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魏建國長期從事對外商務與國際合
作領域領導工作，親自參與和見

證了40年改革開放進程。任商務部副
部長期間，他主持過一系列重要的雙邊
和多邊貿易談判；在中國國際經濟交流
中心的重要智囊崗位上，他參與並推動
過亞投行、絲路基金、粵港澳大灣區等
重大機制和規劃，從調研到落地生根。
今年是中國改革開放40周年，在魏

建國看來，40年來中國的對外開放共分
三個階段：鄧小平謀篇佈局，讓中國打
開通向世界的窗戶；加入WTO，讓中
國走向世界經濟舞台的中心；習近平主
席提出「一帶一路」倡議，開啟了中國
更加全面開放的大門。他說，作為「東
方之珠」的香港也將迎來戰略新機遇，
「它以『龍眼』地位點睛粵港澳大灣
區，再創輝煌。」
對40年對外開放的點點滴滴，魏建

國如數家珍，娓娓道來：深圳特區的建
立打開了中國改革開放的大門，通過深
圳這個對外開放窗口，讓世界了解了中
國，也讓中國了解了世界。2001年中國
加入WTO意義重大，它廢除了綁在中
國紡織品服裝身上的《多種纖維協
定》，使中國可以在世界貿易體系的框
架下，依靠全球市場資源的優化配置，
紡織品服裝產業實現了跨越式發展，商
品出口規模及速度明顯加大，一躍成為
「世界工廠」，也由此登上了世界經濟
舞台的中央。在談到「一帶一路」倡議
時，魏建國提高了語氣，一句一頓地
說：「習近平主席的倡議開啟了中國前
所未有的全方位開放格局。」

「開放帶來進步 封閉必然落後」
魏建國認為，第三階段的「一帶一

路」建設具有三大特點：一是國際合作

從單向變為雙向，此前只是外國資本、
技術、設備、管理等進入中國，這次是
中國的資金、技術、設備、標準等「走
出去」。二是從「多層次、高水平、寬
領域」的經貿合作，過渡到「共商、共
建、共享」多邊經貿合作，開展經貿、
投資、金融、服務、農業、文化、教
育、醫療等全方位合作。三是「一帶一
路」將65個國家和地區連接在一起，
通過利益共同體打造命運共同體，通過
命運共同體最終打造責任共同體。

未來百年方針「帶路」迎四「加速」
「開放帶來進步，封閉必然落後。」

魏建國說，歷史經驗告訴我們，中國經
濟要發展，就要敢於到世界市場的汪洋
大海中去游泳。中國開放的大門永遠不
會關閉，只會越來越大，「一帶一路」
倡議將是世界的機遇。

魏建國說，「一帶一路」將是中國未
來50年，乃至100年對外開放的總方
針。今後5年到10年，「一帶一路」很
可能會出現四個「加速」。一是進出口
貿易和投資的加速，中國對沿線65個
國家和地區的貿易進出口將會呈現兩位
數增長，並且會比與非合作國家的貿易
進出口高出5個百分點到6個百分點。
涉及「一帶一路」的對外投資也會出現
兩位數的高速增長。二是民營企業「走
出去」的步伐將會提速，會有越來越
多的民營企業將加入到「一帶一路」
建設中去。三是「走出去」的領域會
發生變化，將由原來的紡織、機械製
造、農業、基礎設施、礦產開發等領
域，加速轉向IT產業、信息產業、航
空航天產業、高鐵、旅遊等領域。四是
高水平、全方位、多層次的雙向交流和
開放新格局將會加速實現。

智囊掃疑惑
港前景開朗

在北京城南，有一處
鬧中取靜的四合院，這
裡就是中國國際經濟交

流中心。它創建於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發生
後，可謂中國智庫發展的標誌性事件之一，
中心理事長由國務院前副總理曾培炎出任。

採訪開門見山，直奔主題。開放新格局的領域
邊際在哪裡？香港下一步改革開放有何機會？
魏建國侃侃而談，一掃記者的疑惑，讓香港的
明天在我們面前豁然開朗。採訪近三小時，意
猶未盡，他反覆叮嚀我們留意今年的全國兩
會，特別是留意李克強總理的政府工作報告。

