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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国对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平稳增长。2013－

2018年，中国企业对沿线国家直接投资超过 900亿美元，
在沿线国家完成对外承包工程营业额超过 4000 亿美元。
2018年，中国企业对沿线国家实现非金融类直接投资156
亿美元，同比增长8.9%，占同期总额的13.0%；沿线国家
对外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 893 亿美元，占同期总额的
53.0%。世界银行研究表明，预计沿线国家的外商直接投
资总额将增加4.97%，其中，来自沿线国家内部的外商直
接投资增加4.36%，来自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的外商
直接投资增加4.63%，来自非沿线国家的外商直接投资增
加5.75%。（注2）

2. 国际产能合作和第三方市场合作稳步推进。沿线
国家加快发展产生了国际产能合作的巨大市场需求，中
国积极响应并与相关国家推进市场化、全方位的产能合
作，促进沿线国家实现产业结构升级、产业发展层次提
升。目前中国已同哈萨克斯坦、埃及、埃塞俄比亚、巴
西等 40 多个国家签署了产能合作文件，同东盟、非盟、
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等区域组织进行合作对接，开
展机制化产能合作。中国与法国、意大利、西班牙、日
本、葡萄牙等国签署了第三方市场合作文件。

3. 合作园区蓬勃发展。中国各类企业遵循市场化
法治化原则自主赴沿线国家共建合作园区，推动这些
国家借鉴中国改革开放以来通过各类开发区、工业园
区实现经济增长的经验和做法，促进当地经济发展，
为沿线国家创造了新的税收源和就业渠道。同时，中
国还分别与哈萨克斯坦、老挝建立了中哈霍尔果斯国
际边境合作中心、中老磨憨－磨丁经济合作区等跨境
经济合作区，与其他国家合作共建跨境经济合作区的
工作也在稳步推进。

二、贡 献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着眼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为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
和经济全球化作出了中国贡献。

（一）共商：从中国倡议到全球共识
共商就是“大家的事大家商量着办”，强调平等参与、

充分协商，以平等自愿为基础，通过充分对话沟通找到认
识的相通点、参与合作的交汇点、共同发展的着力点。

——打造共商国际化平台与载体。2017年5月，首届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在北京成功召开，29个国
家的元首和政府首脑出席论坛，140多个国家和80多个国
际组织的 1600 多名代表参会，论坛形成了 5 大类、76 大
项、279项具体成果，这些成果已全部得到落实。2019年
4月，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继续在北京
举办。“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已经成为各参与国
家和国际组织深化交往、增进互信、密切往来的重要平
台。2018 年 11 月，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成功举办，
172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参加，3600余家境外企业参
展，4500 多名政商学研各界嘉宾在虹桥国际经济论坛上
对话交流，发出了“虹桥声音”。中国还举办了丝绸之路
博览会暨中国东西部合作与投资贸易洽谈会、中国－东
盟博览会、中国－亚欧博览会、中国－阿拉伯国家博览
会、中国－南亚博览会、中国－东北亚博览会、中国西
部国际博览会等大型展会，都成为中国与沿线各国共商
合作的重要平台。

——强化多边机制在共商中的作用。共建“一带一
路”顺应和平与发展的时代潮流，坚持平等协商、开放
包容，促进沿线国家在既有国际机制基础上开展互利合
作。中国充分利用二十国集团、亚太经合组织、上海合
作组织、亚欧会议、亚洲合作对话、亚信会议、中国－
东盟 （10+1）、澜湄合作机制、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
作、大图们倡议、中亚区域经济合作、中非合作论坛、
中阿合作论坛、中拉论坛、中国－中东欧 16+1 合作机
制、中国－太平洋岛国经济发展合作论坛、世界经济论
坛、博鳌亚洲论坛等现有多边合作机制，在相互尊重、
相互信任的基础上，积极同各国开展共建“一带一路”
实质性对接与合作。

