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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行三會一局力挺「帶路」
鼓勵企業境內外上市融資 中資銀行在沿線國佈局

香港文匯報訊 （記

者 海巖 北京報道）

「一帶一路」國際合

作 高 峰 論 壇 開 幕 在

即，內地「一行三會

一局」等主要金融部

委紛紛發聲表態給予「一帶一路」建設金融和資本支持，積

極發揮人民幣在「一帶一路」建設中的作用，鼓勵企業境內

外上市籌資、便利境外機構發債，以保障「一帶一路」建設

資金，並支持中資銀行在沿線國家佈局，並考慮運用外匯儲

備通過股權投資等市場化方式，投資於「一帶一路」基礎設

施、資源開發、產業合作、金融合作等領域。

中國央行旗下《中國金融》雜誌
最新一期發表央行行長周小

川、外匯管理局局長潘功勝、銀監
會副主席王兆星、證監會副主席方
星海、保監會副主席陳文輝的署名
文章，分別就主管領域表態支持
「一帶一路」建設。

人民幣優勢將逐漸顯現
周小川在文中指出，「一帶一

路」建設涉及大量資金，不是某個
國家的獨角戲，單靠政府或單個國
家都難以負擔，需要動員市場力量
和國際社會的支持；優惠貸款等方
式也不可持續，應以市場化為主。
周小川稱，國開行為代表的中國
開發性金融業務在「一帶一路」投
融資上有優勢。同時，隨着「一帶
一路」建設的推進，使用人民幣的
優勢逐漸顯現。
周小川表示，在「一帶一路」建

設中，使用本幣開展投融資具有許
多優勢，可以撬動更多的當地儲蓄
和國際資本，降低換匯成本，維護
金融穩定，提升本幣吸引力，發展
本幣計價的資本市場，並逐漸減少
對美元等主要貨幣的依賴，降低因
匯率波動而引發的風險。

外儲可市場化投資「帶路」
在外匯政策方面，潘功勝表示，

歡迎各國企業來華投資，鼓勵本國
企業參與沿線國家基礎設施建設和
產業投資，促進「一帶一路」互聯
互通。
同時，進一步開放和便利境內資
本市場、債券市場和外匯市場。擴
大債券市場對外開放水平，便利境
外機構進入中國債券市場發行和投
資債券，為「一帶一路」拓寬資金
來源。
潘功勝還表示，中國將繼續優化

外匯儲備資金運用，秉承商業化運
作、互利共贏、開放包容的理念，
尊重國際經濟金融規則，不斷嘗試
多元化運用的新舉措，通過以股權
為主的多種市場化方式，投資於
「一帶一路」基礎設施、資源開
發、產業合作、金融合作等領域，
促進中國與沿線國家共同發展、共
同繁榮。

引導優秀券商「走出去」
在資本市場方面，方星海撰文表

示，拓寬直接融資渠道，鼓勵優秀
企業在A股市場發行上市和再融
資，保障「一帶一路」重點項目資
金需求，支持境內企業在境外市場
籌集資金投資「一帶一路」建設
（包括發行H股、D股等）。
方星海還稱，引導內地優秀券商

「走出去」，走向「一帶一路」沿
線經濟體，特別是重要節點國家和
城市，打造「投行國家隊」，探索
推進人民幣外匯期貨上市等。
在金融服務方面，王兆星表示，中

資銀行應以「一帶一路」為軸，統籌
考慮所在國家政治和經濟穩定性、金
融市場開放程度、法律法規完善性、
市場容量、客戶資源和信用環境等因
素，通過併購、合營或自建的方式，
合理配置沿線機構佈局。
王兆星還表示，對於「一帶一

路」沿線國家的基礎設施互聯互
通、能源資源開發利用、經貿產業
合作區建設、產業核心技術研發支
持等戰略性優先項目，中資銀行可
考慮給予重點支持。
在保險業支持「一帶一路」方

面，陳文輝表示，發揮保險資金長
期穩定優勢，為重點項目建設提供
資金支持，支持重點經貿產業園區
建設，打造國際經濟合作走廊，促
進海上通道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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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金融危機以來，貿易保護主
義、孤立主義、恐怖主義抬頭，世
界經濟復甦乏力現象沒有根本改
觀。在這一背景下，中國國家主席
習近平2013年提出「一帶一路」
倡議，舉世矚目。共商、共建、共
享原則貫穿於「一帶一路」建設始
終，具體來說就是：各國在共商中
共建，在共建中共享，所有參與國
家成為利益共同體、責任共同體和
命運共同體。
首先，共商發展藍圖。中國與不