臨別時，他贈給我們自己的一本專著《此生
難捨是非洲──我對非洲的情緣和認識》。原
來，他曾在非洲工作，主管中非經貿逾三十
載，如在非洲推廣過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得
主屠呦呦發明的青蒿素。魏建國寄語香港同
胞，中國的中醫藥、科技和文化是真正的寶
藏，需要有國際視野的港人去挖掘和傳播，靠
在「一帶一路」中創造性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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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政府高官從政府高官，，到到

國家國家頂級智庫頂級智庫重要重要

智囊智囊，，魏建國的職魏建國的職

業生涯從未離開過業生涯從未離開過

對 外 經 濟 貿對 外 經 濟 貿 易合易合

作作。。從商務部從商務部

副部長崗位退副部長崗位退

下來後下來後，，他擔他擔

任由國務院前副總任由國務院前副總

理曾培炎掛帥的中理曾培炎掛帥的中

國國際經濟交國國際經濟交流中流中

心副理事長心副理事長，，繼續繼續

貢獻國家貢獻國家。。兩會前兩會前

夕夕，，魏建國對香港魏建國對香港文匯報記文匯報記者表者表

示示：：今年今年是中共十九大後的首是中共十九大後的首次次

兩會兩會，，將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將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

社會主義思想轉化社會主義思想轉化為政策和措施為政策和措施

是兩會首要任務是兩會首要任務；；十九大提出構十九大提出構

建全方位開放新格局建全方位開放新格局，，兩會兩會將推將推

出具出具體措施體措施，，體制機制改革將助體制機制改革將助

力粵港澳大灣區和自貿力粵港澳大灣區和自貿港建設港建設，，

全時代改革開放全時代改革開放將加速推進將加速推進。。

■■香港文匯報香港文匯報

記者記者 馬琳馬琳、、凱雷凱雷 北京報道北京報道

—專訪經貿智囊魏建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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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顧中國改革開放之路，魏建國表
示，十一屆三中全會作出把黨和國家工
作重心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
來、實行改革開放的戰略決策上來。從
最早的經濟特區到後來的自貿試驗區，
中國的對外開放程度不斷向高處攀登。
如今，中共十九大報告提出的推動形成
全面開放新格局釋放出強烈信號，在未
來5年到10年內，中國要成為全球營商
環境最好的開放高地，成為全球貿易和
投資自由化、便利化的領跑者。推進
「一帶一路」建設，代表當今全球最高
開放層次的自貿港也至關重要。
「近年來，中國一直致力於改進營商
環境，從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開始，目
前已建成11個自貿試驗區，全面實行
准入前國民待遇加負面清單的管理制
度，極大提高了內地的對外開放水平。
但與中國下一步主動參與和積極推動經
濟全球化進程、發展高層次開放型經濟
相比，僅有自貿試驗區是不夠的，還要
建設具有中國特色的自貿港。」自貿港

完全不需要申報，將真正實現「境內關
外」。因此，自貿港不是自貿試驗區的
簡單升級。

全方位開放 重頂層設計
目前，上海、浙江、廣東、福建、天

津、四川等10多個省市都提出了「積
極探索建設自由貿易港」。魏建國認
為，與自貿試驗區相比，自貿港是全方
位的開放，包括貨物流通、貨幣流通、
資本流通、人才流通、信息流通，對立
法機構、政府監管機構都提出了更高的
要求。因此，探索自貿港建設，頂層設
計更加重要。
對於內地哪裡更適合發展自貿港？魏

建國指出，自貿港建設需要具備幾方面
條件：一是應臨近主要的交通樞紐，須
具備高度便利化的海陸空交通；二是需
依託並輻射龐大的經濟腹地；三是應是
全球高科技、高素質人才的聚集地；四
是擁有完整的國際化服務支撐體系等。
「我判斷，自貿港可能會在具有廣

闊經濟腹地及交通、產業、人才優勢
的珠三角、長三角產生，如廣東和上
海。」魏建國認為，短期內自貿港可
能只會有一個，它更像是改革開放初
期的深圳。
此外，魏建國強調，自貿港需要經

