，着力减税降
费，在前几年减税降费 2 万亿元的基础上，今
年再减轻企业负担 1 万亿元……

“中国正处在转型升级的通道，改革红利
还没有完全释放，这是对外商的最大吸引
力。”德勤会计师事务所中国服务部主席杨莹
说。 (记者何雨欣、陈梦阳、安蓓、孙仁斌、
侯丽军、许可)

6 月 25 日，伊拉克摩苏尔。
跟随伊拉克反恐部队的装甲车，新华社

记者从刚刚被收复的新摩苏尔区一路向东，
前往战事激烈的老城。

从热闹的新摩苏尔区街头，到残败的老
城战区，不过两公里的距离，却隔开了生与死
的世界。

就在几天前，一名法国记者和一名伊拉
克记者在摩苏尔被炸身亡，伊拉克军方因此
收紧了对媒体战地采访的管制。几经波折，新
华社记者才得到了这次宝贵的采访机会。

25 日恰逢开斋节假期第一天，新摩苏
尔区街头，身着鲜艳新衣的小女孩玩耍嬉戏
着，不少人聚在食品店窗口前购买开斋节食
品。

随着车队不断前行，节日氛围很快消散，
战争气息越来越浓：房屋残破，废墟遍布；行
人逐渐变少，直至人迹皆无；枪声由远及近，
由疏变密，凄厉刺耳。

车队停在巴卜·辛贾尔区与老城之间的
街道上，这个区被认为是老城入口。不远处一

座巨大的厂房只剩下孤零零的框架，旁边空
地上两具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武装分子的尸
体还没来得及清理，路边有一大堆扭曲的车
辆残骸……此情此景，让人意识到，已经到达
另一个世界。

6 月 18 日开始，伊拉克政府军向“伊斯
兰国”控制的摩苏尔老城发起进攻，自去年
10 月开始的摩苏尔战事进入最后阶段。

在巨大的爆炸声和密集的枪声中，记者
穿上防弹衣、戴好头盔，跟随士兵躲进路边建
筑物里。这里距老城最前线只有 200 米，反恐
部队士兵正在整理装备，准备投入战斗。

指挥战斗的反恐部队官员阿卜杜·萨拉
姆中校说，反恐部队已控制老城 60% 的地
区，但老城内仍有大量平民被困，且由于街道
狭窄，政府军车辆难以展开机动，战事进展较
为缓慢。

老城是“伊斯兰国”在摩苏尔控制的最后
地盘，面积不到 3 平方公里。伊拉克官方估
计，战事开始之前有约 10 万名平民被困其
中。“伊斯兰国”武装分子将大批平民用作“人

肉盾牌”，企图以此阻挡政府军攻势。
从避身处来到大街上，几辆装甲车疾驰

而过，向老城方向驶去，留下滚滚尘烟。一名
军官指着军车前行的方向说，以前朝那个方
向能看到高耸的努里清真寺宣礼塔。

“不光在这里，几公里外的地方都能看到
宣礼塔，可现在什么也看不见了。”他无奈地
说。

努里清真寺是摩苏尔标志性建筑，有着
800 多年历史。困兽犹斗的“伊斯兰国”武装
分子 21 日将这座清真寺和宣礼塔炸毁。

老城战事激烈，政府军与极端分子在很
多地方展开反复争夺，战线并不稳固。出于安
全考虑，萨拉姆中校要求记者不能停留太长
时间，立即撤往安全地带。

就在此时，远处路口拐角处一阵喧哗，一
群平民打扮的人走了过来，其中有很多妇女
和儿童，领路的是一个瘦瘦的男孩，手里举着
一面白旗，边走边摇。

看到这群人，记者心头一紧。就在 23 日，
极端分子混在逃离的老城平民中引爆炸弹，

导致十几人死亡。好在经过政府军盘查，他们
的平民身份得以确认并被放行。

这些人刚刚从老城战区逃离，顶着 40
摄氏度的高温来到这里。确认安全后，刚刚
经历生死考验的他们终于放松下来：筋疲力
尽的妇女抱着孩子瘫坐在地上，有的人脸上
有逃出生天的喜悦，有一些人则开始放声痛
哭。一名叫乌姆·尤尼斯的妇女担忧仍被困
老城、生死未卜的儿子和女儿。另一位平民
阿布·穆罕默德说，“伊斯兰国”武装分子占
领了他的家，把他们一家赶走，但在政府军
轰炸开始后，又强迫他们回到房子里充当

“人肉盾牌”。
这样的生死记每天都在摩苏尔前线上

演。把车上所有食物和饮用水都送给他们后，
记者跟随反恐部队匆匆离开。回程路上的一
个消息令人感叹战争的残酷和生命的无常：
当天晚些时候，就在记者刚刚去过的地区，一
名政府军上校在疏散平民时被流弹击中身
亡。 (记者魏玉栋、程帅朋)

新华社伊拉克摩苏尔 6 月 26 日电

记者离开不久，一政府军上校中弹身亡
新华社记者随反恐部队前往战事激烈的摩苏尔老城，亲历火线生死记

达沃斯传递中国发展哪些重要信号

▲ 6 月 27 日，嘉宾在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参观一架自动驾驶载人飞行器。当日，世界经济论坛
第十一届新领军者年会（2017 夏季达沃斯论坛）在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开幕。 新华社发（龙雷摄）

 6 月 27 日，边防战士与民警
制服“暴徒”。

当日 ，代号为“天山－ 3 号
（2017）”的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中
吉边防部门联合反恐演习在中吉两
国边境同时打响，两国边防部门采
取“实地、实兵、实装、实弹、实爆”方
式，从演习内容到模拟障碍物设置
都与“实战”紧密结合，全面检验了
中吉在兵力部署、机动作战、联合指
挥、协同配合、共同打击暴力恐怖活
动方面取得的突出成效，开启了上
合组织框架下国际执法合作的新篇
章。

新华社记者王菲摄

联合反恐演习

●“中国人来了 ，

收视费降了，我们都
能看得起最好的电
视节目了”

● 2007 年开始在
非洲投资的四达时
代目前已在尼日利
亚 、肯尼亚 、南非等
30 多个国家注册成
立公司并开展数字
电视运营，发展用户
近千万

●中国承诺为非
洲 1 万个村落实施
收看卫星电视项目，

四达时代正积极参
与到这一“万村通”

工程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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