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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理念之所以应者云集，是因为它引发了并肩偕
行、逐梦未来的时代共鸣。

“我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就是要实现共赢共享发展。”
2013 年秋，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统筹国内国际两个

大局，着眼人类发展未来，提出共建“一带一路”重大
合作理念，契合了人类追求幸福生活的美好愿景，开启
了世界共同繁荣发展的崭新征程。

顺浩荡潮流，行天之大道。近6年来，共建“一带一
路”已完成夯基垒台、立柱架梁，转入落地生根、开花
结果的全面推进阶段，成为广受欢迎的国际公共产品，
在历史时空中镌刻下深深的中国印记……

东方风来——引领发展之路

3月23日，意大利罗马，“永恒之城”见证重要时刻。
习近平主席 2019年首次出访期间，中国同意大利签

署关于共同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谅解备忘录。意大
利也成为七国集团中首个签署这一合作文件的国家。

4月11日，中国同加勒比地区的牙买加签署谅解备忘
录。牙买加外交外贸部部长表示，共建“一带一路”将
让两国关系跨入全新阶段。

至此，已有126个国家、29个国际组织同中方签署合
作文件，成为这个 21世纪伟大工程广为接受、深得人心
的实证。

时间是忠实的记录者。此时，距离习近平主席提出
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与“21 世纪海上丝绸之
路”重大倡议，还不到 6 年时间。《纽约时报》 刊文说，

“一带一路”项目的数量和规模令人吃惊，“远远超出了
科幻作家的想象”。

一个发展中国家提出的倡议，为何能在短时间内掀
起全球热潮，得到广泛期待和赞誉？世界各国媒体报道
量不断攀升，知名智库组建专门团队，研究这个前所未
有的课题。

“在‘一带一路’建设国际合作框架内，各方秉持共
商、共建、共享原则，携手应对世界经济面临的挑战，
开创发展新机遇，谋求发展新动力，拓展发展新空间，
实现优势互补、互利共赢，不断朝着人类命运共同体方
向迈进。这是我提出这一倡议的初衷，也是希望通过这
一倡议实现的最高目标。”习近平主席给出了中国答案。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源于习近平主席对
世界形势的观察和思考。

在各国彼此依存、全球性挑战此起彼伏的今天，仅
凭单个国家的力量难以独善其身，也无法解决世界面临
的问题。世界经济增长需要新动力，发展需要更加普惠
平衡，贫富差距鸿沟有待弥合……

根植历史，面向未来。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
互鉴、互利共赢——习近平主席以共建“一带一路”倡
议唤起了沿线国家的共同历史记忆，赋予古丝绸之路精
神全新的时代内涵。

“历史上从来没有谁尝试通过一系列政策的实施，在
经济领域将那么多国家和大洲连接起来。”世界知名未来
学家奈斯比特夫妇所著的《世界新趋势》一书这样评价。

中国和意大利分处古丝绸之路两端。对于加入共建
“一带一路”，意大利总理孔特对到访的习近平主席表达
了喜悦之情：我们很高兴抓住历史机遇，坚信这将有助
于充分挖掘意中合作潜力。

中国主张，八方响应，背后是“倡议源于中国，但
机会和成果属于世界”的理念和实践逻辑。

大者思远，能者任钜。近6年来，习近平主席亲自倡
议、亲自部署、亲自谋划、亲自推动，引领共建“一带
一路”不断走深走实，展现出中国的责任担当和独特智慧。

一个个关键节点，一项项顶层设计，共建“一带一
路”的目标更加坚定，方向更加清晰。

从哈萨克斯坦到印度尼西亚，从雁栖湖边到西子湖
畔，从世界经济论坛到日内瓦万国宫，从亚太经合组织
领导人会议到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利用多边国际
场合，习近平主席亲力亲为，介绍共建“一带一路”成
果，表达中国同各国共创发展机遇、共享发展成果的坚
定信念，赢得广泛认同。

在白俄罗斯，专程考察中白工业园；在波兰，出席
统一品牌中欧班列首达欧洲 （波兰） 仪式；在塞尔维
亚，同河钢集团塞尔维亚斯梅代雷沃钢厂工人交流互
动；在乌兹别克斯坦，出席“安格连—帕普”铁路隧道
通车视频连线活动……近 6 年来，繁忙的出访行程中，
习近平主席多次亲临项目现场，见证共建“一带一路”
重大进展。