——建立“二轨”对话机制。中国与沿线国家通过
政党、议会、智库、地方、民间、工商界、媒体、高校
等“二轨”交往渠道，围绕共建“一带一路”开展形式
多样的沟通、对话、交流、合作。中国组织召开了中国
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就共建“一带一路”相
关议题深入交换意见。中国与相关国家先后组建了“一
带一路”智库合作联盟、丝路国际智库网络、高校智库
联盟等。英国、日本、韩国、新加坡、哈萨克斯坦等国
都建立了“一带一路”研究机构，举办了形式多样的论
坛和研讨会。中外高校合作设立了“一带一路”研究中
心、合作发展学院、联合培训中心等，为共建“一带一
路”培养国际化人才。中外媒体加强交流合作，通过举
办媒体论坛、合作拍片、联合采访等形式，提高了共建

“一带一路”的国际传播能力，让国际社会及时了解共建
“一带一路”相关信息。

（二）共建：共同打造和谐家园
共建就是各方都是平等的参与者、建设者和贡献

者，也是责任和风险的共同担当者。
——打造共建合作的融资平台。由中国发起的亚洲

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2016年开业以来，在国际多边开发体
系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得到国际社会广泛信任和
认可。截至 2018年底，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已从最初
57个创始成员，发展到遍布各大洲的93个成员；累计批
准贷款 75 亿美元，撬动其他投资近 400 亿美元，已批准
的 35 个项目覆盖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塔吉克斯坦、
阿塞拜疆、阿曼、土耳其、埃及等 13个国家。亚洲基础
设施投资银行在履行自身宗旨使命的同时，也与其他多
边开发银行一起，成为助力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多
边平台之一。2014 年 11 月，中国政府宣布出资 400 亿美
元成立丝路基金，2017年5月，中国政府宣布向丝路基金
增资1000亿人民币。截至2018年底，丝路基金协议投资
金额约 110 亿美元，实际出资金额约 77 亿美元，并出资
20 亿美元设立中哈产能合作基金。2017 年，中国建立

“一带一路”PPP工作机制，与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签
署合作谅解备忘录，共同推动 PPP 模式更好运用于“一
带一路”建设合作项目。

——积极开展第三方市场合作。共建“一带一路”
致力于推动开放包容、务实有效的第三方市场合作，促
进中国企业和各国企业优势互补，实现“1+1+1＞3”的
共赢。2018 年，第一届中日第三方市场合作论坛和中法

第三方市场合作指导委员会第二次会议成功举办。英国
欣克利角核电等一批合作项目顺利落地，中国中车与德
国西门子已经在一些重点项目上达成了三方合作共识。

（三）共享：让所有参与方获得实实在在的好处
共享就是兼顾合作方利益和关切，寻求利益契合点

和合作最大公约数，使合作成果福及双方、惠泽各方。
共建“一带一路”不是“你输我赢”或“你赢我输”的
零和博弈，而是双赢、多赢、共赢。

——将发展成果惠及沿线国家。中国经济对世界经
济增长的贡献率多年保持在30%左右。近年来，中国进口
需求迅速扩大，在对国际贸易繁荣作出越来越大贡献的
同时，拉动了对华出口的沿线国家经济增长。中国货物
和服务贸易年进口值均占全球一成左右，2018 年，中国
货物贸易进口 14.1 万亿人民币，同比增长 12.9%。2018
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 1298.3 亿美元，同比增长 4.2%，
对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占比逐年增长。在共建“一带一
路”合作框架下，中国支持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等地
区广大发展中国家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力度，世界经济发
展的红利不断输送到这些发展中国家。世界银行研究组
的量化贸易模型结果显示，共建“一带一路”将使“发
展中的东亚及太平洋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平均增加
2.6%至3.9%。（注3）

——改善沿线国家民生。中国把向沿线国家提供减
贫脱困、农业、教育、卫生、环保等领域的民生援助纳
入共建“一带一路”范畴。中国开展了中非减贫惠民合
作计划、东亚减贫合作示范等活动。积极实施湄公河应
急补水，帮助沿河国家应对干旱灾害，向泰国、缅甸等
国提供防洪技术援助。中国与世界卫生组织签署关于

