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入冬的广州从化，暖意融融 。
采访室里的尼尔·布什 ， 幽默风
趣 ， 不时把在场的记者们 逗 笑
了 。 身为美国前总统乔治·布什
（老布什 ） 的儿子和美国前总统
乔治·沃克·布什 （小布什 ）的弟
弟 ， 俊朗的尼尔·布什现任布什
美中关系基金会主席 。 他 一 出
现， 很快便被记者们抛来的 “特
朗普退出一些国际组织对多边主
义发展的影响 ” “中美贸易 ” “气
候变化 ” “可持续发展 ” 等问题
“围”住了……

据了解 ， “2019 从 都 国 际 论
坛” 首次邀请著名国际友人亲属
出席论坛 ， 尼尔·布什是其中一
位。 除尼尔·布什外，受邀参加此

次从都国际论坛的前著名外国政
要的后人还有法国前总统戴高乐
的曾孙女娜塔莉·戴高乐、美国前
总统理查德·尼克松的外孙克里
斯托弗·考克斯等。

娜塔莉·戴高乐是夏尔·戴高
乐的曾孙女， 后者是法兰西第五
共和国的创建者和首任总统 。 在
夏尔·戴高乐的领导下，法国成为
第一个承认新中国的西方大国。

“很遗憾，我没有和曾祖父有
过直接的接触，我父亲曾对我说，
曾祖父常说， 中国的文明比有记
录的历史还要悠久。 我的曾祖父
相信，全球的发展不能没有中国，
中国的力量无法忽视 ， 所以他希
望推动法国与中国建立联系 。 ”

接受采访时，一头金发、漂亮的娜
塔莉·戴高乐说，这是她第二次来
到中国、第一次来到广东。广东很
有活力， 相信它能成为亚洲发展
的一个典范， 也希望越来越多的
法国企业来广东投资 ， 推动更多
中法合作。此外，在推动全球可持
续发展方面，娜塔莉·戴高乐希望
欧洲和中国可以继续加强合作 ，
共同应对挑战， 推动气候变化问
题朝正确方向迈进。

尼尔·布什、 克里斯托弗·考
克斯和娜塔莉·戴高乐，分别代表
了 “中国人民的老朋友 ” 的第二
代 、第三代 、第四代 ，也是新时代
推进中国与世界广泛交流的新使
者。 （董柳 柳卓楠 蒋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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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城晚报讯 记者董柳、
蒋隽、柳卓楠报道：国家副主
席王岐山 1 日在广州出席

“2019 从都国际论坛” 开幕
式并致辞。

王岐山表示， 和平与发
展是时代主题， 多边主义是
人类必然选择，扩大合作、共
同发展是世界各国的广泛诉
求， 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
则为核心的多边主义实践成
果丰硕。 当前，世界政治经济
格局深刻变化， 新一轮产业
与技术变革突飞猛进， 利益
多元、 思想多样特点更加鲜
明， 人类面对的共同挑战更
加突出， 国际治理体系需要
与时俱进。 近年来，经济全球
化出现波折，单边主义、保护
主义、民粹主义兴起，从根本
上冲击多边主义理念和秩
序。 选择融合还是分隔，合作
还是纷争， 世界期待理性回
答。

王岐山指出， 中国是多
边主义的践行者和捍卫者，
也是受益者和推动者。 中国
始终坚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
原则， 广泛参与国际组织和
国际公约， 积极承担国际责
任，恪守世贸组织规则，为推
动世界经济复苏增长作出重
大贡献。 中国主动开放市场，
倡议共建“一带一路”，与世
界共享中国发展机遇。 中国
坚持和平发展、 坚定支持多
边主义， 就是要维护好自身
的发展环境， 通过自身发展
造福世界。 中国的发展不是
要取代谁， 不会在世界上扩
张称霸， 而是秉持共商共建
共享的全球治理观， 推动实
现国际关系民主化。

王岐山强调， 中国主张
构建新型国际关系、 打造人
类命运共同体， 根植于中华
文化“天下为公”“和而不同”

的传统理念， 以共创更加繁
荣美好的世界为目标， 以合
作共赢为核心， 以国际规则
为基础，以公平正义为要义，
以多边机制为依托， 以有效
行动为导向。 中国主张顺应
了时代潮流， 为新时期国际
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贡献了
中国智慧、中国力量。

