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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峰論壇

各國政要讚「帶路」：
為世界經濟注入活力

四大中心成立 促「帶路」升級
中國將設高峰論壇後續聯絡機制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沖 北京報道）

「一帶一路」正由中國倡議變為國際共

識，其長久機制建設亦隨之提上日程。國

家主席習近平昨日在北京宣佈，中國將設

立「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後續聯

絡機制，成立「一帶一路」財經發展研究

中心、「一帶一路」建設促進中心、同多

邊開發銀行共同設立多邊開發融資合作中

心、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合作建立能力建

設中心。他說，我們將建設絲綢之路沿線

民間組織合作網絡，打造新聞合作聯盟、

音樂教育聯盟以及其他人文合作新平台。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
「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昨
日上午舉行高級別全體會議。出席
會議的多國政要在致辭中高度評價
「一帶一路」倡議的積極作用和重
大意義，認為這一倡議為各國發展
提供方案，為民眾福祉創造機遇，
為世界經濟注入活力。

具強大文化多元性和包容性
智利總統巴切萊特表示，「一帶

一路」倡議不僅可以幫助亞洲、非
洲、歐洲和南美洲實現互聯互通，
開闢新的市場，促進投資和旅遊，
也有助於各國加深相互了解，推動
建立公平、包容、和平的世界。
捷克總統澤曼評價「一帶一路」倡

議是「一項創舉」，是「現代史上的
一項重大倡議」。他表示，支持「一
帶一路」是捷克着眼長遠的一項決
定。「捷克目前參與的項目雖然不
大，但正如一支蠟燭不足以照亮一個
房間，而幾百支蠟燭就能產生足夠的
光亮。」
埃塞俄比亞總理海爾馬利亞姆

說，他高度讚賞中國政府，特別是
習近平主席在論壇開幕式主旨演講
中為推進國際合作、促進世界繁榮
所展示出的遠見卓識。他認為，
「一帶一路」倡議與聯合國2030年
可持續發展目標以及非洲《2063年
議程》高度契合，將造福全球。
希臘總理齊普拉斯說，「一帶一

路」倡議與很多國家和地區的經濟
發展目標相吻合，將促進歐亞大陸
和世界範圍內的交流，推動經濟合
作，強化貿易投資，堪稱「具有深
遠影響的世紀倡議」。希臘是一個
海洋國家，處在歐洲的十字路口，
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建設對希臘意
味着重大機遇，希望論壇的舉行為
今後推出更多合作舉措奠定基礎。
巴基斯坦總理謝里夫說，「一帶

一路」倡議表現出強大的文化多元
性和包容性，為處於全球化邊緣的
人們提供了發展機遇。他表示，
「一帶一路」倡議既屬於所有參與
的國家，也向那些還沒有參與的國
家開放，它作為一個全球性公共產
品必將煥發更大活力。

為實現共同發展提供新方案
在高級別全體會議上，英、法、

德三國與會代表對「一帶一路」倡

議表示認同與支持。英國首相特
使、財政大臣哈蒙德表示，中國致
力於全球自由貿易，「一帶一路」
正在為全球經濟開啟新篇章。英國
高度讚賞共商、共建、共享原則，
相信「一帶一路」建設將為全球可
持續發展提供新動力。
法國總統代表、參議院外交、防

務和武裝力量委員會主席、前總理
拉法蘭表示，法國堅定認同多邊主
義和全球化對全球經濟發展的積極
效應，認同在中歐之間建立互聯互
通的重要性。拉法蘭稱，法國相信
「一帶一路」倡議能夠為推動世界
和平、實現共同發展提供新的方
案。
德國聯邦政府及總理代表、經濟

和能源部長齊普里斯表示，「一帶
一路」倡議推動亞歐基礎設施實現
互聯互通，從而更好地促進亞歐貿
易和投資。

中國將成立的四大中心

■「一帶一路」財經發展研究中心

■「一帶一路」建設促進中心

■同多邊開發銀行共同設立多邊開發融資
合作中心

■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合作建立能力建設

中心 香港文匯報記者葛沖 整理

香港文匯
報訊（記者

葛沖 北京報道）對推動「一帶一路」
建設，習近平提出五點意見及後續機
制。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課
題組專家指出，中國建立「一帶一
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的後續聯絡機
制和配套體系，使這一倡議能夠長久
發揮實質推進作用，而非僅僅停留在
高層協調溝通。北京專家相信，習近
平此次提出要將「一帶一路」建成和
平、繁榮、開放、創新、文明之路的
「五路」建議，為「一帶一路」建設
指明了未來發展方向。
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課題組

