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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作为源自中国的倡议，带有鲜明的
“ 和 谐 ” 发 展 标 识 与 中 国 特 色 。 5 年 来 经 历 了 两 个
“转化”：从理念转化为行动，从愿景转化为现实。“行
动”和“现实”是两个重要关键词，是构成当前“一带
一路”倡议取得的成果的主要特征。除基础设施、产业
合作、经贸发展等领域的合作与发展项目的实施，共同
创新、联合研发也被纳入“一带一路”合作的范围，为
其可持续性增添了新的动力。

“一带一路”已经成为双边、地区和全球的共识。目
前，全球 100 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积极支持和参与“一
带一路”建设。联合国大会、联合国安理会等重要决议
也纳入“一带一路”建设内容。“一带一路”倡议源于中
国，但机会和成果属于世界。

中国在开展对外经贸过程中，始终秉承“自由、开
放、合作”的全球化核心价值理念，“一带一路”倡议体

现了中国对“新时代”经贸关系的理解和认识。一方
面，只有开放才能发现机遇、抓住机遇、创造机遇，实
现国家的发展目标。另一方面，把中国的机遇转变为世
界的机遇，才能使世界的机遇转变为中国的机遇。

“一带一路”建设不是中国向外输出“过剩产能”和
“资本”。沿线国家要素禀赋各异，比较优势差异明显，
互补性很强。

中国与沿线国家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合作关系，中国
也保持着良好的形象。随着“一带一路”项目的实施，
中国在社会责任、公共关系、本土化、透明度等方面都
有很大的改进和提升，这使中国与当地民心更通。

据有关部门统计，中国目前已在沿线国家建设了75
个境外经贸合作区。从2013年至2017年，中国与“一带
一路”沿线国家的进出口总值达到了 33.2 万亿元人民
币，年均增长4%，高于同期中国外贸的年均增速。今年

一季度，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出口增长
12.9%，其中出口增长10.8%，进口增长15.7%。

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丝绸之路经济带”要创新
合作模式，加强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
流通和民心相通。如今，“五通”建设的成功经验就是与
当地发展倡议、计划对接。“一带一路”倡议已经与俄罗
斯欧亚经济联盟建设、印尼全球海洋支点发展规划、哈
萨克斯坦光明之路经济发展战略、蒙古国草原之路倡
议、欧盟欧洲投资计划、埃及苏伊士运河走廊开发计划
等实现了对接与合作，并形成了一批标志性项目。

目前，“一带一路”合作范围不断扩大。巩固成果，
加大共识，构建多形式、多渠道和多国参与的合作平
台，给参与各方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合作红利。未来“一
带一路”建设可创新合作方式，在可持续性的动力上下
功夫。 （刘雨溪采访整理）

中国在世行换到“成人桌”

世界银行将逐步减少对中国的贷款。但不论怎样，
中国都是赢家。这是因为根据世行成员国上月末达成的
增资方案，中国将增加在世行的股权份额。

中国曾经属于从世行项目中获益的那一类经济体，
可如今，中国成了给这些项目提供担保的经济体。不仅
如此，中国还在主导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发展。

对中国来说，在由美国策划的现有机构中成为重要
参与者已然是一桩美事，而中国人为了达到部分相同的
目标，还在创建属于自己的类似体系。无论作为借款人
还是贷款人，中国似乎都是赢家。

——据美国彭博新闻社网站5月7日报道

图为美国华盛顿市区的世界银行大楼外景。
（来源：新华社）

中国核电高铁技术走向全球

中国引进美国、法国、俄罗斯等国技术，并在人才
培养方面倾注了很大力气。目前，中国运转中的核电机
组为37座，不算因福岛核电站事故而停止运行众多核电
站的日本，仅次于美国和法国，居世界第三位。

中国曾经在核电建设领域落后于日美欧。日本电力
业团体的考察团，还曾就配管螺栓技术进行过指导。

中国以前一直从日本、德国获得铁路技术支持，不
过有专家表示，“‘复兴号’从设计到试验，全部都是中
国自己搞的，是纯国产。在技术上有了升级。”日本也在
核电和高铁推销方面投入了力量，但曾经的“徒弟”中
国已经成为强有力的竞争对手。

——据日本《读卖新闻》5月5日报道

图为“华龙一号”发电机。 （来源：新华社）

中国天眼超算超俄罗斯

世界还是认可了中国科学家和工程师的建树。它终
于明白，并非全球所有科技成果都集中在西方国家。

藏身于中国西南贵州山区中的“天眼”是世界上最
灵敏的射电望远镜。而曾经世界上最大的射电望远镜

“拉坦-600”是上世纪70年代苏联在卡拉恰伊-切尔克斯
建造的。如今俄罗斯已经好几代中小学生不上天文课
了，今后谁来从事这项工作？

全球超算 500 强中，中国上榜数量已有 167 台，其
中，“神威”获得世界最快计算机的称号。俄罗斯则只有
七台上榜。其中最强大的是莫斯科大学的“罗蒙诺索夫
二号”，位列全球第41位。

