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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和景明，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在
北京如期举行。记得两年前，首届论坛有 29 位全球领导
人和130多个国家的1500名代表参会；而今，这一规模已
扩大为137位领导人和150多个国家的近5000名嘉宾。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的近 6 年时间里，重大项目纷
纷落地，造福多方。国际社会从最初猜测和质疑“一带一
路”是“地缘战略”、搞“掠夺经济”，变为认可、赞赏、
信任、参与；纵是一些习惯性攻击中国的西方媒体，也不
得不承认“一带一路”解决全球性危机的意义。这背后，
是中国不懈推动下，“一带一路”取得的实质性成绩。

目前，中国已与126个国家和29个国际组织签署了合
作文件。世界银行《“一带一路”倡议对经济、贫困及环
境问题的影响》研究报告显示，到2030年，“一带一路”会让
全球实际收益增长 0.7%。这是一个相当大的数字——即使

是全球自由贸易，对实际收入的影响最多也只有约1%。
具体来看，“一带一路”相关基础设施投资缩短商品运

输时间，从而削减贸易成本，使参与国之间的贸易往来增加
4.1％、参与国GDP增长3.35%，推动全球GDP增长2.87%。

除了经济效益，“一带一路”更可以为全球治理带来
增益：“一带一路”相关基础设施投资会让全球 SO2排放
到 2030 年下降 0.4 个百分点，帮助 870 万人口摆脱极端贫
困、3400万人口走出中等贫困。

以柬埔寨的西哈努克港经济特区为例，目前在该特区
161 家进驻企业中，中资企业达到了 148 家，为柬埔寨创
造 2万个就业岗位；接下来的第二阶段，将再增加 8万个
就业机会。

事实一目了然，“一带一路”是一个非排他性的公共
产品，造福的是整个国际社会。“一带一路”绝不是带来

“债务陷阱”，而是送去实际收益；绝不是中国独享、自己
发展，而是共商共建、全球共享。

“一带一路”无可争议的实绩，让之前质疑诋毁的西
方媒体改变口风。《华盛顿邮报》 认为“一带一路”中的
发展项目能使经济活动更加平等，从而解决导致世界不
稳定的关键问题；《金融时报》 也称中国为非洲提供了港
口、道路和机场，若没有这些基础设施，就无法启动任
何发展计划。

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到底是以邻为壑？还
是共克时艰？“一带一路”倡议用一份亮丽的成绩单证明
了何为人心所向，何为互利共赢，何为“人类命运共同
体”。这就是中国给全球治理贡献的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

中国人一向讲究以“钉钉子”精神干事业，持之以
恒，久久为功，时间会证明一切。

一带一路用实绩说话
■百里明颐

对普通人来说，“一
带一路”倡议意味着什
么？在第二届“一带一
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
现场，有两个时刻让我
印象尤深。

第一个时刻跟梦有
关。位于老挝万象占塔
布里县的农冰村小学曾
经只有一幢几十年前建
设的简陋教学楼。6 年
前，在中国和平发展基
金会老挝首个惠民项目
支持下，学校建起了一
座 800 平方米的新教学
楼，来自中国的志愿者
还为孩子们开设了中文
和中国文化的课程。去
中国看看，成为学生们
共同的梦想。

这次，梦圆了。论
坛前夕，农冰村小学校
长本米·维莱姗和学生们
受邀来到北京，并在论
坛现场展示了他们精心
准备的礼物——学生们
亲 笔 绘 制 的 68 幅 水 彩
画，其中有崭新的校园，
也有中老两国的标志性
建筑。“今年是中老两国
建交68周年，我们想把这
份礼物送给习近平主席，
感谢中国，感谢‘一带
一路’。”本米·维莱姗
说 。 68 幅 画 作 一 一 呈
现，这个时刻，“一带一
路”点燃的梦想火花格
外耀眼。

第二个时刻跟爱有
关。2014 年，湖北小伙
方夏远赴“千岛之国”印尼，成为中国能建葛洲
坝集团印尼塔卡拉燃煤电站项目部的一名员
工。一年之后，印尼姑娘菲欧加入项目部，
与方夏相识，两颗年轻的心越走越近。

