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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9月7日，中国国家主席
习近平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
学发表题为 《弘扬人民友谊 共创美
好未来》的重要演讲，倡议共同建设

“丝绸之路经济带”。

2013年10月3日，中国国家主
席习近平在印度尼西亚国会发表题为

《携手建设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
的重要演讲，倡议筹建亚洲基础设施
投资银行，与东盟国家共同建设“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2014年9月11日，中国国家主
席习近平出席中俄蒙三国元首会晤时
提出，将“丝绸之路经济带”同“欧
亚经济联盟”、蒙古国“草原之路”
倡议对接，打造中蒙俄经济走廊。
2015年 7月 9日，中国、俄罗斯、蒙
古国三国签署了《关于编制建设中蒙
俄 经 济 走 廊 规 划 纲 要 的 谅 解 备 忘
录》。2016 年 6月 23日，三国元首共
同见证 《建设中蒙俄经济走廊规划
纲要》 的签署。这是共建“一带一
路”框架下的首个多边合作规划纲
要。

2014年11月8日，中国国家主
席习近平在北京 APEC 会议期间宣
布，中国将出资400亿美元成立丝路
基金。2014 年 12 月 29 日，丝路基金
有限责任公司在北京注册成立并正式
运行。丝路基金秉承“开放包容、互
利共赢”的理念，为“一带一路”框
架内的经贸合作和双边多边互联互通
提供投融资支持。

2015年3月28日，国家发展改
革委、外交部、商务部联合发布了

《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
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从时
代背景、共建原则、框架思路、合作
重点、合作机制等方面对“一带一
路”倡议进行阐释。

2015 年 12月 25日，亚洲基础
设施投资银行正式成立，总部设在北
京。亚投行是全球首个由中国倡议设
立的多边金融机构，重点支持基础设
施建设，促进亚洲区域的建设互联互
通化和经济一体化进程。目前，亚投
行拥有87个成员国。

2016年6月8日，中国铁路正式
启用“中欧班列”品牌。截至 2018
年6月底，中欧班列累计开行已突破
9000 列，运送货物近 80 万标箱，国
内开行城市 48 个，到达欧洲 14 个国
家42个城市。

2017年5月14日至15日，第一
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在
北京举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表
题为 《携手推进“一带一路”建设》
的主旨演讲。该论坛是“一带一路”
建设框架内层级最高、规模最大的国
际会议，主题为“加强国际合作，共
建‘一带一路’，实现共赢发展”，包
括 29 位外国元首和政府首脑在内的
来自130多个国家和70多个国际组织
约1500名代表出席此次高峰论坛。

2017年6月19日，国家发展改
革委、国家海洋局联合发布《“一带
一路”建设海上合作设想》，首次就
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海上合作提出
中国方案，向国际社会阐释共建“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核心理念，深
化与沿线国家的海上合作。

2017年8月17日，中国国家发
展改革委称，截至目前，与中国签署
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协议的国家和
国际组织已达 69 个，一系列部门间
合作协议覆盖“五通”各领域。

（王 晴编辑）

成果越做越多

“‘一带一路’提出5年来最大的亮点就
是把倡议变成了实实在在的行动。‘一带一
路’已经成为一个品牌，让人感觉到，你不
了解‘一带一路’，你就落伍了。”中国人民
大学国际事务研究所所长王义桅接受本报记
者采访时说。

王义桅把“一带一路”过去5年的成果分
为五大类：顶层设计、重大项目、规划对
接、互联互通、企业行动。

第一类，顶层设计初步完成，四梁八柱已
经建立，“一带一路”进入国际话语体系，成为
国际性关键词。2016年3月，联合国安理会通过
包括推进“一带一路”倡议内容的第 S/2274 号
决议。当年11月，联合国大会第A/71/9号决议
首次写入“一带一路”倡议，欢迎“一带一路”等
经济合作倡议，敦促各方通过“一带一路”倡议
等加强阿富汗及地区经济发展，呼吁国际社会
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安全保障环境。该决议
得到 193 个会员国的一致赞同，体现了国际社
会对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的普遍支持。

第二类，包括蒙内铁路、雅万铁路等一
大批重大项目落地。比如，铁路方面，建成
了蒙内铁路、亚吉铁路等境外铁路，推动实
现了中老、中泰等跨境铁路开工建设。启动
了中尼铁路前期工作，并建立双方政府部门
间沟通协作机制。公路方面，推动中巴经济走
廊两大公路、中俄黑河公路桥等重大基础设施
项目开工建设。海运方面，参与希腊比雷埃夫
斯港、斯里兰卡汉班托塔港、巴基斯坦瓜达尔
港等34个国家42个港口的建设经营。

第三类，与 90 多个国家实现对接，接下
来中非峰会与明年的高峰论坛应该还会出现
井喷。比如，中国联合相关国家制定了 《大
湄公河次区域交通战略2030》《中亚区域经济
合作铁路发展战略 （2030）》《中国—东盟交
通合作战略规划》《中巴经济走廊交通基础设
施专项规划》等战略规划。