如今，中国不仅是“世界工厂”，还是核大国、航天
大国和金融工业大国。

——据俄罗斯自由媒体网站5月6日报道

图为航拍的位于中国贵州省的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
远镜全景。 （来源：新华社）

中国竞争促进西方创新

对于中国自由贸易的担心通常集中于美欧制造业岗
位的流失。有人担心：中国的崛起损害西方的创新。特
朗普的顾问们称，中国挤压外国公司的利润造成它们更
难投资于创新。然而，数据显示，与中国的竞争恰巧伴
随着美国创新的增多——而非减少。

研究欧洲企业的经济学家发现，来自中国进口的竞
争促使企业提高技术水平，并造成工作岗位流向更高端
的公司。中国进口带来的竞争引起研发支出在某些产业
内部再分配，从竞争失利者转向生产效率和利润更高的
公司。同时，许多科研人员离开制造业，进入数据处理
和金融等服务业。

——据英国《经济学人》5月4日报道

海 外 声 音

“一带一路”带来合作红利“一带一路”带来合作红利专 家

解 读

美国《福布斯》双周刊网站5月7日报道，马来西亚人广泛支持中国的贷款和资
金，因为它们留下受欢迎的基础设施项目，但没有债务威胁，也没有中国工人竞争
当地的就业岗位。

美媒称，马来西亚的实例说明了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受到广泛关注和期待，
受援国可借此获得经济繁荣。

德国《法兰克福汇报》5月3日称，中国的“一带一路”线路途经世界上最偏远
的港口霍尔果斯口岸。足足200名工人及其家人已在此落户并运行着中欧之间铁路
线上这个重要的集装箱中转站。中国不仅是哈萨克斯坦的最大投资国，也是其最大
贸易伙伴和援助者。

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网站近日报道，中国和阿联酋朝建立“一带一路”
交易所迈进了一步，以满足庞大的“一带一路”倡议的需要。

法国《世界报》近日刊文称，“一带一路”与完全建立在金融统治基础上的华尔
街模式不同，它寻求多种形式的互相依存：政治合作，互联互通，相互贸易，长期
投资。

■ 受访专家：中国国际贸易学会专家委员会副主任 李 永

◀ 5月8日，第十届国际高铁大会和贸易展，在土耳其安卡拉进行，主题是共
享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展会吸引了上千名来自世界各地的参展商、业界人士和观
众。图为一名观众在国际高铁大会上体验中国高铁虚拟驾驶舱。

（来源：新华社）秦彦洋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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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周边外交迎来新局面
本报记者 贾平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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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金会”、“习莫会”；中国国家总理李克强先后正
式访问印度尼西亚、出席中国-东盟建立战略伙伴关系15
周年庆祝活动、出席第七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2018
年，中国一系列周边外交引发世界广泛关注。

外媒表示，作为推动地区和全球增长的主要力量，
一个更加开放和日益富强的中国对周边国家而言，意味
着历史性的发展机遇和更多的地区公共产品。新时代，
中国大力弘扬亲诚惠容的外交理念，对于促进地区合作
和经济繁荣，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具有巨大的正向推动
作用。

国 际 论 道

释放信号 影响深远

“这次三方峰会本身就很具历史意
义。”英国 《金融时报》 引述评论称，
时隔两年半，第七次中日韩领导人会
议的举办，对深化中日韩合作、促进
亚太地区和平稳定与发展具有深远影
响。

近日，第七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刚
落下帷幕。路透社称，中日韩三国领导
人会面“释放了一个强大的团结信号”。
新加坡 《海峡时报》 刊文说，此次会议

“将为提升区域一体化提供机遇”。
外媒普遍认为，此次三方会议担当

了“中日关系正常化的铺路石”，中国总
理时隔 8 年后首次对日本进行正式访问，
是中日关系“破冰”的重要信号。而此
前，据共同社报道，5月 4日，日本首相
安倍晋三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首
次电话会谈。

而在访日之前，中国国家总理李克
强正式访问了印尼和设在雅加达的东盟
秘书处，出席了中国-东盟建立战略伙伴
关系 15 周年庆祝活动启动仪式并发表主
旨讲话。双方表示，愿以此为契机，充
实中国与东盟战略合作内涵。

此外，“习金会”为中国周边外交再
添一把火。《华尔街日报》 称，在与美国
总统特朗普召开峰会的前夕，朝鲜领导
人金正恩再次出其不意访华，与中国主
席习近平举行会晤，巩固近来回暖的中
朝关系。

“这是两位领导人在 40 多天时间里
举行的第二次会晤，围绕中朝关系及半
岛问题都释放出强烈信息。”BBC 报道
称，中朝两国官方媒体都对此次会谈进
行正面评价，并重提“新时代中朝关
系”。

