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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合作和相互学习

将有利于两国促进商业发

展，改善我们人民的环境

和生活。

◀英国驻华大使吴百纳

雄安新区是一个非常
具有战略意义的项目，将会
成为一个最高标准城市发
展的新标志，也将成为提供
国际合作的巨大平台。

◀意大利驻华大使谢国谊

这次活动只是一个开
始，希望未来能够更加了
解雄安新区的发展需要，
使新加坡和雄安新区开展
更加具体的合作。

▶新加坡驻华大使罗家良

我们热切期待能拥有

更多的雄安新区的潜在项

目信息，因为我们相信合

作将会带来互利的结果。

▶芬兰驻华大使肃海岚

“我们参与京津冀地区发展的团
队一直与河北省政府和雄安新区保持
紧密合作，但我们还可以做得更多。”5
月 28 日，外交部河北雄安新区全球推
介活动上，英国驻华大使吴百纳接受
本报记者专访时表示。

吴百纳向记者列举了多项英国机
构与雄安新区展开的合作。

——今年年初，英国首相访华时，
中国银行、英国金丝雀码头集团与雄
安新区政府共同签署《关于雄安新区
金融科技城项目战略合作协议》，共同
建设雄安未来金融城。

——今年3月，英国组织了由伦敦
市市长出席的雄安论坛，其中着重展示
了英国在绿色金融、基础设施和低碳智
慧城市方面的优势。我们希望这将会
促进医疗和教育等领域的合作。

——英国建筑研究院还与中国招
商集团有限公司和雄安新区管委会签
署了关于城镇化可持续发展和绿色建
筑合作的谅解备忘录。

“这些只是与雄安新区合作的几
个例子。我们有雄心和潜力继续深
化合作，包括在教育、绿色金融、智能
和绿色城市领域等。这种合作和相

互学习将有利于两国促进商业发展，
改善我们人民的环境和生活。”吴百
纳说。

她期待与河北省和雄安新区高级
官员进一步对话，“从而确定我们在哪
些方面还有更大的合作空间，尤其是
绿色环保领域和智能化领域。”她说，
英国在发展绿色和智能基础设施、金
融服务机构、教育和医疗保健领域、清
洁能源领域、高科技领域等方面拥有
强大的专业知识，合作潜力巨大。

“我期待看到雄安新区启动金融
科技城项目。”吴百纳尤其关注双方在
绿色金融领域的未来合作。

中国金融学会绿色金融专业委员
会(GFC)和伦敦金融城绿色金融倡议

（GFI）建立了成功的绿色金融伙伴关
系，就此，吴百纳希望能就雄安新区成
为中英绿色金融倡议下的第一个试点
城市进行探讨。“期待看到在绿色金融
领域更多合作，以支持雄安新区的绿
色发展。”

吴百纳说：“我还想邀请雄安代表
团参加今年底在伦敦举行的经济金融
对话，探讨如何开展项目合作。”

采访/记者 董立龙

英国驻华大使吴百纳：

有雄心和潜力继续深化合作

“雄安新区是一个非常具有战略
意义的项目，将会成为一个最高标准
城市发展的新标志，也将成为提供国
际合作的巨大平台。意大利将抓住雄
安新区发展提供的机遇，会同中国的
合伙人与雄安新区以及河北省开展一
系列合作，实现互利共赢。”5 月 28 日，
在外交部河北雄安新区全球推介活动
上，意大利驻华大使谢国谊说。

谢国谊表示，雄安新区要在推动高
质量发展方面成为中国的一个样板，打
造扩大开放新高地和对外合作新平台，
需要广泛开展国际合作，吸收国际先进
经验和智慧。意大利企业和专业人士可
以在许多领域为雄安新区提供专业知
识以及先进的解决方案和技术。

就与雄安新区的合作展望，谢国谊
首先提及的是城市基础设施的规划、设
计和建设。他认为，意大利拥有独特的

“智慧城市”建设经验，除了借鉴欧盟倡
导的六个智慧因素（环境、生活、移动、
治理、经济、人群）之外，意大利还增加
了一个要素——智慧遗产，也就是需要
高度重视城市文化遗产的传承保护。

“这是一个受意大利历史特别是文艺复
兴启发而提出的城市发展要素，也十分

符合美丽中国的理念。”
此外，他还提出，由意大利驻中国

大使馆牵头的一批专家制定了“E 城
市”发展理念，可以为雄安新区提供适
合的发展模式。意大利企业还可以提
供各种先进的服务，以解决城市化进
程中的“软”问题，如医疗保健、教育、
废物处置和处理等。

“我注意到，雄安新区将打造可持
续发展的现代化新城，在生态保护、可
再生能源应用、提高能源效率、减少污
染排放方面，雄安新区与意大利将有很
大的合作潜力。”谢国谊说，意大利是世
界上最环保的国家之一，在欧盟 28 个
成员国中，意大利是工业浪费最低、垃
圾回收率最高的国家。“意大利的相关
企业随时准备与雄安新区在废水回收
利用和管理白洋淀水域方面发挥作用，
同时也可以为雄安新区在综合能源规
划管理方面提供意见和建议。”