“一带一路”卫生领域合作的谅解备忘录，实施中非公共
卫生合作计划、中国－东盟公共卫生人才培养百人计划
等项目。中国累计与沿线国家合作培养数千名公共卫生
管理和疾病防控人员，累计为相关国家 5200余名白内障
患者实施免费复明手术。中国每年为周边国家近3万名患
者提供优质医疗服务。中国中医药团队先后在柬埔寨、
科摩罗、多哥、圣多美和普林西比、巴布亚新几内亚等
国家实施快速清除疟疾方案。

——促进科技创新成果向沿线国家转移。中国与沿
线国家签署了 46个科技合作协定，先后启动了中国－东
盟、中国－南亚等科技伙伴计划，与东盟、南亚、阿拉
伯国家、中亚、中东欧共建了5个区域技术转移平台，发
起成立了“一带一路”国际科学组织联盟。通过沿线国
家青年科学家来华从事短期科研工作以及培训沿线国家
科技和管理人员等方式，形成了多层次、多元化的科技
人文交流机制。2018年，中国接收500名沿线国家青年科
学家来华科研，培训科技管理人员逾 1200人次。中国积
极开展航天国际合作，推动中国北斗导航系统、卫星通
讯系统和卫星气象遥感技术服务沿线国家建设。

——推动绿色发展。中国坚持《巴黎协定》，积极倡
导并推动将绿色生态理念贯穿于共建“一带一路”倡
议。中国与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签署了关于建设绿色“一
带一路”的谅解备忘录，与 30多个沿线国家签署了生态
环境保护的合作协议。建设绿色丝绸之路已成为落实联
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重要路径，100多个来自相
关国家和地区的合作伙伴共同成立“一带一路”绿色发
展国际联盟。中国在2016年担任二十国集团主席国期间，
首次把绿色金融议题引入二十国集团议程，成立绿色金融
研究小组，发布《二十国集团绿色金融综合报告》。中国积
极实施“绿色丝路使者计划”，已培训沿线国家 2000人次。
中国发布《关于推进绿色“一带一路”建设的指导意见》、

《“一带一路”生态环境保护合作规划》等文件，推动落实共
建“一带一路”的绿色责任和绿色标准。

（四）愿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共建“一带一路”顺应了人类追求美好未来的共同

愿望。国际社会越来越认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所主
张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符合当代世界经济发展需要和人类文明进步的大方向。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正成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
要实践平台。

——源自中国更属于世界。共建“一带一路”跨越
不同地域、不同发展阶段、不同文明，是一个开放包容
的平台，是各方共同打造的全球公共产品。共建“一带
一路”目标指向人类共同的未来，坚持最大程度的非竞
争性与非排他性，顺应了国际社会对全球治理体系公正
性、平等性、开放性、包容性的追求，是中国为当今世
界提供的重要公共产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指出，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与联合国新千年计划宏观目标相
同，都是向世界提供的公共产品。共建“一带一路”不
仅促进贸易往来和人员交流，而且增进各国之间的了
解，减少文化障碍，最终实现和平、和谐与繁荣。

——为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提供了中国方案。当今世
界面临增长动能不足、治理体系滞后和发展失衡等挑
战。共建“一带一路”体现开放包容、共同发展的鲜明
导向，超越社会制度和文化差异，尊重文明多样性，坚
持多元文化共存，强调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国家的优势互
补和互利共赢，着力改善发展条件、创造发展机会、增
强发展动力、共享发展成果，推动实现全球治理、全球
安全、全球发展联动，致力于解决长期以来单一治理成
效不彰的困扰。

——把沿线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人
类只有一个地球，各国共处一个世界。为了应对人类共
同面临的各种挑战，追求世界和平繁荣发展的美好未
来，世界各国应风雨同舟，荣辱与共，构建持久和平、
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人
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融入了利益共生、情感共鸣、价值共
识、责任共担、发展共赢等内涵。共建“一带一路”主
张守望相助、讲平等、重感情，坚持求同存异、包容互
谅、沟通对话、平等交往，把别人发展看成自己机遇，
推进中国同沿线各国乃至世界发展机遇相结合，实现发
展成果惠及合作双方、各方。中国在 40年改革开放中积
累了很多可资借鉴的经验，中国无意输出意识形态和发
展模式，但中国愿意通过共建“一带一路”与其他国家
分享自己的发展经验，与沿线国家共建美好未来。

