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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夏时节的乌蒙大地上，绿树沿山
起，碧草连天涯，一派勃勃生机。

走进贵州毕节金海湖新区双山镇
普陆村，一排排温室大棚令人目不暇
接，几十名精准扶贫户正忙碌照料着时
令蔬菜。

“我在大棚里面务工一天可收入一
百元，种出来的产品由恒大收购，我们
每人可以分红 60%。”普陆村精准扶贫
户高兴地说，他利用政府的优惠政策无
息贷款 5 万元，并将自己 4 亩土地入股
村合作社，大棚建起来后他分到两个大
棚进行管理。

今年春季，大棚已出产了一批经济
效益高的羊肚菌，村民们收到了大棚建
起后的“第一桶金”。

在响水乡，带动产业发展的“新引
擎”是一片花。

“今年刚过完春节，我们就组织群众
大规模种植玫瑰花。去年种的，今年已
经收获好几批，玫瑰盛花期每亩产值达
到 1 . 12 万元。”响水乡乡长苏丹说。

有产业才能长久发展，产业扶贫才
能斩断穷根。

目前，金海湖新区通过“一乡一特、
一村一品”的农业产业发展规划，岔河镇
万亩刺梨园、文阁乡万亩天麻等各乡村
的产业项目如雨后春笋般不断涌现。

贫困户或以土地入股，或参与种植
加工，或自主创业，逐步实现了产业扶
贫“不落一人、不失一户”和“创业一人、
带动一方”的效果。

文/黄雅璐 汪瑞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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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资产由 1993 年最初成立时的 87 . 5
亿元增长到 2018 年 6 月末的 60917 . 59 亿
元，增长 696 倍；营业收入从 1993 年末建
行之初的 3 . 37 亿元增长到 2017 年末的
1686 亿元，增长 500 倍；净利润从 1993 年
的 1 . 3 亿元增长到 2017 年的 542 . 4 亿
元，增长 416 倍，年均复合增长率接近
30% ……缔造这份靓丽业绩的是上海的
骨干金融企业浦发银行。如今的浦发银行，
已经架构起全国性国际化商业银行的经营
服务格局。

浦发银行党委副书记、副董事长、行长
刘信义 11 日在“对话上海国企领导”全媒
体访谈中表示，浦发银行成立以来不断创
新突破，持续提升自身金融服务能力，用
25 年的时间取得了股份制银行平均 30 年
发展才能取得的成就。未来将围绕“以客户
为中心，科技引领，打造一流数字生态银
行”的战略目标，将“浦发银行”品牌和“新
思维、心服务”品牌主张塑造成具有行业标
杆地位的旗舰型高端服务品牌。

人工智能、云计算、大数据、区块链等
“黑科技”正改变着各行各业的形态，银行
也不例外。如今的银行已经迈入了数字金
融新时代，浦发银行的科技金融应用更是
走在了前沿。“其实金融机构是金融科技应
用最为广泛的机构，我们大力推进服务渠
道的智能化转型，VTM(远程智能银行)交
易笔数同比增长 124%，零售业务自助渠
道分流率增至 83% 在，在业内首推智能柜
台 i-Counter，可以替代完成人工柜台 90%
的功能。空中营业厅智能服务占比达
86 . 7%。”刘信义说。

将科技金融创新应用真正落地，浦发
银行是金融创新的弄潮儿。实际上，浦发银
行从诞生之初就有着创新的烙印。25 年
前，浦发银行在浦东开发开放的改革大潮
当中诞生，在一些重要的时期和关键节点，
浦发银行都及时抓住了有利机遇，既服务
了国家战略、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也实现了
自己又好又快的发展。刘信义表示，“现在
我们又面临着上海着力构建新时代发展战
略优势的关键时期，我们浦发银行如何把
握好和利用好这个战略的机遇？这对浦发
银行的高质量可持续发展有重要的意义。”

据悉，对标上海打响“四大品牌”的各
项目标和举措，浦发银行结合自身转型的
发展实际，研究制定了具体推进落实的工
作方案和责任分工表。

“具体来说，我们的总体目标是对标国
际最高标准、最好水平，积极打响上海四大
品牌的同时，加快实现浦发银行自身的高
质量发展。到 2020 年，我们要实现浦发银行支持上海打响
四大品牌服务的能力显著提升。作为新时代金融业高质量
发展排头兵的辐射带动作用显著增强，标杆引领效应能够
显著扩大。”刘信义说。