濟腹地作為支撐，源源不斷地提供物
流、人才、貨幣，同時也會對腹地形
成輻射帶動作用。內地建設自貿港，
不僅是新時期改革開放的發展需要，
也是帶動港澳、東盟甚至全球經濟發
展，打造命運共同體的時代要求。

交通便利人才多 粵滬料建自貿港

在40年改革開放中，香港一直是
內地參與世界經濟的窗口與門戶，為
內地經濟騰飛發揮了重要作用。從轉
口貿易給內地帶來第一桶金，直接投
資把內地變成了世界工廠，再成為內
地企業的融資平台……如今，中國已
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對外投資超
過吸引外資，並嘗試制定引領全球經
濟的治理規則。在內地新一輪改革開
放的進程中，香港將發揮何種作用？
魏建國表示，香港仍具備金融、物流
及國際化人才等優勢，只要把握住
「一帶一路」及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
機遇，香港仍大有可為，為下一步改
革開放發揮重要作用。
魏建國說，過去20年間，香港與

內地的貿易額由1996年的407.3億美
元上升至2016年的3,052.5億美元，
貿易規模擴大649.4%。尤其是2004
年1月1日CEPA正式實施後，內地
與香港的經貿往來迎來了黃金發展
期，「如今，『一帶一路』以及粵港
澳大灣區建設就是擺在香港面前、千
載難逢的機遇。」

兩會灣區信息 值得港人重視
2015年3月，國家發改委、外交
部、商務部聯合發佈《推動共建絲綢
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
願景和行動》，首次提出要深化與港
澳台合作，打造粵港澳大灣區。2017
年李克強總理的政府工作報告指出，
要「推動內地與港澳深化合作，研究
制定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發展規劃，
發揮港澳獨特優勢，提升在國家經濟
發展和對外開放中的地位與功能。」
他指出，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已經被納
入國家發展戰略，今年兩會上粵港澳
大灣區還將有重要信息，值得港人重
視。
魏建國認為，香港的金融、物流以

及國際化人才優勢是內地缺乏的，如
果把粵港澳大灣區比作一條將要騰飛
的巨龍，那麼香港就是「龍眼」，盤
活香港，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就能透過
重重迷霧，找準發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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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建國說，香港將迎來戰略新機遇，並以
「龍眼」地位點睛粵港澳大灣區。 資料圖片

■從最早的經濟特區到後來的自貿試驗區，中國的對外開放程度不斷向高處攀
登。圖為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行政服務中心。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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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 建魏 建 國國
魏建國魏建國，，現任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現任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
副理事長副理事長，，商務部原副部長商務部原副部長。。從從19721972
年進入外貿部年進入外貿部，，到到20082008年從商務部副年從商務部副
部長崗位上離任部長崗位上離任，，3737年裡魏建國一直年裡魏建國一直
從事着對外經貿工作從事着對外經貿工作，，主持並參與過主持並參與過
中美中美、、中日韓等雙邊及多邊經貿談中日韓等雙邊及多邊經貿談
判判。。他還長期關注中國他還長期關注中國經濟經濟「「走出走出
去去」」道路道路，，足跡遍佈足跡遍佈「「一帶一路一帶一路」」沿沿
線國家和地區線國家和地區。。此外此外，，他還曾在非洲他還曾在非洲

工作和生活了工作和生活了2020多年多年，，在那裡結下在那裡結下
了了「「此生難捨此生難捨」」的的「「情緣情緣」。」。20092009年年
起起，，魏建國先後任中國國際經濟交流魏建國先後任中國國際經濟交流
中心秘書長中心秘書長、、副理事長副理事長。。該中心素有該中心素有
國家國家「「頂級智庫頂級智庫」」之稱之稱，，原國務院副原國務院副
總理曾培炎任理事長總理曾培炎任理事長，，周小川周小川、、董建董建
華等高官皆在領導成員名單裡華等高官皆在領導成員名單裡，，是中是中
國最具影響的智庫國最具影響的智庫，，包括亞包括亞投行的成投行的成
立等立等，，都是該智庫的成果都是該智庫的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