除了以上的领域，谢国谊表示意
大利也希望在时尚、餐饮、家居、卫生
医疗、体育健身、城市交通等方面为雄
安新区提供先进的产品和服务，帮助
雄安新区打造一个愉快、健康和充满
机遇的环境。 采访/记者 邢杰冉

意大利驻华大使谢国谊：

抓住雄安机遇 实现互利共赢

5 月 28 日，在外交部河北雄安新
区全球推介活动上，新加坡驻华大使
罗家良谈起雄安新区，显得熟悉又
亲切。

就在上周，他刚刚到雄安新区和
石家庄进行了实地访问。“作为雄安
新区规划纲要公布后第一个来雄安
访问的驻华使节，我感到很荣幸。”罗
家良说，他感受到雄安未来打造一个
现代、绿色、宜居城市的坚定信心，也
感到中国从中央到地方，对雄安新区
都有着非常宏伟的期待。“设立雄安
新区是一个大胆和有远见的工程。”

“简单来说，新加坡与雄安新区
可以在三大领域探索合作。”罗家良
说，首先是在城市一级开发和总体规
划方面。在大型项目以及城市规划建
设方面，新加坡已有成熟经验，比如
中新苏州工业园已经到了成熟的发
展阶段。天津生态城是中国目前绿色
建筑最多的项目。广州知识城多发展
高附加值产业、注重保护知识产权，
这其中运用的发展模式都是雄安新
区所需要的。

“其次，在完善雄安新区的城市
功能方面，双方也有很大的合作空
间。”罗家良说，城市的发展是有分区
的，比如需要有科技产业园，为高科
技企业及创新创业人员提供办公场

所。随着人口的汇聚，雄安新区必然
要建设一些商业项目、服务型酒店、
餐馆、幼儿园等，通过分区块发展完
善城市功能是新加坡所擅长的。

罗家良认为，雄安新区将要建成
一个蓝绿交织、水城共融的城市，而
新加坡在环境保护、废物废水处理方
面也有先进经验。

除了上述三大领域外，罗家良还
表示，雄安新区与新加坡的合作潜力
很大。比如，雄安新区将建成“多主体
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住房保
障体系，新加坡同样在建设公共租
屋，在相关管理方面有许多经验；雄
安新区要建设绿色智慧新城，新加坡
也在打造“智慧国”。他介绍，就在 5
月 28 日这一天，雄安新区第一批考
察团抵达新加坡，开始了访问交流
之旅。

罗家良希望通过参加此次全球
推介活动，进一步加深对雄安新区的
了解和认识，了解雄安新区的发展规
划和切实需求，以便向新加坡的企业
推介雄安新区，找寻双方合作的契合
点。“这次活动只是一个开始，希望未
来能够更加了解雄安新区的发展需
要，使新加坡和雄安新区开展更加具
体的合作。”

采访/记者 邢杰冉

新加坡驻华大使罗家良：

瞄准三大领域 拓展合作空间

尽管未能出席 5 月 28 日举行的
外交部河北雄安新区全球推介活动，
芬兰驻华大使肃海岚在活动举办前欣
然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书面采访。他表
示：“我们热切期待能拥有更多的雄安
新区的潜在项目信息，因为我们相信
合作将会带来互利的结果。”

肃海岚曾在 5 月 7 日率领商务
代表团访问河北。这次河北之旅，
重点关注的是智能城市、建筑、冬季
运动、能源、旅游和创新技术等。“当
我到河北时，我听到最多的关于雄
安新区的是三个词：智能、绿色和创
新。这些词汇也可以用来形容芬兰
的成功故事和我们所能提供的专门
知识。”

肃海岚介绍，由于拥有创新的方
案、良好的参考和直观的绿色展望，
芬兰企业在世界各地的投标过程中
都有不错的机会成功。“总的来说，芬
兰有很多东西可供河北尤其是雄安
新区借鉴。除了提供具体的商业机
会外，还可以提供最佳方法。”肃海

岚说。
肃海岚介绍了芬兰的成功经验。

他说，我相信我们过去最好的经验会
在很多方面适宜雄安新区的发展。

肃海岚表示，芬兰已经确定了与
生物经济和清洁技术有关的解决方
案，这些方案对于解决许多共同的环
境问题至关重要。此外，芬兰有一个
可靠的信息通信技术产业，从 5G 网
络解决方案到人工智能开发等方面，
都有很多可以提供的经验。

“我们期待着与有关政府机构和
企业进一步对话，共同讨论参与雄安
新区建设的新合作领域。”肃海岚表
示，芬兰正努力在企业合作、政府间
事务合作、学生交流项目、冬季运动
技能、环境保护等方面，寻求找到互
惠互利的合作方式。

肃海岚说：“我相信，我们发展很
好的一些领域，如清洁技术、能源、信
息通信技术解决方案等能够为雄安
的发展提供支持。”

