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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部大数据报告发布 量化各国间合作程度
“一带一路”合作共赢局面加速形成
本报记者

邱海峰

日前，由国家信息中心编撰的首份“一带一路”大数据报告对外发布。报告指出，中国与“一带
一路”沿线国家的政策沟通效果整体较好，政治互信明显增强，通信设施基本达到“互联互通”，中国
对外投资合作较为顺利，国别合作项目和工程拓展势头良好。对此，专家指出，“一带一路”倡议的持
续推进正不断提高沿线国家经济、文化合作发展程度，各国合作共赢的局面正加快形成。与此同时，
作为当前世界经济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一带一路”也为目前面临贸易保护主义等挑战的经济全
球化提供了重要支撑，为世界经济增长与复苏提供了动力。

国家间合作不断推进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 3 年来，沿线
国家间的合作正不断推进。《“一带一
路”大数据报告 （2016） 》 对中国与参
评的 64 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间国别合
作情况进行量化测评，结果显示，有 32 个
国家属于“有待加强型”，17 个国家属于
“逐步拓展型”，13 个国家属于“快速推进
型”，2 个国家属于“深度合作型”。
“就推进沿线国家合作而言，‘一带
一路’倡议这 3 年所取得的成绩有目共
睹。倡议中的‘五通’均有突破：政策
沟通带来了大量合作协议、机制性合作
结构，设施联通方面高铁、核电项目不
断落地，贸易畅通带来进出口持续增
长，资金融通层面亚投行及各大商业银
行积极参与，民心相通推动了文化交
流、旅游服务等。”商务部研究院学术委
员会副主任张建平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
时说。
针对 2015 年至 2016 年期间“一带一
路”倡议合作发展情况，渣打银行近日
发布的研究报告指出，中国的高度重视
和沿线国家的参与合作推进了“一带一
路”倡议的快速发展。

数据显示，当前，已有 100 多个国
家和国际组织参与“一带一路”建设，
中国同 30 多个沿线国家签署了共建“一
带一路”合作协议、同 20 多个国家开展
国际产能合作；今年前三季度中国与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出口超过 4.52 万
亿元，约占同期中国外贸总值的 25%。

合作共赢是主旋律
“一带一路”倡议强调打造利益共同
体和命运共同体，互利共赢已发展成为
沿线国家合作的主旋律。张建平指出，
在产业规律的推动下，中国的劳动力密
集型产业正向外转移，这为“一带一
路”沿线不少国家带来了发展机遇，而
要抓住这一机遇，这些国家就需要基础
设施及产能领域的支持，“一带一路”倡
议正好满足了这一需求。在此过程中，
沿线国家可以摆脱贫困、推动产业和经
济发展，中国也可以实现投资与进出口
增长，对各方而言都是好事。
“缅甸很关注如何承接中国产业转
移，希望更多的中国先进技术和对外投
资进入缅甸。”缅甸工业部部长吴钦貌秋
表示，缅甸期望与中国在工程建设、农
业、教育和卫生等领域开展更多的合作。

相关数据显示，2013 年 10 月到 2016
年 6 月，由中国国有企业承建的具有示
范性作用的大型交通基础设施项目达 38
项，涉及“一带一路”沿线 26 个国家。
在海外签署和建设的电站、输电和输油
输气等重大能源项目多达 40 项，涉及 19
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好处显然不仅于此，据国家旅游局
预计，“十三五”时期，中国将为“一带
一路”沿线国家输送 2000 亿美元游客旅
游消费，中国将吸引沿线国家游客来华
旅游，拉动约 1100 亿美元旅游消费。

包容发展成为重点
在推动区域经济合作的同时，“一带
一路”倡议也为全球化发展提供了重要
支撑。中国 （海南） 改革发展研究院院
长迟福林表示，在当前全球化出现一定
程度“逆转”的趋势下，“一带一路”倡
议尤为重要。当前，“一带一路”与基建
相联的贸易规模正日益扩大，而随着这
一倡议的推进，必将加强欧亚大陆的联
系，推动从交通到经济乃至社会各层面
的融合。
“需要指出的是，‘一带一路’所提
倡的区域经济一体化仍是当前经济全球