随着上海服务整个在全球辐射力度和影响力的大幅提
升，刘信义认为，浦发银行未来的服务和发展空间会更大，
担任的使命和责任也更加重要。“应该说我们通过这么多年
的努力，在经营业态上实现了由中小型银行向大中型银行
跨越，由单一资金中介的传统商业银行向提供全面金融服
务的金融集团的突破，形成了以银行为主体的集团化发展
格局。下一步，浦发银行将不断强化自身品牌建设，提升浦
发银行辐射带动能力，促进‘上海服务’品质提升，增强‘上海
服务’的全国辐射度。” (本报记者王淑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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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厦门 9 月 11 日电(记者董建国、黄
鹏飞、何凡)百舸争流，奋楫者先。第二十届中国
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 11 日在厦门落幕，本届投
洽会上，来自欧洲、非洲、东南亚等世界各地的
客商频频向中国资本和企业抛出“橄榄枝”。种
种信息显示，从大规模“引进来”，到大踏步“走
出去”，“中国制造”“中国资本”不断给世界经济
带来新活力。

世界向“中国资本”频抛橄榄枝

在世界经济阴影笼罩的背景下，投洽会吸
引了世界各地客商的目光，超过 110 个国家和
地区的逾 12 万名客商参会。

适值“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五周年，“一带一
路”建设成为投洽会重要内容。

作为本届投洽会主宾国，捷克在会展中心
现场设立 500 平方米展位。“现在越来越多中国
企业到捷克投资兴业，我们预计未来增长态势
会进一步加强。”捷克贸易促进局中国地区总监
艾磊石说。

展会上，2000 平方米的“海丝”国家馆吸引
了包括东盟 10 国在内的 20 多个“一带一路”沿
线国家参展，联合国工发组织也设立 6 个展位，
展示“海丝”国家绿色工业合作各方面内容。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五周年，我们见证了
它从点到线到片的变化过程，沿线国家都主动

尝试融入，特别是对中小国家来说，这是一次
共享发展的机遇。”马来西亚厦门总商会总会
长郑培植说。

专程到投洽会寻找中国投资伙伴的德国
中小企业联合会总会中国首席代表托马斯推
介了德国的新能源汽车和游艇等近十个项
目。他说：“德国和中国有很多潜在的合作机
会，我们敞开怀抱欢迎中国资本以各种形式
来德国投资。”

联合国贸发会议在投洽会上发布的《世
界投资报告 2018(中文版)》显示，2017 年在
国际投资普遍黯淡的背景下，中国对外投资
虽降至 1250 亿美元，但仍是全球第三大和发
展中国家中最大的对外投资国。

“走出去”完善全球产业链布局

在埃及首都开罗街头，随时可见一辆辆
金龙轻客呼啸而过；在玻利维亚首都拉巴斯，
所有城市公交运行系统的车辆均为金龙客
车…… 2000 年以来，借助投洽会平台，总部
位于厦门的金龙汽车集团着手布局海外市
场，至今已成功开拓 160 个国家和地区，出口
量位居我国客车出口第一名。

这只是中国企业“走出去”的一个缩影。
越来越多中国企业“到大海中游泳”，在提升
自身核心技术、品牌效益的同时，也深度整合

全球资源。
投洽会上，一些国家政府代表、专家学者

和企业家普遍认为，目前中国企业海外投资
正从能源类投资向高端制造、品牌和技术类
投资转变，更加注重全球产业链布局和本地
化运作，中国企业“走出去”正迈向更高层次。

今年 7 月，全球锂离子动力电池龙头企
业宁德时代新能源公司和德国图林根州政府
签署协议，将投资 2 . 4 亿欧元设立德国最大
的锂电池生产基地及智能制造技术研发中
心。

“此举将中国的动力电池技术带到德国，
通过在欧洲形成本土化动力电池供应能力，
进一步开拓欧洲市场。”宁德时代新能源副董
事长、首席战略官黄世霖在投洽会上表示。

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罗长远
教授认为，中国企业积极“走出去”参与全球
产业链竞争、合作，将有效提高生产效率、促
进相关技术标准更加科学合理。

“走出去”打造互利共赢“升级版”

投洽会期间举行的国际投资论坛、国际
产能合作论坛等多场论坛上，与会嘉宾就推
进“一带一路”倡议和国际投资合作、国际产
能合作等进行了广泛的探讨与交流。

一次次头脑激荡的风暴，一场场思想共

鸣的盛宴，折射出世界经济对中国动能的企
盼。

“未来可以在数字经济、电子商务、智
慧城市等领域拓展合作。”东盟秘书长林玉
辉说，中国是东盟仅次于欧盟和日本的第
三大外商投资来源地，也是东盟的重要贸
易伙伴。“一带一路”倡议受到东盟国家欢
迎，这可以与《东盟互联互通总体规划
2025》更好对接。