“菲 欧 已 经 怀 孕 ， 我 们 要 做 爸 爸 妈 妈
了。”论坛现场，身着唐装的方夏拉着妻子菲
欧的手，与在场嘉宾分享了这个甜蜜的喜
讯。雷鸣般的掌声响起，这个时刻，“一带一
路”产生的爱情结晶温暖人心。

在论坛现场，这样的动人时刻还有很
多。肯尼亚蒙内铁路的乘务员们讲述了中国
工人如何尽力救助铁路沿线的受困小象；伊
朗医生胡曼分享了他用中医成功诊治疑难杂
症的经历；法国小伙子福禄展示了他在中国
学到的少林功夫……

这些故事皆因“一带一路”倡议而起，
又共同成为“一带一路”倡议的生动注脚。
它们宛如不同切面，光芒四射，让“一带一
路”这颗璀璨的钻石熠熠生辉，也让人们更
加坚信，“一带一路”倡议将给每个人带来机
遇和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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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的倡议”“巨大的机遇”“天翻地覆的变化”“共
赢的举措”“卓越的进展”“全球经济的重要驱动力”……
春天的北京，喜迎从世界各国赶来的嘉宾，他们纷纷从各
自经历、体验、认识出发，表达着对“一带一路”进展的
认可和对美好未来的期盼。

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期间，来自 150多
个国家和 90 多个国际组织的近 5000 位嘉宾将深入交换意
见，共商合作大计，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实现高质量发展。

“我们为什么会支持一带一路？”

经过近 6年发展，“一带一路”早已从一个倡议，成为
世界各国的广泛共识。

“我们为什么会支持‘一带一路’？因为我们反对任何
形式的贸易障碍、限制或者制裁，对我们来说，全球贸易
越开放自由就越好。我们认为‘一带一路’将改变全球的
贸易格局，推动世界范围内的贸易发展。这是应对全球贸
易挑战的重要答案。”匈牙利外交与对外经济部部长西雅尔
多·彼得表示，“一带一路”的成功符合匈牙利的利益，符
合该国“向东开放”的战略。

乌克兰第一副总理兼经济发展和贸易部长斯捷潘·库比
夫说，乌克兰是首批加入“一带一路”倡议的国家之一，
并一直是其积极参与者。近年来，尤其是 2017、2018 年
间，乌克兰和中国伙伴之间的商业交往比以往更加活跃。

“此次参会，我们为中国伙伴带来的是一系列具有战略
重要性、经济效益、良好财务状况的联合项目投资组合，
涉及港口基础设施发展、可替代能源基础设备、高速公路
和桥梁建设、铁路和航空线路开发、高科技、航空航天领
域合作、农业加工，这是乌克兰与中国投资者合作中最受
关注的领域。”斯捷潘·库比夫说，乌克兰还可以在境内提
供有力的运输走廊，以便连接中国和欧洲国家。

“‘一带一路’有能力连接基础设施，连接人，连接
标准，所有这些加起来就会连接贸易，促进全球繁荣。”英
国国际贸易部国务大臣费厚德认为，“一带一路”是全球最
主要的基础设施项目之一，如果能得到很好的推动，还将
促进全球贸易增长。

“由于‘一带一路’，国际社会之间的合作共识不断增
加。”尼泊尔共产党中央书记处书记、前政府总理马达夫·库
马尔·尼帕尔认为，“一带一路”是一个伟大的倡议，推动全
球经济合作，促进互联互通，让世界各国利用现有资源建立
起更紧密的联系。对尼泊尔来说，过去3年间，中国都是其
最大的外商投资来源国，合作正在不断加深。

“中国在正确的方向上努力着”