專家相信，未來中國將繼續深入推進
「一帶一路」合作機制、推動「一帶一
路」倡議務實合作，包括運輸、基礎設
施、能源、通信、海關、檢驗檢疫、貿
易、產業、電子商務、海洋和綠色經濟
等諸多領域的合作和具體項目實踐。通
過這些實踐，使各國人民切實感受到雙
方合作帶來的互惠之處。
在短短的4年裡，「一帶一路」倡

議實現了從理論設想到創新實踐的跨
越，正在從圖紙逐漸變成現實。「一
帶一路」是中國為世界擺脫經濟低迷
的狀態、推動全球化向着包容性發
展，向世界提供的重要公共產品。

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當代世界研究中心研究
員趙明昊認為，中方強調「一帶一路」與國際組
織和多邊機構進一步深化對接，尤其是加大對國
際組織的支持力度，這顯示出「一帶一路」正成
為中國參與和引導全球治理的重要平台。

昨日上午，習近平出席「一帶一路」國際合作
高峰論壇並發表主旨演講。習近平指出，

「一帶一路」建設已經邁出堅實步伐。我們要乘勢
而上、順勢而為，推動「一帶一路」建設行穩致
遠，邁向更加美好的未來。對推動「一帶一路」建
設，習近平提出以下五點意見：

營造共建共享安全格局
第一，將「一帶一路」建成和平之路。要構建以

合作共贏為核心的新型國際關係，打造對話不對
抗、結伴不結盟的夥伴關係。各國應該尊重彼此主
權、尊嚴、領土完整，尊重彼此發展道路和社會制
度，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關切。要樹立共同、
綜合、合作、可持續的安全觀，營造共建共享的安
全格局。
第二，將「一帶一路」建成繁榮之路。推進「一

帶一路」建設，要聚焦發展這個根本性問題，釋放
各國發展潛力，實現經濟大融合、發展大聯動、成
果大共享。要深入開展產業合作；要建立穩定、可
持續、風險可控的金融保障體系，創新投資和融資
模式；要着力推動陸上、海上、天上、網上四位一
體的聯通，扎實推進六大經濟走廊建設，建設全球
能源互聯網，完善跨區域物流網建設；要促進政
策、規則、標準三位一體的聯通。

共創有利開放發展環境
第三，將「一帶一路」建成開放之路。要打造開

放型合作平台，維護和發展開放型世界經濟，共同
創造有利於開放發展的環境，推動構建公正、合
理、透明的國際經貿投資規則體系。要維護多邊貿
易體制，推動自由貿易區建設，促進貿易和投資自
由化便利化，着力解決發展失衡、治理困境、數字
鴻溝、分配差距等問題，建設開放、包容、普惠、
平衡、共贏的經濟全球化。
第四，將「一帶一路」建成創新之路。要堅持創

新驅動發展，建設21世紀的數字絲綢之路。要促進
科技同產業、科技同金融深度融合，為互聯網時代
的各國青年打造創業空間、創業工場。要踐行綠色
發展新理念，共同實現2030年可持續發展目標。

建多層次人文合作機制
第五，將「一帶一路」建成文明之路。要以文明交
流超越文明隔閡、文明互鑒超越文明衝突、文明共存
超越文明優越，推動各國相互理解、相互尊重、相互
信任。要建立多層次人文合作機制，推動教育合作，
發揮智庫作用，推動文化、體育、衛生務實合作，用
好歷史文化遺產，密切各領域往來。要加強國際反腐
合作，讓「一帶一路」成為廉潔之路。