第四类，互联互通取得多项成果，“任督
二脉”打通。5年来，政策沟通不断深化、设
施联通不断加强、贸易畅通不断提升、资金

融通不断扩大、民心相通不断促进。比如，
中国交通运输部公布的数据显示，“一带一
路”倡议提出5年来，交通互联互通方面取得
多项成果。“中欧班列”开行突破9000列，国
际道路客货运输线路开通356条，增加国际航
线403条，与沿线43个国家实现直航，每周约
4500个直航航班。

第五类，大量企业行动起来，电子商
务、人文交流等多个方面开始开花结果。“一
带一路”成为香饽饽。

人气越聚越旺

最近，《国际金融论坛 （IFF） 中国报告
2018》 公布了全球首份“一带一路”问卷调
查结果，由 26 个具有代表性的国家和地区中
央银行的调查回收问卷组成，总结了“一带
一路”建设5年来，中国与双边及多边共同就
投资项目开展合作所呈现的成果、问题及经
验。报告表明，63%的受访中央银行认为“一
带一路”倡议是极其重要乃至千载难逢的机
遇，也是过去10年最重要的全球倡议之一。

从一个崭新的概念到国际舞台上的“热
词”，“一带一路”走过的5年令人赞叹。

“刚开始，世界的普遍反应是好奇、观
望，觉得中国提出了一个这么雄心勃勃的倡
议，很有意思。但是，慢慢的，涉及中国的
话题就绕不开‘一带一路’了。世界在谈中
国的时候，不再是抽象地谈，而是有了一个
具体的话题。2015 年，中国对外发布了 《推
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
路的愿景与行动》。这时候，世界意识到，中
国的‘一带一路’不是空谈，而是有愿景有
行动。这之后，越来越多的国家对待‘一带
一路’的态度积极起来。”王义桅说。

“‘一带一路’吸引了不同类型的国
家。发展中国家、欠发达国家、对西方失望
的国家、最容易获益的中国周边国家、体量
较小的国家以及包括英国在内的发达国家
等，都因为自身的发展需求对‘一带一路’
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王义桅说。

这种热情在亚投行的扩容上表现得尤为
凸显。近日，随着黎巴嫩在亚洲基础设施投

资银行第三届理事会年会上被批准作为意向
成员加入，亚投行的成员总数已达到 87 个，
而这一数值在 2015 年底亚投行成立之初，还
只有 57 个。进一步回顾亚投行成立两年半以
来的成绩单，亮眼的不仅是成员国数量的增
加。截至目前，亚投行共在 13 个国家开展了
28个项目，并接连斩获3家国际评级机构最高
信用评级，可以说，亚投行的成就令人瞩
目，这个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多边金融机构正
为促进地区经济发展做着巨大贡献。

而且，越来越多曾经犹豫观望的国家开始
跃跃欲试。“欧盟严重缺席中国提出的‘一带一
路’倡议，法国应在其中发挥主导作用，（与中
国）建立商业互惠关系，进而推动欧盟也行动
起来。”据法国 《费加罗报》报道，近日，法
国参议院的一份题为 《对法国而言，“一带一
路”是简单的经济标签还是世界新秩序？》的
报告，郑重提醒道。据 《日本经济新闻》 报
道，围绕中国的“一带一路”广域经济圈构
想，日本企业已经开始为寻找商机加紧行
动。澳大利亚贸易和投资部长史蒂文·乔博近
期则表示：“澳大利亚和中国有着改善地区基
础设施的共同目标，对‘一带一路’能为地区基
础设施所作的贡献，澳大利亚非常欢迎。”

“可以说，经过 5 年，‘一带一路’已经从概
念股发展为绩优股、众筹股了。”王义桅说。

道路越走越宽

两千多年前，先辈筚路蓝缕，穿越草原
沙漠，开辟出联通亚欧非的陆上丝绸之路；
先辈扬帆远航，穿越惊涛骇浪，闯荡出连接东
西方的海上丝绸之路。21世纪，在中国的倡议
之下，“一带一路”焕发出夺目的光彩。路越
走越宽了。

正如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傅
梦孜指出的，“一带一路”是中国迄今为国际
社会提供的最大公共产品，也是目前世界上
最受欢迎的国际合作倡议。

今年 6月 7日，习近平主席在同哈萨克斯
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举行会谈时指出：“5 年
来，‘一带一路’倡议得到国际社会积极响
应。‘一带一路’倡议之所以能取得积极成

果，关键在于顺应了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潮
流，符合沿线国家发展合作的现实需求。”

“5 年来，‘一带一路’取得了亮眼的成
绩，源于三方面的原因。第一，这是个新的
理念。不走老路，不走邪路，目标是构建新
型国际关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第二，
当今世界对西方很失望，对中国则充满希
望。中国改革开放 40 年取得举世瞩目的成
就，凸显了中国吸引力。第三，这得益于中
国领导层强有力的领导、中国人民的勤劳智
慧、海外华侨华人的积极行动与众多企业的
热情参与。”王义桅说。