三、展 望

当今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和平、
发展、合作仍是时代潮流。展望未来，共建“一带一
路”既面临诸多问题和挑战，更充满前所未有的机遇和
发展前景。这是一项事关多方的倡议，需要同心协力；

这是一项事关未来的倡议，需要不懈努力；这是一项福
泽人类的倡议，需要精心呵护。我们相信，随着时间的
推移和各方共同努力，共建“一带一路”一定会走深走
实，行稳致远，成为和平之路、繁荣之路、开放之路、
绿色之路、创新之路、文明之路、廉洁之路，推动经济
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
发展。

（一）和平之路
古丝绸之路，和时兴，战时衰。共建“一带一路”

离不开和平安宁的环境。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主张建
设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打
造对话不对抗、结伴不结盟的伙伴关系。各国应尊重彼
此主权、尊严、领土完整，尊重彼此发展道路和社会制
度，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

和平安全是推进共建“一带一路”的基本前提和保
证。各国需树立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
营造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要着力化解冲突，坚持政治
解决；要着力斡旋调解，坚持公道正义；要着力推进反
恐，标本兼治，消除贫困落后和社会不公。各国需摒弃
冷战思维、零和游戏和强权政治，坚决反对恐怖主义、
分裂主义、极端主义。在涉及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安
全稳定等重大核心利益问题上给予相互支持。坚持以对
话解决争端、以协商化解分歧，增进合作互信，减少相
互猜疑。各国需深化在网络安全、打击跨国犯罪、打击
贩毒、打击“三股势力”、联合执法、安全保卫等方面的
合作，为区域经济发展和人民安居乐业营造良好环境。

中国始终是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
坚定力量。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坚定奉行独立自
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
和奉行的内外政策，决不干涉各国内政，不把自己的意
志强加给对方，不把本国利益凌驾于他国利益之上。为
保证共建“一带一路”顺利推进，中国愿同沿线各国共
同构建争端解决机制，共建安全风险预警防控机制，共
同制定应急处置工作机制。一旦发生纠纷，当事方能够坐
下来就相互利益关切沟通交流，对话而不是对抗，不但为
共建“一带一路”营造良好发展环境，而且共同推动建设
各国彼此尊重核心利益、和平解决分歧的和谐世界。

（二）繁荣之路
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总钥匙，共建“一带一路”

聚焦发展这个根本性问题，释放各国发展潜力，实现经
济融合、发展联动、成果共享。共建“一带一路”顺应
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的
潮流，致力于维护全球自由贸易体系和开放型世界经济。

沿线国家市场规模和资源禀赋各有优势，互补性
强，潜力巨大，合作前景广阔。各国需在充分照顾各方
利益和关切基础上，凝聚共识，将共识转化为行动，按
照战略对接、规划对接、平台对接、项目对接的工作思
路，形成更多可视性成果，实现优势互补，促进共同繁
荣发展。

共建“一带一路”将继续把互联互通作为重点，聚
焦关键通道、关键节点、关键项目，着力推进公路、铁
路、港口、航空、航天、油气管道、电力、网络通信等
领域合作，与各国共同推动陆、海、天、网四位一体的
互联互通。中国愿意与各国共建“一带一路”空间信息
走廊。深化与沿线国家在经贸领域的互利共赢，扩大双
多边投资贸易规模。深入开展产业合作，共同办好经
贸、产业合作园区。抓住新工业革命的发展新机遇，培
育新动能、新业态，保持经济增长活力。第二届“一带
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期间，中国将与有关国家签署
一批产能与投资合作重点项目清单。建立稳定、可持
续、风险可控的金融服务体系，创新投资和融资模式，
推广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建设多元化融资体系和多层
次资本市场，发展普惠金融，完善金融服务网络。