對「一帶一路」
持悲觀論調的觀察
家們也許要改變他
們的立場了。

130多個國家！事實上，除了聯合
國大會，似乎很難想像還有更大的國
際會議，可以聚集如此之眾的參會
國，佔世界上三分之二的國家數，其
中包括歐盟、G7、G20、 BRICS、
上合組織，現在世界上仍然十分活躍
的經濟體組織，以及他們的重要成
員。
G7的態度，事前一直被很多西方

輿論作為預判「一帶一路」倡議前景
的重要觀察指標。很多唱衰輿論津津
樂道的地方在於，除了意大利總理真

蒂洛尼較早確定會出席論壇，G7其
他成員國會不會參與，會派什麼層級
的代表出席，也被視作是西方國家應
對「一帶一路」倡議是否在挑戰國際
既有經貿秩序的風向標。

但隨着美國總統特別助理、白宮
國安會亞洲事務高級主任波廷傑，
英國財政大臣哈蒙德，法國總統代
表、法國前總理、參議員、外交、
防務和武裝力量委員會主席拉法
蘭，日本執政黨自民黨幹事長二階
俊博和作為德聯邦政府和默克爾總
理特別代表的德國經濟和能源部長
齊普里斯均出席此次高峰論壇，加
上之前已經確認出席此次高峰論壇
的加拿大國際貿易部長駐議會秘書
帕米拉．戈德史密斯—瓊斯，G7成
員國悉數到齊。

在世界各地反全球化情緒愈演愈烈
的情況下，以此來認定西方主要經濟
體會放棄此前的消極立場，參與到
「一帶一路」建設中來為時尚早。
但是，中國所展現出的務實合作的

態度，包括已經同很多國家達成了「一
帶一路」的合作協議，其中既包括交
通運輸、基礎設施、能源等硬件聯通
項目，也包括通信、海關、檢驗檢疫
等軟件聯通項目，還包括經貿、產業、
電子商務、海洋和綠色經濟等多領域
的合作規劃和具體項目。
外電曾經這樣報道：許多領導人紛

紛湧向北京參加象徵「一帶一路」周
年紀念的慶祝活動，他們充分意識到，
中國在世界範圍內的經濟足跡正在擴
大，是否能夠分享中國的經濟增長成
果對他們有舉足輕重的影響。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國家主席習
近平昨日在釣魚台國賓館會見來華出席「一帶
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的俄羅斯總統普京。
習近平指出，今年以來，中俄全面戰略協作夥
伴關係保持高水平發展，各領域合作取得一批
新成果。面對複雜多變的國際形勢，中俄兩國
發揮了大國擔當，致力於推動有關熱點問題政
治解決進程，對維護地區及世界和平穩定發揮
了重要的壓艙石作用。
習近平強調，發展和深化中俄關係是兩國的

戰略選擇。無論國際風雲如何變化，我們都要
全力把兩國關係發展好、維護好。雙方要深化
經貿、能源等傳統領域合作，落實好重點項
目；同時，開拓科技、創新等領域合作，推動
兩國務實合作提高水平，取得更多成果。我們
要加強戰略協作，共同促進世界經濟持續穩定
增長，推動國際和地區熱點問題和平解決，完
善全球治理體系，為世界和平穩定注入更多正
能量。中俄要攜手為上海合作組織自身發展以
及助力「一帶一路」建設同歐亞經濟聯盟對接
創造良好條件。
普京首先祝賀「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

壇成功開幕，稱讚在當前國際形勢下中方提出
「一帶一路」倡議並舉辦此次論壇非常及時，
有助於促進各國經濟交流合作。普京表示，俄
方願同中方一道，做好歐亞經濟聯盟同絲綢之
路經濟帶發展戰略對接，推進有關合作大項目
落實。俄中在重大國際問題上積極溝通協調，
相互支持，是國際社會的重要穩定因素。
兩國元首還就朝鮮半島形勢等共同關心的國

際和地區問題交換看法。

論壇啟動全球化中國時刻
香港文匯報記者 劉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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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會見俄羅斯總統普京。 中新社

■ 出席高
峰論壇的代
表。新華社

■■「「一帶一路一帶一路」」國際合作國際合作
高峰論壇開幕式吸引中外媒高峰論壇開幕式吸引中外媒
體極大關注體極大關注。。 中新社中新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