国产大飞机 AG600 亮相航展
10月30日，我国自主研制的大型水陆两栖飞机AG600亮
相珠海航展静态展示区。作为当今世界在研的最大一款水陆
两栖飞机，AG600于今年7月23日在珠海总装下线。
新华社记者 梁 旭摄

化的一部分。‘一带一路’不是要打破现
有的世界经济体系，而是在当前体系下
以开展务实合作的方式推动区域乃至全
球经济发展。它将进一步支持全球化发
展，它比‘马歇尔计划’及西方倡导的
区域一体化更具包容性。”张建平说。
中科院“一带一路”战略研究中心
主任刘卫东指出，“一带一路”是推动全
球化向包容性发展的努力，它不是中国
一家的独奏，而是沿线国家的合唱，既
符合中国“走出去”的需要，也会让全
球化惠及更多国家和地区的人民。
联合国经社理事会东亚和东北亚分
区办公室主任吉拉帕提?拉马克里斯纳指
出，“一带一路”将小国与大国及中等大
小的国家联结起来，将创造更有效率和
恰当的贸易、交通和投资，并带来工作
机会，改善教育，使老人得到好的照
顾，并有可能减少对环境的影响，而这
些都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重要方面。

聚焦

陕西宁强羌族刺绣受青睐

10月29日，陕西宁强羌绣传承人王小琴正带领“绣娘”
们在为外地客商赶制羌绣产品。宁强羌族刺绣已成为宁强文
化的名片和许多“绣娘”脱贫致富的“金钥匙”，年产值达
200多万元，人均增收3000多元。 吴天文摄 （人民视觉）

“电力天路”
外送西藏水电有新突破
据新华社西宁电 （记者 骆晓飞） 记者从国家电
网青海省电力公司获悉，自 2015 年 6 月西藏藏中电
网首次实现电力外送以来，通过青藏交直流电力联
网工程，西藏水电累计外送电量已突破 10 亿千瓦时。
被誉为“电力天路”的青藏交直流电力联网工
程东起青海西宁，西至西藏拉萨，全长 2530 千米，
工程平均海拔 4500 米，最高海拔 5000 米，是目前海
拔最高的直流输电工程。
这一工程于 2011 年 11 月投入运行后，结束了西
藏电网的孤网运行历史，解决了西藏冬季电力供应
紧张问题。同时，在 2015 年 6 月 1 日柴拉直流系统功
率成功实现反送带负荷后，又将西藏藏中电网在夏
季丰水期的富余电量反送青海。

连云港：

“枫”情万种
迎客来

中国学者诊脉世界经济
本报天津10月30日电 （记者 王俊岭） 10 月 28

深秋时节，江苏省连云港
市宿城枫树湾景区迎来一年中
最美的季节，大片枫树叶陆续
进入观赏期，或碧绿，或金
黄，或火红，在阳光照耀下熠
熠生辉，美不胜收，吸引众多
游客到此欣赏。图为 10月 30
日，游客在枫树湾景区感受秋
日大自然的美丽。
耿玉和摄 （人民视觉）

日至 30 日，由中国世界经济学会主办，南开大学经济
学院承办的“2016 年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年会”在天津
召开，近 500 位专家学者共聚一堂，就诸多世界经济热
点问题进行了深入且富有建设性的探讨。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张斌评
论：
“在创新目前还未能有效拉动世界经济的背景下，
新
的人口大国进入工业化浪潮就成为提振世界经济的重
要希望。就决定未来世界经济的具体线索而言，印度有
望成为新的进入者，
而中国则将以经济转型升级的方式
腾出相应空间并贡献新经济增长的动力。
”
在南开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盛斌教授看来，新
兴市场经济体有很大的发展潜力与空间，其有别于
发达国家的利益诉求也必然反映到全球经济治理体
系上来。在不久前二十国集团 （G20） 杭州峰会上，
中国在以往可持续、平衡发展理念的基础上进一步
提出“建设创新开放联动包容型世界经济”，这对世
界经济增长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金融普惠需要国际合作
齐 欣
如今，传统金融机构转型为很多
人所关注。其中，发展普惠金融无疑
是一个很重要的转型方向。不过，人
们往往更多地从练好金融机构内功的
角度关注如何提升服务小微企业、农
民、城镇低收入人群、老年人等特殊
群体的能力，却容易忽视国际经济合
作对发展普惠金融的重要性。
事实上，发展普惠金融离不开更
宏观的国际视野与国际经济合作。具
体来看，这里面有三方面内容需要我
们加深认识：
首先，应按照贸易与金融共生逻
辑，重新认知普惠金融理念。
发展普惠金融，不仅要遵循普惠
服务、社会责任、可持续发展、创新发展
等原则，而且要从国际化、科学技术、绿
色发展、可持续发展的视角，统筹国内
外项目投资和价值取向。最终，在理念
上做好普惠金融与绿色金融、国际金融