（三）开放之路
开放带来进步，封闭导致落后。对一个国家而言，

开放如同破茧成蝶，虽会经历一时阵痛，但将换来新
生。共建“一带一路”以开放为导向，努力解决经济增
长和平衡发展问题。

共建“一带一路”坚持普惠共赢，打造开放型合作
平台，推动形成开放型世界经济。共建“一带一路”是
和平发展、经济合作倡议，不是搞地缘政治联盟或军事
同盟；是开放包容、共同发展进程，不是要关起门来搞
小圈子或者“中国俱乐部”；不以意识形态划界，不搞零
和游戏。不管处于何种政治体制、地域环境、发展阶
段、文化背景，都可以加入“一带一路”朋友圈，共商
共建共享，实现合作共赢。

中国支持、维护和加强基于规则的、开放、透明、
包容、非歧视的多边贸易体制，促进贸易投资自由化便
利化，与沿线国家共建高标准自由贸易区，推动经济全
球化健康发展。同时，共建“一带一路”也着力解决发展失
衡、治理困境、数字鸿沟、分配差距等问题，让世界各国的
发展机会更加均等，让发展成果由各国人民共享。

在共建“一带一路”过程中，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
越开越大，中国愿为世界各国带来共同发展新机遇，与
各国积极发展符合自身国情的开放型经济，共同携手向
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不断迈进。

（四）绿色之路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践行绿色发展理念，倡导绿

色、低碳、循环、可持续的生产生活方式，致力于加强
生态环保合作，防范生态环境风险，增进沿线各国政
府、企业和公众的绿色共识及相互理解与支持，共同实
现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

沿线各国需坚持环境友好，努力将生态文明和绿色
发展理念全面融入经贸合作，形成生态环保与经贸合作
相辅相成的良好绿色发展格局。各国需不断开拓生产发
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开展节能减
排合作，共同应对气候变化。制定落实生态环保合作支
持政策，加强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探索发展绿色金
融，将环境保护、生态治理有机融入现代金融体系。

中国愿与沿线各国开展生态环境保护合作，将努力
与更多国家签署建设绿色丝绸之路的合作文件，扩大

“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国际联盟，建设“一带一路”可持
续城市联盟。建设一批绿色产业合作示范基地、绿色技
术交流与转移基地、技术示范推广基地、科技园区等国
际绿色产业合作平台，打造“一带一路”绿色供应链平
台，开展国家公园建设合作交流，与沿线各国一道保护
好我们共同拥有的家园。

（五）创新之路
创新是推动发展的重要力量。共建“一带一路”需

向创新要动力。5 年多来，中国与沿线国家优化创新环
境，集聚创新资源，加强科技创新合作，将继续促进科
技同产业、科技同金融深度融合。

21世纪以来，全球科技创新进入空前密集活跃时
期，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重构全球创新版
图、重塑全球经济结构。共建“一带一路”为大部分
处于工业化初中级阶段的国家平等合理融入全球产
业链和价值链提供了新契机。随着各类要素资源在
沿线国家之间的共享、流动和重新组合，各国可以
利用各自比较优势，着眼于技术前沿应用研究、高
技术产品研发和转化，不断将创新驱动发展推向前
进。共建“一带一路”将成为沿线国家创新发展的新
平台，成为沿线国家实现跨越式发展的驱动力，成为
世界经济发展的新动能。中国与沿线国家之间的联动
发展、合作应对挑战，已经并还将使不同国家、不同
阶层、不同人群在开放型世界经济发展中共享经济全
球化的成果。

数字经济是继农业经济、工业经济之后的主要经济
形态。当今世界正在经历一场更大范围、更深层次的科
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现代信息技术不断取得突破，数字
经济蓬勃发展，各国利益更加紧密相连。共建“一带一
路”坚持创新驱动发展，与各方加强在人工智能、纳米
技术、量子计算机等前沿领域合作，推动大数据、云计
算、智慧城市建设，连接成 21世纪的数字丝绸之路。通
过沿线国家青年科学家来华从事短期科研工作以及培训
沿线国家科技和管理人员等方式，形成多层次、多元化
的科技人文交流机制。通过共建国家级联合科研平台，
深化长期稳定的科技创新合作机制，提升沿线国家的科
技创新能力。构建“一带一路”技术转移协作网络，促
进区域创新一体化发展。知识产权是创新驱动发展的基
本保障，沿线国家应尊重知识产权，推动更加有效地保
护和使用知识产权，构建高水平知识产权保护体系。