“中国企业‘走出去’实现了和东道国的互
利共赢。”中国企业联合会常务副会长朱宏任
说，中国提升了整合外部资源能力，也补充了
东道国资金缺口、促进了当地经济发展。

中国企业“出海”给世界经济带来外溢红
利，也给当地百姓生活带来便利。

“早在 2008 年九牧就已进入阿联酋市
场，2010 年进入沙特市场。”九牧厨卫股份有
限公司董事长林孝发说，目前，九牧已与印
尼、卡塔尔、阿联酋等十多个“一带一路”沿线
国家建立深度合作关系，并开设“海外展厅”，
为当地百姓带去更加健康、智能的厨卫生活。

“中国双向投资的发展，不仅促进了
中国经济持续增长，也对世界经济增长发
挥了积极作用。”商务部副部长王受文在
投洽会上表示，商务部将以“一带一路”建
设为重点，坚定不移地支持中国企业“走
出去”，推动双向投资协调有序发展。

百 舸 争 流 更 奋 楫
从第二十届投洽会看中国企业“走出去”

第二届“全球程序员节”将于 10 月 24 日-25 日在西安
高新区会议中心举办，本届的主题是“数字世界，码动未
来”，将围绕“人”这一核心展开。众多海内外大咖将齐聚西
安，聚焦“程序员”“软件定义世界”“一带一路”“务实创新”
“科学武装”“创新人才”等六大主题。

本届全球程序员节旨在提高程序员群体的社会知名度
和影响力，壮大数字产业大军；还将发布《改革开放以来软
件产业发展回顾与展望蓝皮书》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工
业信息化指数》；此外，还设置了少儿创意编程趣味竞赛，培
养孩子们的编程爱好。

“全球程序员节”已成为和西商大会、硬科技大会并列
的西安三大国际盛会之一，将为全球软件人才搭建多层次
交流平台，构建云上“数字丝路”大通道，推动西安与“一带
一路”沿线国家交流合作，打造“中国软件名城”。(李康)

第二届“全球程序员节”

将在西安高新区举办

新华社成都 9 月 11 日电(记者吴晓颖)22
岁的扎西斯郎紧张中透着期待，一个多月前他
通过了甘孜藏族自治州特岗教师公招考试，这
两天就会公布要去任教的学校。扎西斯郎出生
在甘孜州得荣县徐龙乡莫丁村，全村虽只有 43
户人，近 20 年间包括他在内，已走出了 26 名大
学生。

这 26 名大学生中，有 6 名在读，已有 20
人从西南民族大学、四川师范大学、西南医科
大学等高校毕业。他们中，有的考上了公务员
或进入事业单位，有的在州内创业，带动乡亲
们致富。

莫丁村位于川滇交界金沙江畔海拔 2600
米的山坳里，距省会成都 1000 多公里。两年前，
村子山脚下的跨金沙江石桥还未建时，村民出
山主要靠溜索过江，或从半山腰的羊肠小道穿
行，翻过一座座大山。全村 43 户 267 人，均是藏
族，村民多以放牧、种地为生，2017 年人均纯收

入 4100 余元。
26 名大学生均是从莫丁村教学点开始

他们的启蒙教育的。这个建于 1960 年的山村
教学点是全县目前仅存的一个村小教学点。
孩子们在这里学到小学 3 年级后才转入硬件
条件更好的白松集中办学点就读。

走进莫丁教学点，没有校门、校牌，白墙
红顶的二层藏式校舍是十多年前村民投工投
劳修建的，一小片水泥操场上摆放着一个篮
球架，一张乒乓球桌是仅有的大型体育器材，
教室内没有电教器材、老师用粉笔在黑板上
写板书。

教学点 44 岁的老师扎西曲批告诉记
者，这学期的 9 名孩子从 4 岁到 8 岁不
等，被分为学前班、一年级两个班，所有
课程由他和另一名“80 后”老师土登降错
一起上。

尽管条件简陋，这所“微型学校”的教学

质量却在村民中有口皆碑，学生成绩在乡里
屡屡领先，在各级艺术比赛中多次拿奖。今
秋，在县城读幼儿园的丁真罗布被接回村子
上一年级。他的外祖父洛松说，“阿批老师教
得好，我小女儿毕业于西南民族大学，也是他
教的。”

毕业于四川民族学院的扎西斯郎是从莫
丁教学点走出的 26 名大学生之一。他告诉记
者，“阿批老师上课很投入，讲到精彩处手舞
足蹈，能带动课堂气氛；放学后，孩子们喜欢
留在学校写作业、玩耍，阿批老师就陪着，一
一进行补习、讲解。”

