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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10 日，海南博鳌，阳光明媚，海阔
帆舞。2000多位中外嘉宾相聚一堂，共商亚
洲和世界发展大计。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
博鳌亚洲论坛2018年年会开幕式上发表了题
为《开放共创繁荣 创新引领未来》的主旨演
讲，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创亚洲和世
界的美好未来描绘了光辉前景。

习近平主席的演讲，赢得会场内外人士
高度评价。他们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
示，习近平主席的演讲高屋建瓴，振聋发
聩，发人深思，鲜明发出中国声音、阐明中
国立场、提供中国智慧，充分展现了大国胸
怀、大国精神和大国气魄。

改革开放创造人间奇迹

“天道酬勤，春华秋实。”2018年是中国
改革开放40周年。40年来，中国人民用双手
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如今，
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工
业国、第一大货物贸易国、第一大外汇储备
国。习近平这样总结其中经验：40年来，中
国人民始终艰苦奋斗、顽强拼搏，极大解放
和发展了中国社会生产力；40年来，中国人
民始终上下求索、锐意进取，成功开辟出一

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40年来，中国人
民始终与时俱进、一往无前，充分显示了思
想引领、制度保障和13亿多人民推动历史前
进的强大力量；40年来，中国人民始终敞开
胸襟、拥抱世界，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
稳定器和动力源。

“超级激动。”现场聆听习近平演讲后，
美国房地产企业莱纳国际总裁马林对记者这
样形容自己的心情。他表示，中国改革开放
成果显著，创造了巨大奇迹。这些年来，中
国和世界都发生了变化，中国的变化尤其让
人惊叹，比如大量人口摆脱贫困，在世界经
济中地位不断提升，成为世界稳定的重要力
量。“我相信，任何人回头看中国过去 40 年
间取得的成就都会感到惊讶，我希望中国继
续推进全方位对外开放。”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中心主任王辉耀表
示，在改革开放40年的节点上，习主席向全
世界庄严宣告中国将扩大开放，既总结了经
验，又展望了未来，既高瞻远瞩、高屋建
瓴，又脚踏实地、具体落实，体现了习主席
作为大国领袖，坚定不移推动全球化、增进
各国人民福祉的决心与诚意。

“习主席向世界坚定表示，中国开放的大
门只会越开越大，给我们华商极大信心。”香

港豪都国际有限公司董事长屠海鸣对记者表
示，今天的论坛开幕式有很多国家政要参加，
也吸引了各国企业家、学者前来，体现出中国
将扩大对外开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落实到
具体行动中，表明中国不仅关注自身发展，还
倡导与世界共享中国机遇、中国智慧。

“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
革新和变革。正是因为如此，现在我们能从
容自信处理国内外各种问题。”缅甸中华总商
会荣誉会长杨钏玉对记者说。

中国为经济全球化“加油”

习近平表示，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
闭，只会越开越大。在扩大开放方面，他宣
布中国将采取大幅度放宽市场准入、创造更
有吸引力的投资环境、加强知识产权保护、
主动扩大进口等 4 个重大举措，并强调将尽
快使之落地，宜早不宜迟，宜快不宜慢，努
力让开放成果及早惠及中国企业和人民，及
早惠及世界各国企业和人民。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许正中说，习主席强
调大幅度放宽外资准入，有利于将中国发展
目标和世界市场一致化，这是巨大进步；创
造更有吸引力的投资环境，有利于吸引更多
外资、招才引智；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对未
来竞争十分重要，特别是当技术变革进入迭
代叠加时代时，有利于各类人才不断创新。
而主动扩大进口，既有利于促进进口来源地
多元化、避免与某些国家的贸易摩擦，又有
助于实现立足国内，把国际市场“引进来”。

在现场聆听习近平主旨演讲的荷兰驻华
记者马索·文克告诉记者，扩大开放的四大举
措非常具体清晰，尤其是今年11月将在上海
举办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他很关注。

“我认为这是很好的活动。”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

王文对记者表示，习主席阐述了中国在对外
开放方面将采取 4 个重大举措，是一种自上
而下的动员，是中国新一轮改革开放的“发
令枪”。同时，目前经济全球化受到恐怖主
义、民粹主义、保护主义威胁，他的讲话像
给全球经济这架天空中飞行有些乏力的大飞
机重新“加油”。

“国际社会现在有些迷茫，习主席宣布的
一系列对外开放重大举措，将使全世界变得
更清醒，对未来充满信心。”王文说。

“习主席向全世界展示了他的心胸和情

怀，展示了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大国的态度
和担当，非常讲信用、非常透明。”杨钏玉表
示，经济全球化的趋势是不可阻挡的，实行
贸易保护主义的国家只会错失未来发展机
遇。中国欢迎各国搭乘中国发展“顺风车”，
与倡导贸易保护主义的国家形成了鲜明对比。

