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國加大開放 內外資一視同仁
張高麗致辭博鰲論壇 強調大國之間要增進互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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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鰲分論壇商發展海洋經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何玫、黃寶儀 博

鰲報道）以「海洋經濟的新未來：開放與
合作」為主題的博鰲「21世紀海上絲綢之
路」島嶼經濟分論壇昨日舉行。論壇由中
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院長遲福林主
持，密克羅尼西亞聯邦總統彼得．克里斯
琴、中國外交部副部長劉振民、國家海洋
局局長王宏、斐濟漁業部部長塞米．科羅
伊拉維薩烏、加拿大愛德華王子島省省長
韋德．麥克勞克倫、菲律賓巴拉望省省長
何塞．阿爾瓦雷斯、海南省省長劉賜貴等
嘉賓出席，共商海洋經濟發展大計。

劉振民籲共同打造海洋產業鏈
劉振民在發言中表示，當前形勢下，島
嶼經濟體應抓住並把握好兩大機遇：一是
全球經濟再平衡的機遇；二是「一帶一
路」建設的機遇。「一帶一路」倡議提出3
年多來，相關合作穩步推進，得到100多
個國家和國際組織的支持及積極參與，從
太平洋到印度洋，從南海到地中海，「一
帶一路」串聯起了海上一個個的朋友圈。

劉振民倡議，島嶼經濟體應重點在維護
海上和平與安全、深化互聯互通合作、加
強海洋產業開發等方面加強合作，中方將
繼續支持島嶼經濟體的經濟多元化和產業
化發展，加快探索離岸金融自貿區建設，
共同打造體系完整、種類豐富的海洋產業
鏈。

王宏倡建國際治理互信共同體
國家海洋局長王宏在演講中表示，中國

歷來重視同島嶼國家和地區的友好合作，
「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建設為島嶼國家
發展提供了難得的發展機遇。他提出推動
中國與島嶼國家之間合作的4點建議：
一是聚焦海洋合作機制建設，中國願與

島嶼國家和地區建立起海洋合作的藍色夥
伴關係，定期舉辦中國海島國家圓桌會
議，建立穩定的對話磋商機制，使大家真
正成為海洋國際治理的互信共同體，海洋
經濟發展的利益共同體，及海洋生態保護
及防震減災的責任共同體。
二是聚焦海洋生態環境保護，中國願意

與島嶼國家共享海島生態環境保護、生物
多樣性養護、海島資源可持續利用方面的
豐富經驗。
三是聚焦海洋防震減災，共同抵禦風

險。
四是聚焦海洋文化教育交流，促進旅

遊發展，及建立海洋管理人才聯合培養
機制，努力推動中國政府海洋獎學金向

島嶼國家和地區的青年學者及學生傾
斜。
海南省長劉賜貴則就進一步深化海洋經

濟、海洋事業方面的務實合作提出了共同
推進海洋產業發展、深化海洋生態保護經
驗交流、共同建設「智慧海洋」、共同深
化防災減災合作、確保海上航道的暢通與
安全等提出建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何玫、黃寶儀，
通訊員 安莉 博鰲報道）「一帶一路」沿
線國家如何理解中國提出的「一帶一路」
倡議？他們對「一帶一路」建設有何建議
和意見？博鰲亞洲論壇昨日舉行的「一帶
一路：對話各國領導人」分論壇，就以上
問題進行了探討。

葡萄牙阿富汗願起橋樑作用
葡萄牙經濟部長 Manuel Caldeira Ca-

bral表示，中國提出的「一帶一路」是發
展的機會，是開放性倡議。葡萄牙非常希
望能加入「一帶一路」合作，希望與中國
企業一起建設能源開發合作平台，並希望
能推動發展藍色經濟。Manuel Caldeira
Cabral表示，有些國家在「建牆」，但葡
萄牙更願意建「橋樑」，歡迎中國到葡萄
牙投資建設金融及基礎設施。

阿富汗財政部長Eklil Ahmad Hakimi表
示，中阿合作潛力巨大，阿富汗願意在「一
帶一路」國家合作中起橋樑的作用，通過「一
帶一路」建設，讓正在阿富汗境內建設的1,100
公里鐵路能連接沿線國家，並進入中國。他
還建議與中國合作在邊境建設中亞、南亞走
廊，使阿富汗人民受益。