傅梦孜指出，5年来的建设发展历程，已
让越来越多的国家对“一带一路”建设的全
球意义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全球化挑战此起
彼伏，单个国家难以独善其身，也无法解决
世界面临的难题，而越来越多的国家在“一带
一路”红利中感受到，“一带一路”建设有助于
破解经济全球化困境，推动世界经济更加均
衡、包容和可持续发展。

对于“一带一路”的前景，世界信心满
满。《国际金融论坛 （IFF） 中国报告 2018》
的全球首份“一带一路”问卷调查显示，92%
的中央银行预计，未来 5 年内，“一带一路”
倡议相关项目能够支持国内经济增长，其中
大多数受访者认为可带动年增长近 1 个百分
点。有25%的受访者态度更加乐观，预计带动
的年增长将介于2—5个百分点。

正如上海合作组织秘书长拉希德·阿利莫
夫表示的，在提出 5 年后，“一带一路”倡议
已经成为了一个世界性的倡议。中国的“一带
一路”倡议是真正本着互利共赢的态度去推进
的，“一带一路”倡议将会有伟大的未来。

2017 年 5 月，“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
论坛在北京的成功举办，标志着共建“一带
一路”倡议已经进入从理念到行动、从规划
到实施的新阶段。

上图：2018年4月28日在马来西亚关丹港
新深水码头拍摄的防波堤。为配合马中关丹产
业园区的发展，为入园项目提供优良的港口物
流服务，广西北部湾国际港务集团有限公司入
股关丹港后与马方合作伙伴一起加快了对关
丹港的升级改造。 新华社发

“一带一路”5 岁了！
本报记者 张 红

日前，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阿联

酋、塞内加尔等 5个亚非国家进行了访

问，其中一项重要成果就是中国与阿联

酋、塞内加尔、卢旺达签署了共建“一带

一路”方面的合作文件。5年前，中国提

出“一带一路”倡议。5年来，“一带一

路”建设逐渐从理念转化为行动，从倡

议变为共识，从愿景成为现实，建设成

果丰硕，也对世界格局产生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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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13 日 11 时，首趟中欧班列（根特—西安）沃尔沃整车进口专列抵达
中国铁路西安局集团有限公司新筑车站。这是陕西首趟汽车整车进口专列。
此趟进口专列共载 160 辆沃尔沃汽车，从比利时根特出发，经过 16 天时间，
跨越 1 万多公里抵达新筑车站。 张丹华 唐振江摄

7月7日，来自阿富汗、阿塞拜疆、朝鲜、埃及、赞比亚等20余个“一带
一路”沿线国家的百余位政府官员、学术专家参观山东青岛汉画像砖博物
馆，实地了解中国传统文化。图为“一带一路”国家代表在青岛市汉画像砖
博物馆体验拓印。 王海滨摄 （人民图片）

5月19日，为期4天的2018“一带一路”叠石桥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在江苏
海门叠石桥国际家纺城开幕，来自俄罗斯、巴基斯坦等19个“一带一路”沿
线国家的采购商和贸易商参加。图为参会人员被“一带一路”叠石桥进出口
商品交易会上的伊朗地毯、挂毯所吸引。 许丛军摄 （人民图片）

《纽约时报》——

中国不是“一带一路”倡议的唯一受
益者。美国通用电气2014年接到中国的设
备订单总值为 4 亿美元，中国提出“一带
一路”倡议后，2016年的订单数字达到23
亿美元。与此同时，一些外国企业正在调
整自己的战略，争取与中国签订“一带一
路”倡议相关的订单。如果按计划进行，“一
带一路”倡议将会掀起全球建设热潮。

美国《外交官杂志》——

“一带一路”倡议成为一种品牌战
略，已经扩展到各个可以想象的领域。现
在，“一带一路”倡议在很大程度上取得
了成功。2017 年 5 月，前往北京“一带一
路”国际高峰论坛的各国国家元首或政府
首脑，甚至包括一些拉丁美洲国家元首，
期待通过“一带一路”倡议吸引中国投
资，成为中国新品牌力量的典范。

亚洲新闻频道——

“一带一路”倡议是一个全球经济新
秩序的愿景，是一种双赢的合作。“一带
一路”倡议采取多层次的投资回报方式，
提供一个双赢和可持续发展的机会。各国
可以通过发挥自己的优势和利用援助来解
决问题与不足。中国正在分享从自身发展
中获得的专业知识和经验，推动可持续发
展，使一些国家更快摆脱贫困。

路透社——

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寻求合作共
赢，沿着这条路，我们将会找到一种“共
同分享繁荣，一起分享进步”的路径和方
法。“一带一路”倡议搭建的是一个良好
的沟通合作平台。国与国、人与人之间都
要学会互取所长、共享资源，利用手中的
优势联合更多优势，创造全人类的充满爱
的世界。 （王 晴编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