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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條大路」
體現「帶路」願景

1. 和平之路：

■堅持以對話解決爭端、
以協商化解分歧，增進
合作互信，減少相互猜
疑

2. 繁榮之路：

■將繼續把互聯互通作為
重點，與各國共同推動
陸、海、天、網四位一
體的互聯互通

3. 開放之路：

■不關起門來搞小圈子或
者「中國俱樂部」；不
以意識形態劃界，不搞
零和遊戲

4. 綠色之路：

■擴大「一帶一路」綠色
發展國際聯盟，建設
「一帶一路」可持續城
市聯盟

5. 創新之路：

■與各方加強在人工智
能、納米技術、量子計
算機等前沿領域合作，
推動大數據、雲計算、
智慧城市建設

6. 文明之路：

■推動教育合作，擴大互
派留學生規模，提升合
作辦學水平

7. 廉潔之路：

■加強反腐敗國際交流合
作，推進雙邊引渡條
約、司法協助協定的簽
訂與履行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帥

「一帶一路」倡議
進展數據

1. 截至2019年3月底，中國政
府已與125個國家和29個國
際組織簽署173份合作文件

2. 截至 2018 年底，中歐班列
已經聯通亞歐大陸 16 個國
家的108個城市，累計開行
1.3萬列

3. 2013至2018年，中國與沿線
國家貨物貿易總額超過6萬億
美元，佔中國貨物貿易總額的
27.4%

4. 2013至2018年，中國企業對
沿線國家直接投資超過900億
美元

5.沿線民間組織合作網絡成員已
達310家，成為推動民間友好
合作的重要平台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帥 北京報道）第二屆「一帶一路」國

際合作高峰論壇即將在京召開，經推進「一帶一路」建設工作領

導小組批准，領導小組辦公室22日發佈《共建「一帶一路」倡

議：進展、貢獻與展望》報告。報告進一步明確，將「一帶一

路」建設成為和平之路、繁榮之路、開放之路、綠色之路、創新

之路、文明之路和廉潔之路。報告並披露，在第二屆「一帶一

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期間，中國將與有關國家簽署一批產能與

投資合作重點項目清單。 （尚有相關新聞專題刊A6）

「帶路」成果豐
《報告》展望佳

報告全文約1.8萬字，除前言外，
共包括進展、貢獻和展望三個

部分。這是中國政府第三次公開發
表「一帶一路」建設進展報告，以
中、英、法、俄、德、西、阿、日
等八種語言發佈。報告明確指，共
建「一帶一路」倡議堅持共商共建
共享的原則，五年多來取得了明顯
的成效，參與各方都得到了實實在
在的好處，對共建「一帶一路」倡
議的認同感和參與度不斷增強。

中國歡迎四位一體聯通
「一帶一路」建設工作領導小組
辦公室綜合組組長肖渭明介紹，到
目前為止，中國已與150多個國家和
國際組織簽署了170多份合作文件，
其中包括中蒙俄、中哈、中柬、中
老、中捷、中匈、中國文萊等多雙
邊合作規劃。「政策對接多多益
善，永遠在路上。共建『一帶一
路』倡議是開放包容的倡議，只要
任何一個國家願意共同建設『一帶
一路』，我們都歡迎，不管是什麼
國家。」肖渭明表示，剩餘其他未
簽署合作文件的國家，只要願意共
建「一帶一路」，中國都歡迎。
在接下來具體合作上，報告提
及，共建「一帶一路」將繼續把互
聯互通作為重點，聚焦關鍵通道、
關鍵節點、關鍵項目，着力推進公
路、鐵路、港口、航空、航天、油
氣管道、電力、網絡通信等領域合
作，與各國共同推動陸、海、天、
網四位一體的互聯互通。而且，中
國願意與各國共建「一帶一路」空
間信息走廊，深化與沿線國家在經