（六）文明之路
共建“一带一路”推动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

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使各国
相互理解、相互尊重、相互信任。

古丝绸之路打开了各国各民族交往的窗口，书写了
人类文明进步的历史篇章。共建“一带一路”深厚的文
明底蕴、包容的文化理念，为沿线国家相向而行、互学
互鉴提供了平台，促进了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不同历
史背景人群的深入交流，使人类超越民族、文化、制
度、宗教，在新的高度上感应、融合、相通，共同推进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建“一带一路”推动沿线国家
在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体育、媒体、旅游等领域
开展广泛合作，促进政党、青年、社会组织、智库、妇
女、地方交流协同并进，初步形成了和而不同、多元一
体的文明共荣发展态势。

中国愿与沿线国家和有关国际组织共同推动建立多
层次人文合作机制，搭建更多合作平台，开辟更多合作
渠道。推动教育合作，扩大互派留学生规模，提升合作
办学水平。建设好“一带一路”国际智库合作委员会和

“一带一路”新闻合作联盟。继续开展历史文化遗产保
护、文物援外合作、联合考古合作，推进博物馆交流合
作，联合打造具有丝绸之路特色的旅游产品。加强政
党、民间组织往来，密切妇女、青年等群体交流，促进
包容发展。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期
间，中国有关部门将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共同发起“关
爱儿童、共享发展，促进可持续发展目标实现”合作倡
议。中国社会组织将启动“丝路一家亲”行动，推动沿
线各国社会组织共同开展民生领域合作。中国也将继续
向沿线发展中国家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和帮助。

（七）廉洁之路
廉洁是共建“一带一路”的道德“底线”和法律

“红线”。沿线国家需协力打造廉洁高效的现代营商环
境，加强对“一带一路”建设项目的监督管理和风险防
控，建立规范透明的公共资源交易流程。在项目招投
标、施工建设、运营管理等过程中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
规，消除权力寻租空间，构建良性市场秩序。各国应加
强反腐败国际交流合作，以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 等国
际公约和相关双边条约为基础开展司法执法合作，推进
双边引渡条约、司法协助协定的签订与履行，构筑更加
紧密便捷的司法执法合作网络。各国需推动企业加强自
律意识，构建合规管理体系，培育廉洁文化，防控廉洁
风险，坚决抵制商业贿赂行为。政府、企业、国际社会
三方需共同努力，采取有效措施，建立拒绝腐败分子入
境、腐败资产返还等合作机制，通力协作斩断腐败链
条、构筑反腐败防线。

中国愿与各国一道完善反腐败法治体系和机制建
设，不断改善营商环境，持续打击商业贿赂行为。深化
与沿线国家反腐败法律法规对接，深化反腐败务实合
作。加强对“走出去”企业廉洁教育培训，强化企业合
规经营管理。中国愿与沿线国家共同努力，把“一带一
路”建设成为廉洁之路。

世界潮流浩浩荡荡。共建“一带一路”倡议顺应历
史大潮，所体现的价值观和发展观符合全球构建人类命
运共同体的内在要求，也符合沿线国家人民渴望共享发
展机遇、创造美好生活的强烈愿望和热切期待。毋庸置
疑，随着时间的推移，共建“一带一路”将进一步彰显
出强大的生命力和创造力。通过布局开篇的“大写意”
和精耕细作的“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将久久为
功，向高质量高标准高水平发展，为建设一个持久和平
的世界，建设一个普遍安全的世界，建设一个共同繁荣
的世界，建设一个开放包容的世界，建设一个清洁美丽
的世界，最终实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美好愿景作出
更大贡献。

（注 1）Suprabha Baniya, Nadia Rocha, Michele Ruta.
Trade Effects of the New Silk Road: A Gravity Analy-
sis. WORLD BANK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8694,January 2019.

（注 2） Maggie Xiaoyang Chen, Chuanhao Lin. For-
eign Investment across the Belt and Road Patterns, De-
terminants and Effects. WORLD BANK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8607, October 2018.

（注 3） François de Soyres. The Growth and Wel-
fare Effects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on East Asia
Pacific Countries. WORLD BANK GROUP, October
2018 Number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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