新加坡盼星中企業更多合作
新加坡貿工部高級政務部長Sim Ann表

示，新加坡國內一致贊同國際化，並幫助
其國內企業深入了解「一帶一路」，使新
加坡和中國雙方企業在「一帶一路」框架
下有更多合作。
歐洲投資銀行副行長Jonathan Taylor認

為，亞投行和歐洲投資銀行在投資領域方
面有契合，期待與亞投行合作，投資「綠
色項目」。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何
玫、黃寶儀 博鰲報道）博鰲亞
洲論壇2017年年會昨日上午舉
行開幕大會，中國國家主席習
近平發來賀信，賀信由博鰲亞
洲論壇副理事長、前國務院副
總理曾培炎代表宣讀。
習近平在賀信中說：「值此

博鰲亞洲論壇2017年年會開幕
之際，我謹代表中國政府和人
民並以我個人名義，向年會的
召開致以熱烈的祝賀！向出席
年會的各國領導人、政府官
員、國際機構負責人、企業
家、專家、學者等各方嘉賓表
示誠摯的歡迎！」
習近平指出，博鰲亞洲論壇

成立16年以來，立足亞洲，面
向世界，在凝聚亞洲共識、推
動亞洲合作、提升亞洲影響力
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作為東
道主，中方為論壇取得的成就
感到高興，對論壇歷任理事、
諮詢委員和各界人士所作的貢
獻表示感謝。
習近平強調，今年，博鰲亞

洲論壇年會以「直面全球化與
自由貿易的未來」為主題，體
現了國際社會特別是亞洲國家
對經濟全球化問題的關注。希
望與會嘉賓集思廣益，群策群
力，為解決世界和區域經濟面
臨的突出問題貢獻智慧，共同
推動更有活力、更加包容、更
可持續的經濟全球化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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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高麗表示，本屆論壇年會以「直面
全球化與自由貿易的未來」為主

題，契合當前形勢，呼應各方關切，具有
很強的針對性和現實意義。一直以來，亞
洲國家積極參與經濟全球化，創造了亞洲
奇跡，提供了亞洲機遇，積累了亞洲經
驗。

亞洲成世界增長重要引擎
張高麗指出，國際金融危機以來，亞洲
已成為拉動世界經濟復甦和增長的重要引
擎，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率約50%。近
年來，亞洲國家積極開展對外投資，擴大

國際經濟協作。亞洲國家龐大的人口規模
和不斷成長的中等收入群體，形成巨大的
消費和投資市場。世界各國紛紛「向東
看」，都希望搭乘亞洲發展的「順風
車」，搶抓亞洲發展機遇。

大國負維護世界和平主責
張高麗表示，亞洲國家始終是經濟全球

化和自由貿易的積極參與者和堅定支持
者。在發展和變革的大潮中，要牢牢把握
世界大勢，順應時代潮流，總結亞洲經
驗，弘揚亞洲智慧，攜手推動經濟全球化
與自由貿易，共同打造亞洲和人類命運共

同體。
首先，要堅持和平發展，共同維護和平
穩定的發展環境。大國對維護世界和平負
有主要責任，相互之間要加強戰略溝通，
增進戰略互信，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
關切，在國際地區事務上共同發揮建設性
作用，不以一己之私損害地區穩定和戰略
平衡。
二是大力促進創新發展。二十國集團領
導人杭州峰會通過《創新增長藍圖》，是
全球經濟增長重現活力的關鍵。要向創新
要動力、向改革要活力，建設創新型世界
經濟。

構建全球經合與自貿網絡
三是攜手引領開放發展，打造開放型世
界經濟，推動建設利益共享的價值鏈和利
益融合的大市場，重振貿易和投資的引擎
作用，堅定維護以世界貿易組織為代表的
多邊自由貿易體制，增強自由貿易安排開
放性和包容性，構建面向全球的經濟合作
和自由貿易網絡。
四是積極踐行共享發展，努力解決發展不

平衡問題，推動經濟全球化更具包容性、普惠
性，鼓勵廣大發展中國家提高自我發展能力，
加大力度推動減貧和落實聯合國2030年可持
續發展議程，實現全球範圍平衡發展，讓經濟
全球化光芒照亮世界每一個角落。
五是努力推動公正發展，推動全球經濟
治理體系變革，為全球經濟增長提供有力
保障，積極推動二十國集團從危機應對向
長效治理機制轉型，鞏固其作為全球經濟
治理重要平台的地位。繼續推動國際貨幣
基金組織份額和治理改革，賦予新興市場
國家和發展中國家更多代表性和發言權。
共同落實好氣候變化《巴黎協定》，推動
經濟、社會、環境協調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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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何玫、黃寶儀 博鰲報道）博鰲亞洲論壇2017年年會昨