少國家發展理念相通，發展目標相
近，發展路徑相合。因此，「一帶
一路」提出以來幾乎是一呼百應，
得到了100多個國家和國際組織的
積極響應和支持，更多國家希望利
用中國成功的建設經驗和強大發展
動力，帶動本國實現經濟發展藍
圖。
其次，共建互聯互通。基礎設

施建設與互聯互通是「一帶一
路」建設的優先領域。「一帶一
路」通過基礎設施建設等促進沿
線各國經濟增長。隨着「一帶一

路」建設提速，雅萬高鐵、匈塞
鐵路等項目正在加快建設。目前
中歐之間已開行3,700多趟中歐班
列，從中國西安等25個城市開往
歐洲11個國家。中國與沿線國家
簽署了130多個運輸協定，通過
73個口岸開通了356條國際運輸
線路，與43個國家空中直航，每
周4,200個航班。
其三，共享發展機遇和成果。中

國通過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建
設經貿合作區等方式，帶動沿線國
家全產業鏈發展，提升了它們在全
球價值鏈中的地位，展現了「一帶
一路」沿線國家共同開發、共同建
設、共享發展的景象。
共商、共建、共享，為「一帶一

路」注入了空前的活力，必將促進
沿線各國經濟發展。可以預期，隨
着「一帶一路」建設的深入推進，
合作碩果
將遍佈沿
線，響應
者將遍佈
全球。 ��

「一帶一路」何以一呼百應？
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研究員 劉英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耿爽昨日在
例行記者會上表示，「一帶一路」倡議由中國提出，但「一帶一
路」建設是由大家共同進行。中方無意唱獨角戲，也不想搞一言
堂。
有記者提問，「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在不到十天後就

將開幕，各界的關注度越來越高，媒體報道也越來越多。我們注
意到西方有一種聲音認為，「一帶一路」倡議並非「共贏」，而
是中國在「掌控」。中方對此有何回應？

堅持共商共建共享
耿爽表示，「一帶一路」倡議提出以來，外界一直有各種解

讀。這完全是出於定式思維的誤解。「一帶一路」倡議由中國提
出，但「一帶一路」建設是由大家共同進行。中方無意唱獨角
戲，也不想搞一言堂，而是始終堅持「共商、共建、共享」理
念，大家一起商量、一起做事，一起受益。
耿爽介紹說，目前，中方正同出席高峰論壇的有關國家就論壇
的成果文件進行協商。這份文件最終將是「共商」的產物，凝聚
的是集體智慧和共識，而不是中方的一家之言。「一帶一路」倡
議提出以來，已有100多個國家和國際組織積極響應支持，40多
個國家和國際組織同中國簽署了合作協議，沿線各國積極對接發
展戰略、全面推進合作項目。各國「共建」的熱情與日俱增，成
績有目共睹。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將有來自110個國家的各界人士參與
論壇。如果『一帶一路』真是中方『掌控』，如果大家真的無法
『共享』收益，我想他們是不會踴躍參與的。」耿爽說。

外交部談「帶路」：
中方無意唱獨角戲

香港文匯報訊（記
者 葛沖 北京報道）
浙江在線人事欄目更新
信息顯示，劉建超已於
今年4月出任浙江省委
常委、省紀委書記。此
前，劉建超擔任國家預
防腐敗局副局長、中央
反腐敗協調小組國際追
逃追贓工作辦公室負責
人、中央紀委國際合作
局局長。
浙江在線人事欄目省委領導班子成員一欄信息

顯示，劉建超位列浙江省委常委、省委秘書長趙
一德和省委常委、組織部部長任振鶴之間。
2015年9月，劉建超由外交部部長助理升任國
家預防腐敗局副局長。當時有輿論分析稱，這是
首次有外交「明星」出任中紀委系統「掌門
人」，開創了外交部主要官員任職新模式。據
悉，預防腐敗局的日常工作主要由專職副局長主
持，負責內地的預防腐敗工作，並兼負海外追逃
和對外交流的重任。
劉建超是「60後」，從事對外界而言略顯神

秘的預防腐敗和海外追逃工作前，他曾是家喻戶
曉的外交「明星」，在外交部工作了27年時
間。他「四進四出」外交部新聞司，曾是外交部
史上最年輕的發言人。在出任駐菲律賓大使和駐
印尼大使時，他處理過中菲黃岩島爭端、馬尼拉
香港人質事件、菲律賓多次抓扣甚至射殺中國漁
民等諸多棘手的外交事件。
劉建超一直在境內外媒體圈有很好口碑，外界