龙象共舞，此前中印两国
领导人非正式会晤同样聚集了
世界媒体的镁光灯。印度《经
济时报》把“习莫会”形容为

“心贴心的对话”。

分享机遇 重塑关系

英国 《金融时报》 称，此次中日韩
会议正在重塑东亚关系，说明特朗普在
贸易和安全问题上的强硬立场正在推动
这些经常发生龃龉的国家缓和关系。中
国正树立全球贸易体系维护者的形象，
日本也愿意“做两手准备”，以获得制衡
华盛顿的影响力。

李克强在中日韩领导人会议上说：
“在当前形势下，中日韩更应坚定地站在
一起，维护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自由贸
易体系，旗帜鲜明地反对保护主义和单
边主义的做法。”这番讲话引发热议。

日本中国友好协会副理事长、庆应
义塾大学教授大西广在接受采访时说，
中日韩地理位置相近，经济结构相似或
互补，三国在支持自由贸易、反对贸易
保护主义方面拥有共同利益和一致立
场。路透社报道称，“此次峰会表明亚洲
有这种统一阵线”。

《联合早报》 称，中日韩通过扩大贸
易或贸易转移，弥补美国保护主义措施
可能造成的损失，这对东北亚乃至全球
贸易都是好事。

此外，中朝、中印关系回暖也为三国
赢得更多发展机遇。

“在中朝两国领导人3月的会面后，北
京和平壤发现各自重大利益合拍，因此希
望改善双边关系，增强政治互信。”BBC报
道分析称，两国领导人都希望从朝鲜半岛
正在发生的历史性变革中发现机会。

“习莫会”，两国首脑开始“增信释

疑”。从“家乡外交”到“交心峰会”，在印度
《第一邮报》看来，中印接触的动力显而易
见：两国都期待利用贸易和商业活动作为
管控战略分歧的支点，实现关系正常化。
数据显示，2017 年，中印双边贸易总额达
844亿美元，创历史新高，中国继续保持印
度最大贸易伙伴。

分析认为，在当前全球性问题日益突
出、各国利益交织空前紧密的时代，中国
强调的互利共赢、非零和博弈、打造命运
共同体等外交新理念，都在促使周边国家
重新审视自身在对中国外交战略上的选
择。特别是中国发起的“一带一路”倡议，
毫无疑问已经成为中国与周边国家互惠
互利的一个“好机遇”。

务实合作 共赢未来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是一项
广泛的区域贸易协定，还涵盖印度、澳
大利亚、新西兰和东盟十国。”《金融时
报》 网认为，许多亚洲经济体普遍对之
抱有热情。

日本共同社援引中国国家总理的话
称，要提升区域经济一体化水平，要加
快中日韩自贸区谈判进程，推动早日达
成“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引领
推动制定东亚经济共同体蓝图。

中国领导人的倡议得到日韩两国积
极响应。安倍晋三随后表态，“我们必须
确保公平的竞争环境，进一步推动自由
贸易”。韩国韩联社称，文在寅也同样呼
吁共同应对第四次工业革命，并在能
源、环境领域打造合作新模式。

中日韩三国领导人会议达成的多项
务实合作成果都是全球媒体报道的热
点，中国合作共赢的外交理念再次彰
显。新加坡 《海峡时报》 引述李克强的
话称，要集聚三方优势，通过“中日韩+
X”模式，在产能合作、减贫、灾害管
理、节能环保等领域实施联合项目。

合作的前提是互相尊重，中国坚持尊
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和社会
制度，在周边外交中讲信义、重情义、扬正
义、树道义，打造周边命运共同体。

“中朝领导人短时间里两次会晤，进
一步说明半岛问题的解决离不开中国参
与。”BBC 报道称，中国“支持朝方战略重
心转向经济建设，支持朝鲜走符合本国国
情的发展道路。”《纽约时报》称，中朝两国
的双边贸易将在不久后会出现增长。

“习近平与莫迪在中国武汉的对话旨
在为未来 15 年的双边关系构建一种新模
式。”印度雷迪夫网站则报道称。

据 《印度教徒报》 报道，印度陆军
总部已经发布了新的指令，要求印军在
印中边境沿线地区保持和平。报道称，
在中印两国领导人武汉非正式会晤之
后，这一指令就出现了。

《日本经济新闻》 称，除政治、军
事，印度还在经贸方面向中国伸出“橄
榄枝”。舆论认为，印度在修复对华关系
方面，已呈现出“全方位”的积极。

“中印两国携手将对其他国家产生示
范效应，促进亚洲的团结和合作”斯里
兰卡探路者基金会斯印关系研究中心主
任贾亚纳特·科隆巴哥认为，如果所有亚
洲国家能够携手前进，21 世纪将成为

“亚洲世纪”。

图片来源：网络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