王岐山指出，可持续发
展是开启多边主义合作新
实践的“金钥匙”。 中国将可
持续发展作为国家战略，践
行新发展理念，推动经济高
质量发展， 统筹好经济、社
会 、环境之间的关系，形成
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
中国愿同国际社会携手合
作， 全面落实 2030 年可持
续发展议程，积极参与应对
气候变化国际合作，开辟崭
新的可持续发展之路，打造
开放共享的世界经济，建设
普惠包容的幸福社会，构建
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美丽
家园。

出席论坛期间， 王岐山
同世界领袖联盟主席弗赖贝
加、 法国前总统戴高乐曾孙
女娜塔莉·戴高乐等国际友
人简短寒暄。

广东省委书记李希出席
开幕式并致辞，弗赖贝加、澳
中友好交流协会主席周泽荣
分别致辞， 中国人民对外友
好协会会长李小林主持开幕
式， 广东省省长马兴瑞出席
开幕式。

“2019 从都国际论坛”以
“多边主义与可持续发展”为
主题，260 余位外国前政要、
国际组织前负责人以及友好
人士亲属、中外企业家、专家
学者等出席本届论坛。 广东
省及广州市领导张硕辅、叶
贞琴、郑雁雄、李春生、温国
辉等参加有关活动。

在揭阳市大南海石化产业
园内，中委广东石化炼化一体化
项目正在驶上快车道。 广东石化
工程管理部主任崔峥嵘介绍，现
场施工装置主要包括厂前区、原
油码头、产品码头工程及炼油区
装置桩基施工。 在炼油区施工现
场， 正在进行的是延迟焦化、石
油焦制氢等装置桩基施工，预计
明年 5 月份将建成投用。

据悉，产品码头陆域吹填已
完成， 预计今年 12 月底全部完
成；另一座重要码头原油码头也
在加紧建设，建成后年通过量达
2000 万吨左右。

该项目计划于 2022 年 6 月
全部建成投产。 投产后的产品包
括达到国Ⅵ标准的汽油、 柴油、
航空煤油以及高密度聚乙烯、聚
丙烯等化工品， 将成为绿色、智
能、 效益型世界级炼化基地，并
有效拉动揭阳市经济增长，对广
东省提高区域发展平衡性和协
调性具有重大意义。

风劲帆满海天阔。 重点项
目投资规模大、产业关联度高、
带动能力强， 对经济发展贡献
大。 目前，在多重政策举措带动
下， 广东重大项目建设进一步
加快。

是开启多边主义合作新实践的“金钥匙”

1月-10月，广东省重点项目完成投资6428亿元，达年度计划投资的98.9%

重大工程项目建设
跑出广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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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风起，潮头立，面临着粤港澳大湾区和深圳先行示范
区“双区驱动效应”的良好机遇，广东攻坚克难、乘势而上，交
通、水利、能源、产业等一批重大项目落地建设。 数据显示，
2019 年广东共安排省重点项目 1170 个， 年度计划投资
6500 亿元。 1 月 -10 月，省重点项目完成投资 6428 亿元，
为年度计划投资的 98.9%。 其中，重点基础设施工程投资发
挥了拉动投资的主力作用，完成投资 3828 亿元。

近日，由广东省宣传部联合省发展改革委组织的媒体采
访团，走访南沙港四期工程、深中通道、珠江三角洲水资源配
置工程等省重大工程项目，实地考察项目的建设情况。

南沙港四期建设工地， 刚完
成的鱼塘推填围堰一望无际。 南
沙港四期是广州港智慧港口建设
项目，集人工智能、新一代物联网
感知等先进技术为一体，岸桥、轨
道龙门吊、 进出闸口等均为智能
自动化， 旨在将南沙港打造为智
能环保型的全自动化码头。 该项
目 2021 年建成后，南沙港区每年
的集装箱吞吐量预计可超 1800
万标箱，位居全球单一港区前列。

“南沙四期定位是集装箱中
转港， 创新技术的应用有利于降
低码头运营成本， 安全生产管控
水平也将大幅提升。”广州南沙联
合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总经理何
业科介绍。

在深中通道 S07 标施工观望
平台上远眺，中山大桥四个钢吊箱
全部下放。 据深中通道管理中心副
主任、总工程师宋神友介绍，深中
通道设计、施工都是世界级技术挑
战，例如世界首次大规模应用“超
宽、深埋、变宽”的钢壳砼沉管隧
道，完全靠自主创新研发摸索。

深中通道上主跨 1666 米、桥
面高达 90 米的伶仃洋大桥，是世
界上通航净高最高的桥梁。 如何
才能抵抗住频发的超强台风？ 建
设者们花了两年时间攻克了这一
难题， 打破了欧洲某知名桥梁设
计公司认为整体钢箱难以满足项
目抗风性能的论断。