“一带一路”助推人类
命运共同体

习近平主席表示，共建“一带一路”倡
议源于中国，但机会和成果属于世界，中国
不打地缘博弈小算盘，不搞封闭排他小圈
子，不做凌驾于人的强买强卖；同时强调要
把“一带一路”打造成为顺应经济全球化潮
流的最广泛国际合作平台；向着构建人类命
运共同体的目标不断迈进，共创亚洲和世界
的美好未来……这些鼓舞人心的话语，让全
场多次爆发热烈掌声。

巴基斯坦前总理阿齐兹表示，很多国家
提出了类似倡议，但是并不像中国提出的

“一带一路”那么清晰和综合化，无论是从深
度、广度和影响力方面都不能相提并论。他
认为，“一带一路”强调各个国家间经济的可
连接性，因为这种互联互通，经济才能得以
发展。

“‘一带一路’不仅是中国的福祉，也
是整个人类的福祉。”巴基斯坦独立新闻社记
者瓦吉德·汗说，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一带一
路”倡议是一个伟大的愿景，为中国和其他
国家的未来发展提供了蓝图。这一愿景将带
领中国更为发达、繁荣、现代和创新，参与
这一倡议的国家和地区也将获得繁荣与发展。

巴基斯坦是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积
极参与者，目前巴基斯坦正在中巴经济走廊
框架下开展多个项目，并正从这些项目中受
益。“我相信在未来几年，‘一带一路’建设
将为中国及相关国家带来发展机遇，也有助
于在公平、正义和平等基础上建立全球化。
将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梦想将会实现。”瓦
吉德·汗说。

“‘一带一路’是一个非常伟大的倡议。”
向上金服首席执行官袁成龙对记者说，目前
经济发展越来越成为一项全球性话题，“一带
一路”建设使资源得到有效配置，不仅带动
基础设施建设，更会带动相关国家服务业、
金融业等实现创新发展。

好未来教育集团总裁白云峰表示，习主
席强调“一带一路”建设、推动构建人类命
运共同体，令人倍感鼓舞。这需要教育先
行，用教育推动各国民心相通，构建起人类
命运共同体的基础设施。

世界级领导人的情怀 负责任大国的担当
——国内外人士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在博鳌亚洲论坛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

本报记者 彭训文 叶 子

中国未来发生的事对世界影响巨大

记者：此次博鳌亚洲论坛2018年年会开幕式上，中国国家
主席习近平发表了题为 《开放共创繁荣 创新引领未来》 的主
旨演讲，宣布了中国在扩大对外开放方面的4项重大举措，您
认为这些措施会给中国乃至世界发展起到什么影响？

福田康夫：我认为习主席说得非常好，世界非常欢迎中国
进一步扩大改革开放。中国越开放，世界越受益。现在中国是
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发展和世界的发展进程深度融合，
中国未来发生的事情对世界影响巨大。

记者：201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可否分享您印象比
较深刻的关于中国改革开放的记忆？

福田康夫：中国改革开放这40年中，我印象最深刻的事是
40年前邓小平访日。当时邓小平参观了日本产业界，到访了许
多工厂，也希望他们在中国建厂；特别是他希望日本钢铁公司也
能在中国投资建厂。钢铁是一个国家工业的基础，邓小平当时提
出这样的要求，我认为对中国发展是大有裨益的。

世界各国应共享“一带一路”红利

记者：中美之间正发生贸易摩擦，日本在上世纪也同美国
发生过贸易战，您怎样看待二者之间的
相似与不同之处？

福田康夫：中美之间的贸易战和上
世纪美日贸易战还是有很多相似之处
的。一方面，我们贸易战的对象都是美
国，另一方面，和中国一样，日本当时
在对美贸易中处于顺差位置，美国处于
贸易逆差，因此产生了很多摩擦。当时
日本为了改善这种状况作出了大量努
力，比如说限制进口、下调汇率等等。

我认为，解决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
问题，需要把很多政策进行组合一并来
解决，多管齐下；而且必须通过协商这
一条路，来解决贸易摩擦，实现双赢。
对话是很重要的。

记者：习近平主席在今天的讲话
中多次提到并再次强调了“一带一
路”倡议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
念，您如何看待其对世界经济发展及
和平稳定的作用？

福田康夫：“一带一路”是中国提
出的关于未来发展的方向和计划，要推
进“一带一路”建设，需要和平稳定的

周边环境。因此，在推进“一带一路”过程中，中国会同世界
各国保持稳定良好关系，世界也就会因此变得更加和平与稳
定。中国是一个有影响力的大国，中国不仅关心自身经济，还
将其他国家和世界作为一个整体来考虑，这非常好。

我认为，各国在参与“一带一路”建设中，绝对不能抱有
“只能自己好、不许别人好”的自私想法，世界各国参与者都
应该共享实惠、共享利益，我相信这也是习主席提出构建“人
类命运共同体”的初衷。

