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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来自

泰国的乳胶枕，

弹性很好，枕上

去 也 很 舒 服

……”在启迪之

星（中国·东兴）

沿边跨境孵化

基地的直播间

内，广西大学泰

国留学生艾宁

体验完网络直

播带货后，当即

决定购买一个

乳胶枕。她打

开手机，扫码、

支付，只需几秒钟，一桩交易便完成

了。“有了网购平台和移动支付，购物

太方便了。”

9月 10至 13日，第 18届中国—东

盟博览会和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

会在广西南宁举行，数字经济成为此次

东博会各方关注重点领域之一。在抗

击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移动支付、电子

商务等数字经济展现出强劲活力和韧

性，在推动中国和东盟国家民生发展、

经济繁荣等方面持续发挥重要作用。

来自马来西亚的商人蔡权连续 8
年参加东博会。蔡权说，尽管去年因

受疫情影响东博会延期举办，他还是

克服困难带着妻子前来参展。“我们不

少客商是通过东博会平台认识的，参

展对我们而言很重要。”蔡权与妻子主

要销售马来西亚的白咖啡和燕窝，有

了便捷的移动支付和网络平台，他们

与供货商和客商之间可以通过网络进

行交易。

近年来，跨境电子商务发展迅

猛。2016 年以来，中国已与全球 22 个
国家建立双边电子商务合作机制，共同

开展政策沟通、规划对接、产业促进、地

方合作、能力建设等多层次多领域的合

作，越南的咖啡、柬埔寨的坚果、泰国的

榴莲等东盟国家的特色产品在中国电

商平台上受到消费者青睐。

新加坡南洋学会会长许振义说，

东盟与中国在多领域存在互补优势，

具有巨大合作空间。东盟国家中产阶

级崛起为商品提供潜在消费市场，东

盟国家在基础设施建设、数字经济以

及工业制造等领域具有投资潜质。

印度尼西亚贸易部副部长杰里·

桑布加介绍，印度尼西亚的网上商城

在东盟有很强的影响力，一些中国电

子商务平台也在印度尼西亚积累了可

观的用户量。印度尼西亚获得了中国

大型互联网企业的投资，促进了双方

在电商等领域的密切合作。

今年上半年，中国—东盟双方贸

易额突破 4100 亿美元，东盟继续成为

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和重要的投资伙

伴。新加坡副总理兼经济政策统筹部

长王瑞杰表示，放眼未来，在数字经济

快速增长的背景下，东盟和中国更紧

密的经济融合，将让双方获益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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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广、人稀、路险，这是生活在

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建

始县村民曾经面临的难题。

“当年我们学院领导第一次来

时，没想到连车都开不进来，只好

停在外面好远的地方，从坑洼不平

的泥泞土路走进来。”武昌理工学

院驻村第一书记陈登回忆时，感慨

万千。

“要想富，先修路”是中国人关

于交通的朴素想法，也是建始县通

过完善基础设施保障当地村民“钱

袋子”的有效之举。

通过捐资 430 多万元、争取经

费 1150 多万元，建始县新建村级公

路已超 100公里，如今县里 4个定点

村均实现了“组组通，户户连”。

产业引进来，电商走出去。建

始县大力建设特色产业基地，鼓励

村民通过电商发展模式让当地特

产走出山区，同时大力发展“产

业＋旅游”经济。昔日偏远的贫困

山区，如今成了远近闻名的“世外

桃源”。曾经被贫困压得喘不过气

来的村民，也通过这条“致富路”看

到了生活的新曙光。

这只是“四好农村路”巩固脱

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

一个缩影。

金沙江大峡谷深处，四川省凉

山彝族自治州布拖县阿布洛哈村

村民登上了心心念念的客运班车，

曾经村民光是出村就要花 3 小时，

如今到达最近的县城只需要 2 小

时；客家民系聚居地，江西省赣州

市安远县 1800 余家电商在热火朝

天地忙碌着，交通通达的便利不断

吸引大学毕业生、青年返乡创业，

电商扶贫的政策也让当地村民的

腰包越来越鼓；晋冀蒙交界处，山

西省大同市阳高县镇边堡村村民

靠着平整的公路迎来了五湖四海

的游客，明代古城堡、烽火台等独

特旅游资源也因路而重新焕发生

机与活力……

“‘四好农村路’的建设是一项

德政工程、民生工程、民心工程。”