采访/记者 邢杰冉 董立龙

芬兰驻华大使肃海岚：

期待进一步深化交流合作

推介活动上推介活动上，，与会嘉宾体验使用与会嘉宾体验使用
混合现实技术进行楼宇数字化设计混合现实技术进行楼宇数字化设计。。

记者记者 陈建宇摄陈建宇摄

□记者 袁伟华

“未来之城”拥抱世界，活力初夏“绽放”
京城。

5 月 28 日下午，外交部南楼蓝厅，以“新
时代的中国：雄安 探索人类发展的未来之
城”为主题的河北雄安新区全球推介活动隆
重举行。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出席并发
表讲话，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东峰
致辞，省委副书记、省长许勤进行推介。来自
16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驻华使节和代表、
工商企业界代表及媒体记者等500多人出席。

继 2017 年 4 月 1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决
定设立河北雄安新区的消息公布后，2018 年
4 月 21 日，《河北雄安新区规划纲要》向全社
会公布。

在中央批复《河北雄安新区规划纲要》
不久、新区规划建设进入新阶段的关键节
点，外交部河北雄安新区全球推介活动，适
时向世界推介这座“未来之城”，宣示我国继
续扩大改革开放、努力推动高质量发展的能
力和决心。

人类命运共赢共享，世界目光集聚雄安。

未来之城令世界着迷

年轻的哥斯达黎加《共和国报》财经板块
主编阿德尔方认得 9 分钟雄安形象宣传片中
出现的“Jack Ma”（马云），“原来阿里巴巴
集团竟然要打造一个数字雄安。”

阿里巴巴“数字雄安计划”，雄安交通、能
源、供水等民生基础设施和阿里云互相连通，
城市可以通过大数据实现自我调节；

腾讯“创新实验平台”，金融大数据、区块
链和人工智能等核心技术在雄安先行先试；

百度无人驾驶系统 Apollo，将把雄安打
造成为全球领先的智能出行城市⋯⋯

令众多记者最感兴趣的，是雄安将被打
造成一座引领未来的智能之城。

在外交部蓝厅雄安新区展示区内，参会
的嘉宾们纷纷饶有兴致地戴上VR眼镜，体验
全新VR技术。

“实体城市和数字虚拟城市，同生共长相
互映射，一根钢梁都能在虚拟雄安中找到映
照，一个控制阀门都被赋予一个IP地址。”一名

参观者说，“这听起来太不可思议了。雄安是一
座集萃当代智慧的创新之城。从这个意义上
说，雄安不仅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她将为人
类探索未来发展之路提供最好的样板。”

共享发展引全球目光

当省长许勤在对雄安新区进行推介时，
与会嘉宾不时拿起手机对着大屏幕拍照。尤
其是介绍到一些具体细节时，拍照的“咔咔”
声响成一片。

英国金丝雀码头集团战略部总监霍华
德·道伯关注的是雄安新区给全球企业带来
的机遇。

如今，英国金丝雀码头集团、中国银行和
中国雄安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正一起致
力于雄安新区中心的中英金融科技城的设
计、规划和在全球推介。

“雄安新区适合成为全球金融科技发展
公司的总部，我们期待着世界为雄安新区的
建设发展开辟道路。”霍华德·道伯说。

来自日本的记者同样关注雄安新区的产
业规划。日本东京电视台北京支局支局长五

岛尚武说，“雄安新区重点瞄
准未来更有前瞻性、更具竞争
力的产业，这种产业构架，对于
日本企业界而言，双方合作的机
会很多。”

无论是来自欧洲还是美洲，无论
是来自政界还是商界，嘉宾们从雄安
新区看到了合作共赢的机遇，表达着参
与建设的热切愿望。

中国经验供全球借鉴

“今天，开放的雄安愿与各国人民携手，
共创美好新生活，共享高质量发展新成果，为
人类未来注入新希望，增添新动力！”

在此次推介活动上，无论是省委书记王东
峰的讲话，还是省长许勤的专题推介，都向世
界透露出这样一个讯息：雄安是中国的，也是
世界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雄安新区，欢迎
世界各国朋友共同参与打造，实现互利共赢。

一方面，雄安新区的规划建设，需要汲取
世界先进经验。

意大利驻华大使谢国谊甚至引用了明代

诗人鹿善继的诗句“白洋五月看花回，馥馥莲
芳入梦来”，以此表达雄安新区带给他的美好
感觉。

另一方面，雄安新区的中国经验，也可供
全球借鉴。

塞内加尔驻华大使玛玛杜·恩迪亚耶表
示，雄安新区将开创国家新区和城市发展的
全新模式，为世界提供经验。

他介绍，目前塞内加尔也正在进行类似
的城市建设，他希望塞内加尔能够从雄安新
区建设发展中找到借鉴。

与雄安相约 创美好未来
——外交部河北雄安新区全球推介活动侧记

外交部河北雄安新区全球推介活动现场外交部河北雄安新区全球推介活动现场。。记者记者 陈建宇摄陈建宇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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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由本人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