任重道远，行则必达。
近 6 年来，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从理念转化为行

动，从愿景转变为现实：“六廊六路多国多港”的合作格
局基本成型，一大批互联互通项目成功落地，中欧班
列、陆海新通道等大通道建设成效显著，跨国经济走廊
合作日益深化，铁路、港口、公路、管网等基础设施项
目合作稳步推进，经贸合作园区建设不断取得积极进展。

俄罗斯提出的欧亚经济联盟、蒙古国“发展之路”、
哈萨克斯坦“光明之路”、波兰“琥珀之路”、英国“英
格兰北方经济中心”……多个发展战略同“一带一路”
牵手，展现出更加光明的合作前景。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近 6年来，共建“一带一路”
朋友圈持续扩大，有关合作理念和主张写入了联合国、
二十国集团、亚太经合组织、上海合作组织等重要国际
机制的成果文件。“一带一路”的国际影响力、合作吸引
力不断释放。

英国牛津大学历史学教授彼得·弗兰科潘撰写的新书
《新丝绸之路》认为，中国扮演了全球重组“催化剂”角
色。古今对比，现在是“条条大路通北京”。

这是和平之路、繁荣之路、开放之路、创新之路、
文明之路。连接历史与现实，承载追求与梦想，共建

“一带一路”的东风愈加强劲。

百川汇海——共商共建共享

4月8日，一条消息让斯里兰卡民众心情激动——
当天清晨，随着一列列车缓缓驶出车站，由中国企

业承建的南部铁路延长线一期项目正式通车，一举打破
了这个印度洋岛国71年没有新建铁路的历史。

这是中斯在共建“一带一路”框架下的首个铁路工
程。随着南部铁路逐渐延伸，斯里兰卡南部将形成陆、
海、空“三位一体”的运输格局，对当地经济发展发挥
重要促进作用。

几年来，这样的场景不断展现：在马尔代夫，第一
座跨海大桥连通岛屿；在黑山共和国，第一条高速公路
穿越群山；在白俄罗斯，第一次发展起了轿车制造业；
在哈萨克斯坦，这个内陆国拥有出海口的“想象”变为
现实……

曾经难以企及，一朝梦想成真。背后的推动力在哪里？
习近平主席深刻揭示问题本质：发展是解决一切问

题的总钥匙。“唯有发展，才能消除冲突的根源。唯有发
展，才能保障人民的基本权利。唯有发展，才能满足人
民对美好生活的热切向往。”

“‘一带一路’建设承载着我们对共同发展的追
求，将帮助各国打破发展瓶颈，缩小发展差距，共享发
展成果，打造甘苦与共、命运相连的发展共同体。”在首
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习近平主席向各
方伸出合作之手。

此时，国际金融危机后，寻找新增长点、开启新的
经济增长周期，成为国际社会面临的共同任务。

聚焦发展这个根本性问题，共建“一带一路”释放
各国发展潜力，实现了经济大融合、发展大联动、成果
大共享。

“注意实施雪中送炭、急对方之所急、能够让当地老
百姓受益的民生工程”“‘一带一路’建设不是空洞的口
号，而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实际举措，将给地区国家带
来实实在在的利益。”习近平主席的话语，体现了大国领
袖的人民情怀，也彰显了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人文
价值。

涓涓细流汇成大海，点点星光映照银河。
2018年 11月开始，阿富汗的松子“坐上”包机出口

中国，给当地民众“换来”新居；马达加斯加首都郊区
公路项目，将解决当地居民的鸡蛋运输难题，被称作

“鸡蛋路”；中国在孟加拉国投资开设的制帽工厂，为当
地村庄摘掉了贫穷的“帽子”……

共建“一带一路”框架下，一项项实实在在的成
果，造福的是当地百姓，解决的是经济难题。一个个生
动的发展故事，诠释了中国倡议的深邃内涵，显示出东
方大国怀柔远人、和谐万邦的世界胸怀。

