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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尚賢認為，「一帶一路」
側重於「開放」這一概

念，且同時建立了「遠勝於區
域合作」的新路線，「一帶一
路」不局限於「倡議」，而是
一種更加開放的願景和戰略，
將對世界事務產生積極的影
響。「因此第一次聽到這個想
法，我就非常贊成。」他說，
「我很確定這個想法將持續發
展，瑞士對此倡議也充滿了熱
情。」
他表示，瑞士企業一直以來都

對中國有濃厚興趣，很多銀行、
保險、工業類企業越來越願意選
擇中國市場，對 「一帶一路」這
種新的合作途徑持積極樂觀的態
度。他希望，更多的瑞士企業能
以「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
壇為契機，積極參與該框架下的
建設，通過技術交流和創新驅
動，讓雙邊合作更可持續，將雙
方創新戰略夥伴關係落到實處。
正如他常說的，「雖然概念誕生
於中國，但對沿線其它國家一樣
重要。」

相信未來會互利雙贏
自「一帶一路」倡議發出後，關

於其是否會成為中國「霸權工具」
的質疑就從未消失過，不少西方學
者、媒體將此倡議渲染為強加給各
國的新版「馬歇爾計劃」，甚至稱
中國想借此建立對亞歐大陸的領導
權。對於上述質疑，戴尚賢更傾向
於認為，在「一帶一路」的戰略思
維中，中國所承擔起的是與世界互
動、發展第二世界經濟的責任。
「我不會批判來自一個有力經濟體

的開放政策和對他人施以援手的行
動」，他稱，「也不會批判一個堅
持自己立場和世界格局的國家。」
對於「一帶一路」國際場合撒

錢「裝大方」的第二種質疑，戴
尚賢則表示，其實不僅是那些在
「一帶一路」倡議中獲得投資和
深入發展的國家可以受益，對於
中國自身而言，這也是個很好的
計劃，毋庸置疑能夠充實中國經
濟改革開放的內容，並助力中國
經濟轉型升級，長遠來看，相信
會有互利雙贏的未來。

本報專訪瑞士駐華大使戴尚賢：

「「帶帶路路」」新視角新視角
絕絕非非「「新霸新霸權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朱燁 北京報道）「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

召開在即，瑞士駐華大使戴尚賢對本報表示，瑞士聯邦主席多麗絲‧洛伊

特哈德在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一月份訪問瑞士時已被邀請參加，因此他相

信瑞士聯邦主席應是第一位被習近平直接邀請參會、且第一位答應的國家

元首，「洛伊特哈德既是聯邦主席，還身兼環境、交通、能源與通信部長，她在基礎設施領域深

耕多年，相信將會為高峰論壇帶來有益經驗。」談及「一帶一路」，他則表示「十分樂觀」，

「這是一個宏偉的計劃、是一種新視角、也是一種新策略，展示了多邊合作、開放共贏的機遇，

而不是僅限於談論中國或歐洲，此次峰會是領導人的一次『集合』，希望是成功的。」

香港文匯報訊 據香港中通社報道，中國
國家稅務總局近日發佈消息指，截至4月
底，中國已與116個國家和地區建立了雙邊
稅收合作機制，簽訂雙邊稅收協定、安排和
協議已達106個，其中屬於「一帶一路」沿
線國家的有54個，形成了世界上第三大協
定網絡，覆蓋了中國主要對外投資目的地。
另外，中國先後與46個國家和地區簽訂了
學歷學位互認協議，其中「一帶一路」國家
24個。

中企境外稅收風險續增加
經濟參考報等內地媒體8日報道，3年

來，通過開展雙邊協商，已累計消除國際重
複徵稅131.8億元（人民幣，下同）。專家

指，稅收協定的有力執行，一方面助推了中
國企業更好地「走出去」；另一方面也有利
於吸引「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企業「走進
來」，享受同等相關稅收優惠政策。
報道指，伴隨越來越多中國企業「走出

去」，中國企業在境外遭遇的各類稅收風險
也不斷增加。有統計顯示，稅收歧視、稅收
爭議等問題給中國「走出去」企業每年帶來
的損失或高達數百億元。
福建漳州旗濱玻璃有限公司總經理曹雨昌