机构、科技金融、可持续发展金融四个
方面的有机结合。
对当下的金融业而言，领域大、
内涵宽、维度多的特征十分明显。因
此，要实现好普惠金融各项目标，就
必须发挥好金融在国际经济合作整合
方面的功能，降低金融交易成本，优
化风险结构，延伸服务半径，进而拓
展金融服务的广度和深度。比如，中
国金融机构在与海外主体进行经济合
作时，就可以通过帮助海外合作伙伴
优化项目选择，获得收入、储蓄、投
资优先权，最终既拓展自身业务，又
提高了中国金融服务的普惠性。从长
远来看，在与海外生意伙伴的合作
中，我们还应进一步做好产品体系、
政策体系、市场体系、生态体系等方
面优化，夯实普惠金融的基础。
其次，要优化国际经济合作模
式，支持中小企业发展。

如果以“大金融”的角度观之，
提高政策性银行的资金使用效率亦十
分重要。具体来看，相关金融机构可
根据产业政策优先发展的次序，有效
利用多种手段，优化国际经济合作模
式，让生产要素进一步有效配置。此
外，比较优势互补与产业优化诱发的
新经济空间也会为广大中小企业带来
新的市场信息和投资机会，进而提高
初始金融服务的普惠性。
第三，加强金融界域治理研究，
塑造有序竞争格局。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大数据的快速
发展，相关金融和科研机构也应做好
税收筹划、风险管控、贸易便利化、
共同体打造等的策略选择研究。最
终，通过创新性的金融工具将储蓄资
源进行跨主体、跨行业、跨地区的有
偿转移，提高资金配置效率。
具体来看，可以发挥政策性银行

和商业银行国际业务的优势，按照国
际惯例和规则，做好事中和事后跟踪
的投资项目评估指标体系和工作流程
的有效对接和认同，形成良好的金融
业态分布和金融生态环境，在国内外
金融业务模式和金融服务专业化之间
形成“优势互补，功能互动，资源互
流，利益互惠”的有序竞争格局。
在互联网深刻改变人类行为方式
的背景下，一方面普惠金融已然成为
传统金融机构的必修课，另一方面中
国与世界经济也加快了深度融合。可
以预见，国际经济合作中的各种机遇
也必将为中国发展普惠金融提供更多
助力和途径。
（作者为天津财经大学国际教育学
院院长）

财经问道

中国—几内亚经济论坛举办
本报北京10月30日电 （记者 赵鹏飞） 10 月 30
日，由几内亚共和国驻华大使馆主办、商务部中国国
际经济合作学会投融资促进委员会协办的中国—几
内亚共和国经济合作论坛在京举行。论坛旨在进一步
推动中几两国经济合作与发展，来自中几双方政界、
商界代表约 300 人参会。几内亚共和国总统阿尔法?孔
戴在致辞中表示，中国和几内亚的合作可以说是中国
和非洲合作的一个典范。几内亚要尽最大的努力和中
国进行合作，要和中国建立长期的战略合作伙伴关
系。双方开展合作，一是要解决能源方面的问题，大力
发展电力；二是发展基础设施公路、铁路、港口。几内
亚政府支持中几双方开展双赢的合作。

四达助力非洲广电数字化
本报北京电 （记者尹晓宇） 作为非洲发展最快、
影响最大的数字电视运营商，四达时代已在南非、尼
日利亚、肯尼亚等 30 多个非洲国家注册成立公司并开
展数字电视运营，发展用户超过 800 万。未来 5 年，四
达时代将实现为超过 40 个非洲国家提供数字电视服
务、用户突破 3000 万，同时打造全球最好的多语种中
国影视剧频道，上线四达时代电台、电视台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