博鳌论坛对亚洲乃至世界大有裨益

记者：您作为博鳌亚洲论坛的前任理事长，如何评价博鳌
论坛所产生的“博鳌智慧”对于世界的影响？

福田康夫：正如它的名字所显示的，博鳌亚洲论坛是亚
洲国家决定要聚集在一起，通过协商来解决问题的一个论
坛。有识之士聚集在一起，在商业、贸易等各个方面不同程
度上交换意见，并且结合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不断促进世
界的发展。博鳌论坛讨论的结果，也通过媒体的报道迅速传
到中国各地和世界。因此，博鳌亚洲论坛不仅对中国经济
界、亚洲经济界有益，对于世界经济界也大有裨益。我也希
望所有来参加博鳌亚洲论坛的各界朋友们都能畅所欲言，贡
献自己的智慧。

中国越开放，世界越受益
——访日本前首相、博鳌亚洲论坛咨询委员会主席福田康夫

本报记者 叶 子 彭训文

图为福田康夫 （左） 正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 王筱媚摄

本栏目主持人：陈振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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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逢中国改革开放 40 周年，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博鳌亚洲论坛
2018 年年会开幕式上，发表了题
为 《开放共创繁荣 创新引领未
来》 的主旨演讲。他强调各国要
顺应时代潮流，坚持开放共赢，
勇于变革创新，向着构建人类命
运共同体的目标不断迈进；中国
将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继续推
出扩大开放新的重大举措，同亚
洲和世界各国一道，共创亚洲和
世界的美好未来。

世界媒体注意到，就“人类
社会向何处去”“亚洲前途在哪
里”的“时代之问”，习主席提出
精辟见解。

面对复杂变化的世界，只有
不畏浮云遮望眼，善于拨云见
日，才能把握历史规律，认清世
界大势，进而才能就前进的道路
做出正确的抉择。在习近平看
来，当今世界，需要把握好三大
历史潮流，也就是历史规律——
和平合作的潮流、开放融通的潮
流、变革创新的潮流。

这是积中国 40 年改革开放的
经验启示。40 年来，中国之所以
取得历史性进步，离不开全体人
民紧扣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上
下求索，与时俱进，锐意进取，
敞开胸襟、拥抱世界。习近平指
出，中国人民坚持对外开放基本
国策，打开国门搞建设，成功实
现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
伟大转折。

这是积中国 40 年外交实践的
经验启示。中国长期坚持独立自
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在维护国家
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同时，
寻求构建全球伙伴关系网，在对
外关系中突出和平与发展的时代
主题，强调和平发展的共同性、
包容性与开放性，而且为和平与
发展的时代主题增添了“合作”
与“共赢”的色彩。

时代潮流之下，世界免不了遭遇逆流、潜
流和扰流。冷战思维、你输我赢、零和博弈还
大有市场，妄自尊大、恃强凌弱、以邻为壑还
时有显现，封闭守旧、排斥变革不乏其人。特
别是在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加速发展的今
天，单边主义与多边主义的矛盾以及保护主义

与自由贸易的矛盾还很突出，为
一己之私宁愿对抗、不愿对话的
冲动依然存在。实现和平、发
展、合作、共赢，任重而道远。

正是从顺应、引领和推动时
代潮流，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出
发，习近平指明了中国特色大国
外交新路，并向世界提出推动构
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新型国
际关系的倡议。这一倡议得到越
来越多国家和人民欢迎和认同。
在上述演讲中，习近平提出，面
向未来，希望各国人民同心协
力、携手前行，努力构建人类命
运共同体，共创和平、安宁、繁
荣、开放、美丽的亚洲和世界。
这是对“时代之问”的最好回
应，也昭示了破解“时代之问”、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新型
国际关系的五大路径。

时代潮流，浩浩荡荡，顺之
者昌，逆之者亡。中国勇立时代
潮头，从容应对国际风云激荡，
决意走出一条与历史上传统大国
不同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复
兴之路和大国外交新路。

习近平曾指出，“放眼世界，
我们面对的是百年未有之大变
局。”随着综合实力不断提升、日
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中国在国
际上的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
愈加显现，同时随着中外交融
性、关联性、互动性不断增强，
受到外部影响也会加大。

有着 40 年改革开放的厚重积
累，有着对当今时代潮流和国际
大势的正确认识和把握，有着对
新时代新征程的顶层设计和总体
布局，凭着忧患意识、底线思
维、战略定力，中国特色大国外
交新路必将越走越宽广，也会为
解答“时代之问”提供更加有效
的中国方案。

（作者为国际问题专家）

图为3名外国记者在博鳌亚洲论坛2018年年会开幕式现场合影。 本报记者 杨 迅摄

图为博鳌亚洲论坛的分论坛现场。 本报记者 孟祥麟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