这组数字，涉及千千万万个家庭的生活——
在德国杜伊斯堡，中欧班列仅在物流领域就创造了

超过 6000个就业岗位；中国企业接管经营希腊比雷埃夫
斯港后，项目为当地间接创造就业岗位1万多个；被称为

“世纪工程”的蒙内铁路建成通车，累计为当地创造了近
5万个工作岗位，拉动经济增长1.5个百分点。

长久以来，在经济全球化大潮中，许多发展中国家
和欠发达国家成为“被遗忘的角落”。相隔遥远的国度，
不同肤色的人民，因为中国倡议带来的机遇重燃梦想。

拉美社报道，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
犹如一辆全新的有轨电车，以合作的方式真诚邀请世界

各国“上车”。
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今天，中国不后退、不停步，

继续推进全球化进程，向世界传递出坚定信心和决心。
共建“一带一路”框架下合作的广度和深度不断加

大。“数字丝绸之路”“冰上丝绸之路”“空中丝绸之路”
等一条条新型纽带多元联动。一大批发展中国家进入工
业化加速阶段，以大数据、跨境电商、绿色发展为代表的新
产业、新业态发展需求不断释放，催生巨大合作潜力。

世界银行等国际机构最新研究表明，“一带一路”合
作将使全球贸易成本降低 1.1%－2.2%，推动中国—中
亚－西亚经济走廊上的贸易成本降低 10.2%，还将促进
2019年全球经济增速至少提高0.1%。

近6年来，推动共建“一带一路”的一个个瞬间，彰
显中国的诚意与担当——

倡议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设立丝路基金；
对外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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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有关各方共同制定 《“一带一
路”融资指导原则》；推动建设科技、环保、新闻等领域
综合性服务平台……

“不是中国一家的独奏，而是沿线国家的合唱”“追求
的是百花齐放的大利，不是一枝独秀的小利”“不是要营造
自己的后花园，而是要建设各国共享的百花园”……

博大胸怀、开放风范，是推进世界上最大规模合作
平台的应有之义。

政策沟通更有力、设施联通更高效、贸易更畅通、
资金更融通、民心更相通……走过不平凡的发展历程，
共建“一带一路”取得显著成效，越来越多国家、国际
组织和企业及个人纷纷投出信任票、赞成票。

外媒评价：中国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实际上是在
为经济全球化“铺路架桥”。

凡益之道，与时偕行。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说，期待“一带一路”倡议

与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携手，造福世界。
“全球化”概念首倡者之一、英国社科院院士马丁·阿

尔布劳表示，“一带一路”显然与全球经济一体化息息相
关，通过扩大共同利益，密切彼此联系，是中国助推世
界经济发展的良好途径。

任何新生事物的发展，都有“成长的烦恼”。
伴随共建“一带一路”向前推进，难免出现一些误

解、误判。“地缘政治论”“债务陷阱论”“不透明论”
“破坏环境论”等相伴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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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带一路’建设不是另起炉灶、推倒重来，而
是实现战略对接、优势互补”；

“要坚持正确义利观，以义为先、义利并举，不急功
近利，不搞短期行为”；

“各国都是平等的参与者、贡献者、受益者”；
……
习近平主席澄清事实、解疑释惑，真诚表明中国态

度。海外一些有识之士说，事实充分证明，共建“一带
一路”不是债务的“陷阱”，而是惠民的“馅饼”；不是
地缘政治工具，而是共同发展机遇。

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黄金法则，共建“一带一
路”不断寻求各国合作的“最大公约数”，必将为世界繁
荣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乘风扬帆——勇立时代潮头

北京雁栖湖，再次吸引世界目光。
4 月 25 日至 27 日，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

峰论坛举行。习近平主席将同各方领导人齐聚燕山脚
下，总结经验、规划未来、凝聚共识，推动“一带一
路”国际合作迈向高质量发展。

两年前，首届高峰论坛达成270多项具体成果，汇聚
起共建“一带一路”的前进力量。

在第二届高峰论坛召开之际，转入高质量发展阶段
的共建“一带一路”，迎来了更大发展机遇，寄托着各方
更高期待。

推进共建“一带一路”，为开放发展注入新动力——
2019年3月，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外商投资

法通过。
这个外媒所称的“根本性变革”，表明中国将继续大

幅放宽市场准入，优化营商环境，加强知识产权保护，
打造高水平对外开放新格局。

推进共建“一带一路”，是新形势下扩大全方位开放
的重要举措，与改革开放相辅相成、相互促进，是同各
方做大合作蛋糕、分享经济增长红利的郑重承诺。

联合国商务理事会前副主席约翰·艾伦认为，“一带
一路”倡议是中国改革开放发展到成熟阶段的一次“华
丽转身”。

在巴布亚新几内亚，习近平主席出席亚太经合组织
工商领导人峰会并发表主旨演讲时宣示：共建“一带一
路”是开放的合作平台，秉持的是共商共建共享的基本
原则，是中国同世界共享机遇、共谋发展的阳光大道。