說，作為內地平板玻璃產業的龍頭企業，該
公司乘着「一帶一路」的東風，增資11.7億
元在馬來西亞建設兩條玻璃生產線，預計年
平均利潤總額可達1.5億元。但公司進行海
外投資過程中卻遇到很多變數，對當地稅收

政策仍有不少盲區，例如不知道當地要繳納
匯出利息的預提所得稅。這也是大多數「走
出去」企業的心聲。

去年為華機構減稅278億
稅收協定常被形容為企業「走出去」的

「護身符」。稅收協定是有關協調處理跨
國跨境稅收問題的國際條約，可有效消除
東道國和中國之間的雙重徵稅，降低走出
去企業的整體稅收成本。由於稅收協定高
於國內法，不受東道國國內稅法變動的影
響，能為「走出去」企業提供較確定的稅
收環境。此外，稅收協定稅率往往低於東
道國國內法稅率，還可以通過協定項下的
相互協商機制，幫助企業妥善解決境外稅

務爭議。
據統計，去年，僅稅收協定利息條款就為

中國金融機構減免境外稅收278億元，有力
支持了「資金融通」，協定的雙向互惠也為
境外納稅人在中國減免稅收280億元。三年
來，通過開展雙邊協商，累計消除國際重複
徵稅131.8億元。

做大「蛋糕」實現共同發展
中國社會科學院工業經濟研究所與社科文

獻出版社8日在北京共同發佈《「一帶一
路」國家產業競爭力分析》報告，指出多數
「一帶一路」國家正面臨「中等收入陷
阱」，中國應與各方合作做大貿易「蛋
糕」，實現共同發展。報告認為，中國與
「一帶一路」沿線國的貿易結合度總體還不
強，沿線國家進口規模在全球貿易總額中所
佔比重也有限，因此只有努力做大貿易「蛋

糕」，「一帶一路」提倡的合作共贏精神才
能落到實處，讓相關國家發展問題得到解
決。
報告提醒，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

的合作也不能局限於中低端產業。中國應在
發揮傳統優勢的同時，通過雙方乃至多方合
作，共同創造和培育新優勢，大力推進高端
產業發展，補齊各自短板，提升貿易水平和
質量，培育新的貿易合作增長點。
另外，自《推進共建「一帶一路」教育行

動》公佈後，中國已先後與46個國家和地
區簽訂了學歷學位互認協議，其中「一帶一
路」國家24個。在實施「絲綢之路」留學
推進計劃方面，去年共選拔226名國別區域
研究人才赴34個國家，同時還設立了「絲
綢之路」中國政府獎學金項目，每年向沿線
國家額外提供總數不少於3000個的獎學金
新生名額。

「帶路」稅收協議簽訂 24國互認學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朱燁 北
京報道）戴尚賢指出，「一帶
一路」倡議很宏大，涉及到各
行各業，因此需要強大經濟的
全力推動。他表示，瑞士有世界
級的企業活躍在沿線區域，比如
中亞地區，「我的第一反應是，
這些瑞士國際企業或許會起到
『打基礎』的作用。」而那些瑞
士所擅長的金融、技術優勢，
所擁有的建築領域人才，以及
極具競爭力的可持續發展綠色
經濟，他相信，都能夠在「一
帶一路」倡議中提供大力支
持，並發揮不可替代的、對沿
線國家有益的作用，尤其是
「綠色、可持續」的理念將更

好地為「綠色」、「健康」、
「智力」、「和平」絲綢之路
的建設提供助力。

諸多「第一」彰顯兩國密切關係
其實，中瑞兩國間有着諸多

「第一」：瑞士迅達公司成為
「第一家」在華中外合資企業；
中瑞自由貿易協定成為中國與
歐洲大陸國家簽訂的第一份類
似協定；瑞士是第一個承認中
國完全市場經濟地位的西方國
家，如今中國已經成為瑞士第
三大貿易夥伴。戴尚賢認為，
這些「第一」彰顯了中瑞兩國
間長期以來保持的密切而深刻
的雙邊關係。