交通运输部部长李小鹏说。

近年来，各地大力推进“四好

农村路”的建设，将公路修到村门

口，一张以县城为中心、以乡镇为

节点、以建制村为网点的交通网络

正在不断铺开，取得的成就也令人

瞩目：以“建好”为基础，2012 年至

2020 年，我国新建改建农村公路约

235.7 万公里，总里程达到 438 万公

里；支持建设乡村旅游路、资源路、

产业路 5.9 万公里，进一步帮助农

民脱贫致富；

以“管好”为手段，我国相继出

台关于推动“四好农村路”高质量

发展的指导意见等 16 项政策文件

和 3项标准规范，先后创建 200个全

国示范县，有效发挥了引领作用；

以“护好”为保障，我国农村公路管

理养护体制改革深入推进，养护资

金补助标准显著提升，在各地积极

推广农村公路“路长制”，集中整治

约 24 万公里“畅返不畅”的农村公

路；以“运营好”为目的，我国实现

所有具备条件的乡镇和建制村通

客车，逐步形成县乡村三级物流网

络体系，建制村全部实现直接通

邮。

“有序实施乡镇通三级公路建

设，实施老旧公路改造和窄路及路

面加宽改造等工程”“落实县乡村

三级路长制，加快推进《农村公路

条例》制定工作”“深化农村公路养

护体制改革，健全养护长效机制”

“全面推进县乡村三级农村物流节

点体系的建设，加快推动‘快递进

村’工程”……一系列政策措施密

集出台实施，“四好农村路”将进一

步修到老百姓的心坎里。

因路而富、因路而兴、因路而

美，“十四五”时期，乡村、农民与

“四好农村路”的故事还将继续，这

条推动乡村振兴的“高速路”将越

修越宽。 新华社北京9月12日电

□ 新华社记者 叶昊鸣

新华社广州9月12日电（记者

吴涛 毛思倩）9 月 12 日 13 时 10 分，

55690次黄色高速列车CRH380AJ－
0202 从深圳北站缓缓驶出，北上驶

向粤赣边境的广东和平县，这标志

着赣深高铁广东段正式开始全线联

调联试。

55690 次 黄 色 高 速 列 车

CRH380AJ—0202为高速铁路综合检

测列车，因其黄色涂装被称为“黄医

生”。列车上配置了通信设备、传感

器、摄像头等装置，能够在运行途中

对沿线轨道、路基、通信信号、车辆动

态、接触网等进行动态检查，为线路

开通运营提供技术服务和保障。

赣深高铁是我国“八纵八横”高

速铁路网中京九高铁的重要组成部

分，北起江西省赣州市，南抵广东省

深圳市，在深圳接入广深港高铁，终

至中国香港九龙。赣深高铁设计时

速 350公里，自北向南贯穿赣粤两省

的赣州、河源、惠州、东莞、深圳等

市，线路全长 436.37 公里，其中广东

段长 301.2公里。

广铁集团深圳工程建设指挥部

副指挥长谢颖斌告诉记者，赣深高

铁广东段沿线地形地貌、地质条件

复杂，全线桥隧比达到 86.87％。自

2016年 12月开工建设以来，有 12家
施工单位的约 4万名员工参加建设。

据铁路部门介绍，赣深高铁预

计今年年内具备开通运营条件。赣

深高铁通车后，深圳至赣州列车运

行时间将由现在的约 7 小时压缩至

约 2 小时，东莞到深圳最短时间约

30 分钟，有助于大湾区“半小时生

活圈”和粤赣两地“两小时经济圈”

形成。这将对完善粤赣两地铁路

交通网络、促进沿线各地融入粤港

澳大湾区发展、助力粤东北地区乡

村振兴，推动赣南经济发展具有重

要意义。

“黄医生”出动
赣深高铁广东段开始全线联调联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