据了解， 深中通道建成通车
后，中山、珠海、江门及粤西等地
区通往深圳、 粤东等地区的过江
时间将从目前 2 小时缩短为 20
分钟左右。

在惠州市惠城区境内的剑
潭东江特大桥建设现场，工人们
正在紧张施工，目前两个桥墩已
完成浇筑。 这座大桥是控制性节
点工程，是赣深高铁和广汕高铁
的共线桥梁，建成后，两条高铁
将在这里并线 4 线跨越东江。

横跨东江的剑潭东江特大桥
采用矮塔斜拉桥桥型，是目前国内
高铁最大宽度矮塔斜拉桥。该桥在
东江江面上只有 2 个桥墩，中间横
跨 260 米。 中交三航局赣深铁路 7

标段第一项目部副经理许鲁雄告
诉记者，在施工中遇到了很多技术
难点，施工队根据实际情况研发新
材料、制定新方案，确保工程高效
高质、安全有序推进。

据悉， 赣深高铁计划 2021
年建成开通，届时惠州至赣州车
程可缩短至 1 个半小时。

“空中项目”的建设也在积
极推进中。 采访团在揭阳了解
到，揭阳潮汕国际机场跑道延长
及站坪扩建工程将于年底前竣

工投产。 届时，揭阳潮汕国际机
场可满足起降波音 787、 空客
330 等宽体飞机的运行条件，具
备直航欧美的能力。

据了解，该扩建工程主要分
为两个部分， 一是延长跑道至
3200 米，机场飞行区等级从 4D
提升到 4E 级；二是扩建站坪，增
加货机位。 经扩建，站坪面积由
16 万平方米增加到 38.8 万平方
米； 客机位总数由原有 21 个增
加到 40 个，新增 4 个货运机位。

“项目投产后，机场辐射能
力将大大增强，由原来的服务于
粤东三市的老百姓，进一步辐射
到闽西南、赣东南整个大粤东地
区， 将为周边 1400 万名旅客做
好航空服务。 ”揭阳潮汕机场公
司副总经理邱子平介绍，为更好
融入粤港澳大湾区，机场最近开
通了揭阳飞澳门的航线，目前揭
阳机场飞往国际的航线有八条，
接下来的两至三年将进一步将
国际航线增多至十五六条。

在交通建设取得新进展的
同时，水利建设方面，一个百亿
元大项目———珠三角水资源配
置工程也正稳步推进。 目前，工
程建设进入全面建设阶段，预计
2024 年具备通水条件。

在工程试验段深圳公明水
库工地现场， 工作人员介绍，珠
三角水资源配置工程是目前世
界上输水压力最高和盾构隧洞
最长的调水工程，西起西江干流
鲤鱼洲，输水至广州南沙区新建
的高新沙水库、东莞市松木山水
库、 深圳市罗田水库和公明水
库。建成后，将有效解决广州、深
圳、 东莞生活生产缺水问题，并
为香港等地提供应急备用水源。

由于输水线路全在 50 米至
55 米深的地下， 并穿越珠江和
2.4 公里的狮子洋主水道， 盾构
机在地下的施工面临诸多挑战，

“这种技术并没有成熟的经验。 ”
珠三角水资源配置工程设计总
负责人严振瑞表示。

经过不懈努力， 去年 10 月
初，全长 339 米，直径 6.3 米的
结构型试验段正式贯通，为主体
工程施工提供技术支撑。

水利工程建设关乎民生福
祉， 不仅要实行跨流域调水，更
要坚决打赢水污染治理攻坚战。
当前，位于汕头段的练江流域水

污染整治工作已经初见成效。 汕
头潮阳区西北部的谷饶镇是中
国针织内衣名镇，辖区内针织印
染企业较多，生产生活污水的排
放使得谷饶溪一度成为污染最
严重的练江支流之一。 而如今，
这里地绿水清，以往的黑臭水体
已不见踪影。

汕头市水务局四级调研员
陈长忠介绍，去年谷饶镇通过拆
除岸边违建、河道清淤、建设截
污干管等工作，基本解决了污水
直排的问题，今年 7 月份后保持
在地表水Ⅴ类标准。 同时，至今
年 11 月 8 日， 朝阳区纺织印染
环保综合处理中心的污水处理
厂完成总工程量 79.85%， 预计
明年 6 月底建成。 目前，朝阳区
所有纺织印染企业已全部搬入
园区。