他指出，瑞士引進了很多中國
企業，同時也是中國重要的合作
夥伴之一，兩國在貿易、經濟、
人際等關係中都很活躍，也很牢
固。但他也希望，能有更多中國
企業意識到，瑞士所代表的不僅
是瑞士國內的小範圍市場，還有
整個歐洲市場，「瑞士的開放性
思維讓我們成為了世界上最具創
造力的國家，在國際比較中，瑞
士也是大出口國和極具競爭力的
國家。」
他期待，中國能夠致力於開拓

更寬更遠的道路，並且能夠啟發
這些經濟領域的決策者們，「這
條路有多寬，走多遠，都會讓我
們不同程度地受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朱燁 北
京報道）在如何才能讓更多國家
相信並加入「一帶一路」上，戴
尚賢給出了自己的觀點。他認
為，所謂萬事開頭難，最重要的
是「開頭」能否做好，比如與非
常高效的公司合作，注重環保、
不浪費、不貪污腐敗，那就建立
了很好的示範，「這會使得那
些將耗費很多年、花費數十億
上百億資金的大項目，一開始

就走在正確的軌道上。」

以中國的方式建立信心
他指，信心十分關鍵，要傳遞給

人們一種感覺，即「這對大家都
好，這會成功的。」他續指，如果
一開始就存在拖拉、浪費時間資
金、解決問題不當等問題，人們就
會失去信心，「這個倡議太大了，
必須一開始就將事情做妥當。」
他表示，中國總能在一個巨大

的規模上，很快地做好事情，
「這是中國特色，中國的人力資
源和治理方式使得你們總能比其
他地方更快、更好地開展很大規
模的事情。」但建立信心並不容
易，需要讓人們知道這並不是
「拿錢塞進自己腰包」的項目，
而是可以互利共贏、讓對方共享
好處的合作，並以中國的方式，
「非常高效且注重結果地做
好。」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朱燁
北京報道）喜好收藏藝術品的
戴尚賢對中國古代文化也是如
數家珍，談起「夢回」話題，
他則笑表示，自己十分喜歡
唐朝文化，但如果真的要「夢
回」，他個人更希望回到絲綢
之路最初發源的時刻，並參與
到這場行動中。「他們太不可
思議了，相比現在，那時候開
通運輸和旅行要困難許多。」
他說，「這很驚人，開創這樣
的貿易之路，建立不同文明間
的聯繫也是非同凡響的。」

若回到過去盼學不同觀念
他表示，若回到那時，我會吸

收、學習並帶走在中國所體驗到
的不同觀念、不同哲學以及不
同想法，不同觀念的碰撞總是
能夠產生價值的，「我會自然
地去了解不同的世界觀，而不
會與不同的觀念產生衝突，當
然，我也願意帶去我的想法，
讓雙方都能更加豐富。」
對於開闢了中國海上絲綢之

路的鄭和，戴尚賢則十分讚賞。「鄭
和被遺忘太久了，如今，他是一個偶
像。」他稱，「鄭和做了了不起的事
情，他的開放觀念推動了社會進
步。」若能與鄭和對話，他最想說，
「堅持下去，不要停下來，堅持初心
地做下去，成為一個燈塔，成為一個
超越你之前的成就的燈塔，並努力培
養追隨者去追尋你的腳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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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士駐華大使戴尚瑞士駐華大使戴尚
賢認為賢認為，「，「一帶一一帶一
路路」」是一個宏偉的計是一個宏偉的計
劃劃，，是一種新視角是一種新視角，，
也是一種新策略也是一種新策略。。

瑞士駐華使館提供瑞士駐華使館提供

■瑞士聯邦主席多麗絲．洛伊特哈德與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2017年
1月在達沃斯共同開啟「中瑞旅遊年」。 瑞士駐華使館提供

■戴尚賢2015年3月在南京迎接瑞士太陽能飛機「陽
光動力號」飛機聯合創始人、飛行員貝特朗．皮卡
爾。 瑞士駐華使館提供

■2016年11月30日，戴尚賢為瑞士駐成都總領事館
揭牌。 瑞士駐華使館提供

■戴尚賢於2015年12月8日同中國公安部出入境管
理局局長鄭百崗簽署合作協議，進一步加強有關非常
規移民管理辦法。 瑞士駐華使館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