“逆全球化”上扬之时，中国没有选择关上大门，而是
宣布大门“只会越开越大”，彰显负责任的开放大国形象。

菲律宾众议长、前总统阿罗约表示，“一带一路”倡
议赋予全球化新的内涵。中国已成为开放型世界经济和
全球化的坚定捍卫者。

在博鳌亚洲论坛 2018年年会开幕式发表的主旨演讲
中，习近平主席郑重宣布一系列重大开放举措。短短几
个月后，中国大幅放宽市场准入的措施接续落地：第一
个合资银行卡清算机构、第一个外资控股证券公司、第
一个外资控股保险公司……

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成功举办，释放出进一步
开放合作的鲜明信号。距离第二届进博会还有 200天时，
已有900多家企业签约参展。

中国机遇，世界共享。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拉加
德说：“中国正在建设通往未来之路。”

推进共建“一带一路”，为全球治理提供新方案——
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世界，正面临治理赤字、

信任赤字、和平赤字、发展赤字的严峻挑战。
“‘一带一路’倡议丰富了国际经济合作理念和多

边主义内涵，为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实现共同发展提供
了重要途径。”

3月26日，习近平主席在巴黎中法全球治理论坛闭幕
式上发表讲话，阐明共建“一带一路”深层次内涵：中
国同各国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理念，探索合作思路，创新
合作模式，丰富了新形势下多边主义的实践。

“一带一路”倡议坦诚透明，受到赞誉：“不搞‘一言
堂’”“由各国人民商量着办”“不搞封闭排他小圈子”……

“欧方愿同中方加快合作步伐，为共同应对全球性挑
战发挥积极作用。”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说，欧中合作可
以在世界上做成大事。

法国总统马克龙说，中方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
意义重大，能够为世界和平、稳定、发展发挥重要作
用。欧方可以以创新的方式对接欧盟发展战略和“一带
一路”倡议，共同促进欧亚互联互通。

合作模式的创新，让共建“一带一路”框架下的
“1+1+1>3”效果成为可能。“第三方市场合作”成为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的高频词。

中国同法国签署第三方市场合作第三轮示范项目清
单，启动第三方市场合作基金；希望同意大利共同推进
能源、金融、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第三方市场合作；表
达同德方扩大第三方合作的意愿……

2018年9月，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举行。这是中非
友好大家庭的一次大团圆。

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非洲是发展中国家最集
中的大陆，双方在新时代再次携手圆梦。“八大行动”是
中非致力发展的新注脚。共建“一带一路”成为非洲大
陆振兴发展的希望。

推进共建“一带一路”，为人类谋划美好未来——
2013年至 2018年，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货

物贸易总额超过6万亿美元，中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
线国家直接投资超过900亿美元。在沿线国家新签对外承
包工程合同额超过6000亿美元。

近 6年来，共建“一带一路”，已成为构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的重要实践平台。

世界各国利益诉求千差万别，如何实现共商共享、
和而不同、合作共赢？这是中国领导人反复思考后的答
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建“一带一路”。

各国因融通而共荣，文明因交流而多彩。
泰国青年提帕拉梦想成真，获得到中国学习铁路技

术的奖学金；埃塞俄比亚曾经的放牛娃特沃尔德加入亚
吉铁路建设；斯洛伐克小伙孟飞钻研中医针灸，当上了
中国岳父的“家庭医生”……众多个体的命运与共建

“一带一路”同频共振。
不到6年时间，共建“一带一路”成果超出预期，植

根亚欧大陆，一路拓展到非洲、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南
太平洋地区，让距离不再遥远，让梦想紧密相连。

重要时刻，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
拉开序幕，中国期待同各国相伴而行、携手并进，共同
开创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