日舉行開幕大會，來自50個國家和地區的1,700多位政界、工商界代表和智庫學

者參加。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副總理張高麗出席開幕式，並發表題為

《攜手推進經濟全球化 共同開創亞洲和世界美好未來》的主旨演講。張高麗在

演講中表示，中國將堅定不移實施對外開放戰略，進一步放寬外商投資准入，在

資質許可、標準制定、政府採購、享受《中國製造2025》政策等方面對內外資企業一視同仁，全面實施清

單管理制度，切實保護投資者合法權益，讓中國市場更加透明、更加規範、更有吸引力。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何玫 博鰲報道）
博鰲亞洲論壇理事長福田康夫昨日在博鰲
論壇開幕大會上致辭時表示，要思考如何
能建立一個普惠、更為包容的全球化模
式，這一點非常不容易，但並非做不到。
如果能面向未來，找到方向，就可讓所有
人從中找到勇氣。
福田康夫表示，2017年是充滿光明前

景的一年，因為主要國家都呈現經濟復甦
的增長勢頭。比如，股市自10年前的次
貸危機以來首次出現復甦好轉。但同時，
全球經濟也面臨很多問題，其中最大的難
題是近年來反全球化、反自由貿易的勢頭
正不斷抬頭。
福田康夫指出，亞洲的新興國家、發展
中國家都從全球化和自由貿易中受益，這
是不爭的事實。通過全球化，讓很多人得
以脫貧。對發達國家而言，全球化也十分
重要，消費者也從中獲得很大受益。全球
化對世界經濟整體發揮着重要作用，但現
在有人卻對此不認可，大家必須對此予以
認真對待。

過去一年，逆全球化思潮和貿易保護主
義不斷抬頭，反全球化行為也不斷出現。
全球化是非功過到底如何？博鰲亞洲論壇
2017年年會主題為「直面全球化與自由貿
易的未來」，亞洲將發出堅定聲音，為更
加包容的全球化和更高程度的貿易自由化
鼓與呼。
博鰲亞洲論壇為何倡導包容性的全球

化？這是因為，包容性發展能夠有效遏制
不同國家在「分蛋糕」時可能產生的不公
平與非平衡問題。所謂包容性發展，就是
要使全球化、地區經濟一體化帶來的利益
和好處，惠及所有國家，使經濟增長所產
生的效益和財富，惠及所有人群，特別是
要惠及弱勢群體和欠發達國家。
博鰲亞洲論壇在倡導和堅持包容性發展

上具有歷史淵源。其2011年年會主題就確
定為「包容性發展：共同議程與全新挑
戰」，與會各國商討包容性發展方略，減
弱和規避各國之間的不均衡增長以及一國
內部的不平衡發展。在2016年末，博鰲亞
洲論壇在澳大利亞墨爾本召開會議探討全
球化的未來，達成重要共識：全球化要照
顧到被邊緣化和利益受損的人群，具有更
大的包容性；充分肯定和堅持全球化的基
本原則和積極面，不能開倒車。
對於如何發展更具包容性的全球化，中

國以實際行動提供了具體方案和抓手。自
習近平總書記提出「一帶一路」倡議以
來，已經有100多個國家和國際組織響應
並參與其中。「一帶一路」不僅是沿線國
家的合作平台，也歡迎世界各國積極參

與、合作共贏，已經成為包容性發展的大
平台、大機制、大藍圖。
習近平總書記還從人類命運的本源和高

度出發，提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
旨在建設世界各國利益共生、行動共治、
成果共享的整體性人類命運共同體，這將
是包容性發展的最高層級。今年2月份聯
合國決議首次寫入「構建人類命運共同
體」理念，而3月份聯合國安理會決議又
首次載入「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
國際社會的一系列行為表明，「構建人類
命運共同體」正
逐步成為人類命
運包容發展的行
為指南、方向指
引和思想引領。

為更加包容的全球化鼓與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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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研究員、經濟學院教授、中國方案研究院執行院長 羅來軍

「帶路」沿線國高官 博鰲探討機遇

福田康夫：
建普惠包容全球化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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