除了工业水污染的治理，在
汕头潮南区桃陈社区，各家各户
几乎都接入了污水管道。 在这
里，源头截污、雨污分流试点工
作正深入开展。“之前排污是很
乱的，现在洗碗、洗衣服的水都
会倒到水槽，厕所、厨房、浴室、
洗衣等生活污水都会排入新建
的污水管，而雨水单独修到另一
个管。 ”当地村民陈迎辉说，自从
雨污分流，最直观的变化是溪水
变得清澈，也没有了臭味。

文 / 羊城晚报记者 汪海晏 王丹阳 图 / 羊城晚报记者 梁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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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沙港四期
完成推填围堰

揭阳潮汕国际机场年底完成扩建

练江汕头段恢复清水绿地

世界级炼化基地已具雏形

“加速度”

可持续
发展

王岐山出席“2019 从都国际论坛”开幕式并致辞

特
写

建设中的深中通道

2019 从都国际论坛开幕 羊城晚报记者 宋金峪 摄

以“多边主义与可持续发展”
为主题的“2019 从都国际论坛”1
日开幕，“处于十字路口的多边主
义” 成为与会嘉宾讨论交流的热
点话题之一。 如何应对全球保护
主义、单边主义持续蔓延，如何维
护多边主义， 与会嘉宾们畅所欲
言、建言献策。

要寻找利益和目标
共同点

对于多边主义发展中遇到的
障碍，比利时前首相、世界领袖联
盟成员伊夫·莱特姆表示，全球都
正在努力寻求解决方案。他说，首
先要解放思想， 以更加开放和包
容的心态面对发展。 其次要寻找
更加有效的国际机制。 各个国家
以及国际组织在发展过程中，都
有自己要面对的问题。 联合国即
将迎来成立 75 周年，“我们需要
不断进行改革和调整， 发挥国际
组织的积极作用， 寻求利益和目
标的共同点， 以实际工作促进多
边主义发展”。

坦桑尼亚前总统、 世界领袖
联盟成员本杰明·威廉·姆卡帕从
非洲国家视角讨论了多边主义的
发展。他认为，当下很多发达国家
通常只看到非洲丰富的自然资
源，而没有看到其他方面，这是片
面的，也给非洲带来了许多纷争。
要实现多边主义， 不能忽视非洲
发展中国家。 他希望通过多边主
义的发展为非洲引来更多公平的
合作、投资，让非洲国家在世界上
有更多的话语权，有更多“非洲声
音”。姆卡帕特别提到中国与非洲
的友好关系， 表示非常欣赏和感
激中国对多边主义的态度， 中国
的很多做法都是非洲的榜样，例
如中国开展的南南合作等。

单边主义让全球面
临风险

“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
安在？ ”在“处于十字路口的多边
主义” 分论坛上，IBM 全球副总
裁、大中华区董事长陈黎明，以李
白的诗句形容当今跨国企业深陷
国家间贸易摩擦的身不由己和无
所适从。他指出，多边主义的缺失
对跨国企业造成极大影响：“看不
见的手”失灵，“看得见的手”不断
干预，这不符合全球化的需求。在
他看来， 全球化已经被证明是世
界经济的有效杠杆， 美国拥有世
界上最多的跨国公司，“这些公司
之所以全球领先， 最重要的原因
之一就是他们是全球化做得最好
的公司， 是让跨国资源效益最大
化的公司”。

陈黎明说，世界离不开中国，
中国也离不开世界。 中国该如何
面对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的
抬头？ 他认为，合作共赢是大势所
趋，中国应继续秉持开放、包容的
心态，不畏浮云遮望眼，最终将会

“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
海”。

南京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院
长朱锋认为，当下，保护主义、单
边主义在全球持续蔓延， 全球面
临地缘政治分裂风险，因而，讨论
“多边主义和可持续发展”主题非
常适合。 朱锋说，没有多边主义，
世界可能有陷入分裂的危险，还
可能回到冷战对峙， 使过去的努
力付之一炬。 要减少单边主义，世
界各国需要彼此尊重———尊重各
国发展阶段的不同， 尊重各国在
发展道路上的差异。“世界不应该
是单一的， 求同存异能促进多边
主义和各国的发展”。

热
议

多边主义处于十字路口
合作共赢才是大势所趋

论坛首次邀请著名国际友人亲属出席，老布什之子、戴高乐曾孙女被“围”住……

“广东很有活力，相信它能成为亚洲发展典范”

剑潭东江特大桥两个桥墩已
完成浇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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