（新华社北京4月25日电 记者李忠发、孙奕、郑明
达、王卓伦 参与采写：郭宇靖）

东 风 万 里 绘 宏 图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推动共建“一带一路”纪实

新华社北京 4 月 25 日电
亚洲文明对话大会标志 （Logo）
25日正式发布。大会标志由图
形和文字两部分构成。图形部
分 主 体 形 态 由 牡 丹 花 衍 生 而
来，按照亚洲地理位置的六个
分区将标志设计成六瓣互动的
花瓣状图形，并将抽象的人的
形态融入其中，形成了人与人
之间手牵手连接沟通的视觉效

果，象征亚洲不同文明之间的
交流对话，亚洲人民携手共建
命运共同体。红、橙、黄、绿、青、
蓝、紫的七彩颜色体现了亚洲
各国国旗的色彩，也象征亚洲
文明的绚丽多彩。图形中间嵌
入亚洲文明对话大会英文译名
Conference on Dialogue of
Asian Civilizations 的首字母缩
写CDAC。

据新华社北京4月25日电 亚洲文明对
话 大 会 官 方 网 站 （http：//www.2019cdac.
com） 25日正式上线。大会官网由亚洲文明
对话大会筹委会主办，新华网承建。

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将于 5 月在北京举
行。大会聚焦亚洲文明交流互鉴与命运共

同体的主题，旨在传承弘扬亚洲和世界各
国璀璨辉煌的文明成果，搭建文明互学互
鉴、共同发展的平台，增强亚洲文化自
信，促进亚洲协作互信，凝聚亚洲发展共
识，激发亚洲创新活力，为亚洲命运共同
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提供精神支撑。

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官方网站正式上线
本报香港4月 25日电 （记者陈然）

2019首届内蒙古·香港绿色农畜产品推介
会 24日上午在香港尖沙咀隆重举行，标
志着香港与内蒙古携手促进产业交流平
台建设，两地绿色经济合作踏入新阶段。

推介会以“绿色、合作、品牌、发
展”为主题，由内蒙组自治区巴彦淖
尔、乌兰察布、呼伦贝尔等7个盟市组团
参展，农畜产品参展企业达110余家，带
来瓜果蔬菜、烤羊腿、大豆油、鹿茸、
燕麦米、石磨面、马铃薯醋、酸奶等500
余种展品，与香港市民共享独一无二、
民俗厚重的“内蒙古味道”。

内蒙古自治区副主席艾丽华在推介
会上致辞表示，香港汇聚各国珍馐，是
享誉世界的美食天堂。让内蒙古绿色农
畜产品更便利地进入香港，是两地合作
的重要成果，也是两地推动“一带一
路”建设的重要合作平台。

名为“香港·乾元驿”的内蒙古农畜产
品精品馆也于同日在香港尖沙咀维港之滨
盛大开幕。精品馆占地 1300 余平方米，分
别设有展示厅、洽谈区、会客厅、联合办公
区等，可提供洽商、活动推广及品牌合作。

香
港
与
内
蒙
古
加
强
绿
色
经
济
合
作

亚洲文明对话大会标志发布

新华社北京4月25日电 （记者熊
争艳、丁小溪） 第二届“一带一路”
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智库交流”分论
坛 25 日在国家会议中心举行。中共中
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黄坤明出
席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

黄坤明指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
视中外智库合作在共建“一带一路”
中的积极作用，专门向“一带一路”
国际智库合作委员会成立大会发来贺
信，对加强智库交流，不断深化互
信、凝聚共识，推动共建“一带一
路”向更高水平迈进表达了殷切期望。

黄坤明强调，共建“一带一路”
是一项源于中国、属于世界的事业，
需要凝聚各国人民的智慧。近 6 年来，

“一带一路”建设的生动实践，为开展

理论研究提供了源头活水、打开了广
阔空间。深化“一带一路”研究，要
坚持登高望远、树立命运与共的宽广
视野，坚持开放包容、保持互学互鉴
的豁达胸襟，坚持客观理性、秉持求
真务实的严谨态度，坚持义利兼顾、
做出互利共赢的不懈努力，推动“一
带一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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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加强智库和媒体的沟通对
接，实现智力资源与舆论资源的互联
互通、互学互鉴，为“一带一路”工
笔画着墨增色，让世界变得更加绚丽
多彩。

“智库交流”分论坛由中宣部主
办，来自 6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300 多
名智库、媒体代表出席。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
“智库交流”分论坛在京举行

黄坤明出席并发表主旨演讲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
“智库交流”分论坛在京举行

黄坤明出席并发表主旨演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