貿領域的互利共贏，擴大雙多邊投
資貿易規模。

400億美元投境外經貿合作
即將開幕的第二屆「一帶一路」
高峰論壇設置有12場分論壇，其中
一場為境外經貿合作區分論壇，將
於4月25日上午在國家會議中心舉
辦。隨着「一帶一路」倡議的提
出，境外經貿合作區的規模不斷擴
大。商務部綜合司巡視員宋立洪介
紹，目前中國在國外共建的境外經
貿合作區已經累計投資接近400億美
元，為東道國貢獻了30多億美元的
稅費、30多萬個就業崗位，在這其
中，與「一帶一路」沿線共建的境
外經貿合作區佔到總數的七成以
上。
宋立洪表示，中國將堅持務實推
進境外經貿合作區建設，着力培育
一批區位有優勢、產業定位清晰、
運營管理先進、建設成效突出的合
作區，使其成為多雙邊互利共贏的
一個重要國際合作平台。
報告說，當今世界正處於大發展
大變革大調整時期，和平、發展、
合作仍是時代潮流。展望未來，共
建「一帶一路」既面臨諸多問題和
挑戰，更充滿前所未有的機遇和發
展前景。隨着時間的推移和各方共
同努力，相信共建「一帶一路」一
定會走深走實，行穩致遠，成為和
平之路、繁榮之路、開放之路、綠
色之路、創新之路、文明之路、廉
潔之路，推動經濟全球化朝着更加
開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贏的
方向發展。

第二屆峰會料簽大單 側重產能合作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記者
張帥及新華社報道，提出
共建「一帶一路」倡議5
年多來，得到了越來越多
國家和國際組織的積極響
應，受到國際社會廣泛關
注，影響力日益擴大。
報告指出，2013年以
來，共建「一帶一路」
倡議以政策溝通、設施
聯通、貿易暢通、資金
融通和民心相通為主要內容扎實推進，取得明顯
成效，一批具有標誌性的早期成果開始顯現，參
與各國得到了實實在在的好處，對共建「一帶一
路」的認同感和參與度不斷增強。報告指出，共
建「一帶一路」倡議着眼於構建人類命運共同
體，堅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則，為推動全球治理體
系變革和經濟全球化作出了中國貢獻。2017年5
月，首屆「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在北京
成功召開，論壇形成了5大類、76大項、279項
具體成果，這些成果已全部得到落實。

加快發展「絲路電商」
商務部綜合司巡視員宋立洪22日在談及推動

「一帶一路」經貿合作具體舉措時表示，互聯
網發展和即將開始的5G大規模商用，將為電
子商務發展創造更加有利的條件，要充分運用
現代信息技術，加快發展「絲路電商」，讓電
子商務為中國和相關國家的對外貿易賦能。

報告介紹，2018年，通
過中國海關跨境電子商務
管理平台零售進出口商品
總額達203億美元，同比
增長50%，其中出口84.8
億 美 元 ， 同 比 增 長
67.0%；進口118.7億美
元，同比增長39.8%。
跨境電子商務等新業
態、新模式正成為推動
貿易暢通的重要新生

力量。
目前，中國與17個國家建立雙邊電子商務合

作機制，在金磚國家等多邊機制下形成電子商
務合作文件，加快了企業對接和品牌培育的實
質性步伐。宋立洪表示，伴隨互聯網發展和即
將開始的5G大規模商用，「絲路電商」合作
將繼續蓬勃興起。

「債務陷阱」是偽命題
「帶路」辦綜合組組長肖渭明強調：「共建

『一帶一路』倡議提出以來，沒有任何國家因
為參與『一帶一路』建設背上所謂的債務負
擔，落入所謂的『債務陷阱』。相反，凡是參
與『一帶一路』建設的國家，都得到了很快速
的發展。」
宋立洪也表示，即使一些國家可能現在處於

債務的高峰，隨着它的工業化、城鎮化、現代
化進程的加快，債務一定會逐步降下來。

落實峰會共識 凸顯中國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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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建共建「「一帶一路一帶一路」」倡議倡議：：進展進展、、
貢獻與展望貢獻與展望》》報告報告44月月2222日發佈日發佈。。

香港文匯報記者張帥香港文匯報記者張帥 攝攝

■■肖渭明肖渭明（（左左））表示表示，，中國願與更多國家和組織共建中國願與更多國家和組織共建
「「一帶一路一帶一路」。」。右為宋立洪右為宋立洪。。 香港文匯報記者張帥香港文匯報記者張帥攝攝

■■北京市佈置了多個主題花壇迎接北京市佈置了多個主題花壇迎接
第二屆第二屆「「一帶一路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國際合作高峰
論壇論壇，，幾名外國人在北京西單幾名外國人在北京西單「「綠綠
色之路色之路」」主題花壇前自拍主題花壇前自拍。。 中新社中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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