村民们口中的“阿批”老师——— 扎西曲
批，是土生土长的莫丁村人。高中毕业后，他
在莫丁教学点教了 24 年书，自学考取了大专
文凭；5 年前通过甘孜州代课教师公招考试，
转为公办教师。

“教书就像是种庄稼，你付出多少汗水心

血，都能在学生的进步中得到体现。”并非师
范科班出身的扎西曲批说。

20 多年来，和扎西曲批搭档的村小老师
先后走了 10 多个，家人也多次劝他改行，但
扎西曲批却深深爱上了这个工作。学校缺少
文体器材，他就上山砍栎树做成二胡，带孩子
们唱歌、跳锅庄和弦子舞。

已在莫丁教学点当了 8 年老师的土登降
错，也是扎西曲批的学生。虽然右腿装了假肢、
行动不是很利索，他却乐于跑前跑后地照顾孩
子们，和他们打成一片，一起打乒乓球、下象
棋。

傍晚，村里升起袅袅炊烟，在夕阳斜照的
操场上，孩子们打篮球、下象棋的欢笑声不时
响起。得荣县教育体育局局长阿郎泽仁介绍
说，自 2015 年起，全州实现了从幼儿园到高
中的 15 年免费教育，确保“不让任何一名学
生因贫困而失学”。

四川一个 43 户偏远藏村走出 26 名大学生

江西：“牛会节”助推“牛经济”

▲ 9 月 11 日，在白圩乡盛世观园生态农庄，养牛户带着耕牛参加奔牛比赛。

当日是农历八月初二，也是江西省进贤县白圩乡传统的“牛会节”，百牛选美和奔牛
比赛等一系列活动丰富多彩，吸引乡亲及游客前来驻足观赏。近年来，进贤县白圩乡以
“牛会节”为契机，着力打造进贤民俗文化乡村旅游，促进进贤生态旅游产业快速发展。

新华社记者宋振平摄

“洋校长”在中国
在中国有这样一批“洋校长”，他们因为各

种机缘来到中国，又因为中国的魅力选择留在
这片热土，投身教育事业。

澳大利亚人古德曼 1976 年来华留学，在南
京、北京、四川、青海等地开展社会学研究，见证
了中国 40 年的改革开放。虽然年逾古稀，但他
仍然担任西交利物浦大学的学术副校长，诠释
着什么是“老当益壮”。

古德曼坚持骑单车上下班。在他眼里，发达
的交通网络是改革开放 40 年里中国社会最显
著的变化之一。“(按照岁数)我该退休了。但我
还有梦想，我还要为建设现代中国高等教育的
未来出力。”古德曼说。

位于江苏苏州的西交利物浦大学拥有 1 . 3
万名在校生，以及来自全球 50 多个国家和地区
的教职员工。2017 年，古德曼从学校中国研究
系主任转任副校长。“我们要做的，不是直接引
入西方现成的知识，告诉中国应该怎么做，”古
德曼说，“在中国从事中外合作教育，应当帮助
中国找到适合本国的解决方案。”

美国人丹尼斯·西蒙现在是昆山杜克大学
常务副校长，他早在 1981 年就曾到访中国。

“我在读本科的时候就对中国产生了兴趣。

初步接触之后，中国的历史、文学艺术和传统哲
学深深吸引了我。”他说。

西蒙坦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发展速
度举世瞩目。这些变化让他对中国更加着迷，
也最终促使他决定把工作重心放在中国。

“我对中国的未来充满信心，”西蒙说，
“只要我还干得动，能为中国教育做出自己的
贡献，这个‘洋校长’我会一直当下去。”

韩国人李载福因一次旅游与苏州结缘。

回到韩国后两年，李载福终于争取到在苏州
韩国学校担任校长的机会。

“苏州悠久的历史、整洁的市容、友好的
市民都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李载福说。

苏州韩国学校是一所面向韩国侨民子女
的国际学校，课程设置与韩国本土公立学校
基本一致，但在李载福的教育理念中，这所学
校应当具有更宽广的视野。

“能理解不同的人方为智者”，这是苏州
韩国学校的校训。李载福认为，在全球化时
代，跨文化背景是这所学校的学生相对于韩
国本土学生的独特优势。

“虽然我们是一所韩国学校，但我认为，
在中国，就要学习中国文化，理解中国习俗。”

李载福告诉记者，他希望能够与周边的本土
学校建立联系，帮助韩国师生更深刻地理解
中国。 (记者眭黎曦、陈席元)

新华社北京 9 月 10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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