評價他沉穩、幹練、富有親和力。

曾任防腐局副局長
劉建超執掌浙江省紀委

香港文匯報訊 據路透社報道，在日本
橫濱舉行的中、日、韓財長三方會議
上，財長們作出承諾，同意抵制一切形
式的貿易保護主義。中國財政部副部長
史耀斌率中國代表團出席了會議。
三國財長及央行行長在會後發表的公報
中說：「我們認為，貿易是推動經濟增長

和發展的最重要引擎之一，而經濟增長將
有助於提高生產率和創造就業。」
三方在公報中表示，「我們將抵制一
切形式的保護主義」，把自由貿易的底
線重新拉回。此前在美國的施壓下，三
月份在德國舉行的G20財長會議上，各
主要經濟體堅決反對特朗普貿易保護主

義的決心已有所鬆動，特朗普上任後呼
籲美國利益優先於多邊貿易。
三方財長會議公報還表示，由於製造

業和貿易周期性的復甦，亞洲各主要經
濟體預計將保持相對強勁的增長。
但公報警告說，下行風險依舊存在，

呼籲決策者採用「一切必要的政策工

具」來實現強勁、可持續、均衡和包容
性的增長。「我們將繼續在中日韓三國
之間進行高度的溝通協調，以應對全球
經濟和地緣政治緊張局勢的不確定性加
劇所引發的金融不穩定。」公報還稱，
三國同意在G20框架下加強合作，並一
同努力讓7月漢堡G20峰會成功召開。

中日韓財長會共識：抵制貿易保護主義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山東省
濟南市人民政府原市長楊魯豫受賄一案
昨日在河南平頂山一審宣判，法院依法
以受賄罪判處楊魯豫14年有期徒刑，並
處罰金200萬元人民幣；對楊魯豫受賄所
得贓款贓物及其孳息，依法沒收上繳國
庫。
2016年4月，中央紀委監察部網站消息

稱，中共山東省濟南市委副書記、濟南市
人民政府市長楊魯豫涉嫌嚴重違紀，接受
組織調查。同年8月，最高人民檢察院經
審查決定，依法對楊魯豫以涉嫌受賄罪立
案偵查並採取強制措施。2017年1月，楊
魯豫涉嫌受賄一案，經最高人民檢察院指
定，由河南省人民檢察院偵查終結後移送
平頂山市人民檢察院審查起訴，平頂山市

人民檢察院向平頂山市中級人民法院提起
公訴；3月，平頂山市中級人民法院一審
公開開庭審理了楊魯豫受賄一案。
法院經審理查明：2004年至2016年，
被告人楊魯豫在擔任中共濟南市委副書
記、濟南市人民政府副市長、市長和中共
泰安市委書記期間，利用職務上的便利，
在土地徵用、項目開發、規劃審批、工程
建設、工作安排、職務調整等事宜上為他
人謀取利益，直接或通過其親屬非法收受
他人財物共2,327餘萬元人民幣。

濟南原市長楊魯豫受賄囚14年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第八
屆、九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副
委員長布赫，因病於5月5日15時28分在
北京逝世，享年91歲。布赫又名雲曙光，
男，1926年3月生，內蒙古自治區土默特
左旗人，蒙古族。他1942年7月加入中國
共產黨，1939年7月參加工作，延安大學

民族學院畢業，大學文化，烏蘭夫之長
子。
布赫曾歷任中共包頭市委書記、內蒙古

自治區黨委常委、國家民委副主任、呼和
浩特市委第一書記、市長、中共內蒙古自
治區委副書記、內蒙古自治區政府主席、
中華詩詞學會名譽會長、中國馬術理事會

名譽理事長等職。布赫出版有《布赫文
集》、《布赫詩集》、《布赫文藝論文
集》、《詩海紀行》等書。

一家三代主政內蒙古
從中國少數民族中獻身革命事業的先驅

者之一的烏蘭夫，至其長子布赫，再到布
赫之女布小林（現任內蒙古自治區政府主
席），布家一家三代主政內蒙古，堪稱中
國政壇的佳話。

全國人大原副委員長布赫病逝

■劉建超 資料圖片

■楊魯豫
資料圖片

■布赫 網上圖片

■內地「一行三會一局」紛紛發聲表態給予「一帶一路」建設金融和資本支持。圖為採用中國標準、中國技術、中國裝備建造的肯尼亞蒙內鐵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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