在“一带一路”发展过程中，中国扮演的角色越来越
得到世界的认可，中国提倡的理念正在向落地生根、持久
发展的阶段迈进。

新加坡贸易与工业部部长陈振声表示，各国政府必须
抵制逆全球化和地区保护主义，而这正是“一带一路”所
致力的方向。他认为，中国不久前通过的 《外商投资法》
和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都是在正确方向上进行的努
力。“面对当下全球贸易和投资的现状，我们需要有更多的
融合，而不是碎片化。要使所有人能够充分利用比较优
势，实现共同繁荣。”

陈振声说，以 2015年正式启动的“中新 （重庆） 战略
性互联互通示范项目”为例，在此之前，货物从重庆进入
长江，再到新加坡，需要三个星期，如今只需要一个星
期；而作为开放的平台，重庆的项目已经不仅仅是重庆和
新加坡之间的合作，而是整个中国西部和东南亚之间的合
作，越来越多的贸易在两个地区之间流动。

费厚德也提到《外商投资法》，认为这对英国来说是全
新的信号，对外商是个好消息。“‘一带一路’有可能带
来天翻地覆的变化，帮助世界填补基础设施方面的空
白，推动 21 世纪成为贸易互联互通的世纪，最终让所有
人受益。”

西雅尔多·彼得说，中国已经是匈牙利在欧盟以外最大
的贸易合作伙伴，大量中国企业如中国银行、华为、比亚
迪等都到匈牙利进行投资，这对于经济正在转型期的匈牙
利来说，是很重要的。“我们非常骄傲，匈牙利作为最早的
一个欧盟成员国与中国签订了 《一带一路落实谅解备忘
录》。而几个小时前，我们刚刚签订了新的合作协议，希望
借此进一步减少贸易壁垒，加强中东欧国家与中国的贸易
合作。”

“对本届论坛抱有很高的期待”

前来北京参加本届论坛的嘉宾们，纷纷谈论着对论坛
本身以及对“一带一路”未来的期许。

格林纳达驻华大使戴艾美表示，第二届“一带一路”
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是各国相互交流和建立联系的一个机
会，它提供了很多切实的利益。“所以我们对本届论坛抱有
很高的期待，并热切期盼它的召开。”

“我认为对所有参与国来说，‘一带一路’倡议都是一
个巨大的机遇。”瑞士联邦主席毛雷尔认为，“一带一路”
倡议为世界经济创造了一个新维度，这是百年大计。

“‘一带一路’所带来的收益，正在最大程度上被各
国共同分享。”世界贸易组织副总干事尤努夫·弗雷德里克·
阿加直言。多年来，多边贸易体系为全球贸易谈判提供了
平台，与此同时，贸易摩擦也越来越多。“如果我们不能很
好解决这些摩擦或者争议，就很难达到合作的目标。”尤努
夫认为，只有全球共同繁荣才能缓解国与国之间的关系，
而在推动全球经济贸易发展方面，“一带一路”和世贸组织
之间能够相互补充、相得益彰。

数据显示，“一带一路”为许多南方国家带来了新机
遇。国际贸易中心执行主任阿兰察·冈萨雷斯说，南南之间
的贸易，在十年前只占到全球贸易的15%，今天已经超过了
20%；而南南之间的投资，十年前只占到全球的20%，今天
已经超过了50%。

埃及前总理沙拉夫认为，当今世界的变革正处在十字路
口，需要新的全球治理体系。“一带一路”倡议让全球不同文
明和文化实现共通，架起了缩小发展差距、连接不同文化的
桥梁，将深刻影响人类价值观。

这是世界的一带一路
——各国嘉宾热议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

本报记者 刘少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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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2019年4月11日，在中国-塔
吉克斯坦首个农业大棚合作项目上，工
人搬运刚采摘的西红柿。

新华社记者 白雪骐摄
图②：2019 年 4 月 24 日，云南昆明

市，身着民族服饰的女孩在春城街头。
新华社记者 秦 晴摄

图③：2019 年 2 月 26 日，加纳留学
生刘洋在中国山东蓝翔技师学院学习
汽修。

新华社记者 王 凯摄
图④：中国志愿者工作的老挝万象

中老农冰村小学里的孩子们。
新华社记者 章建华摄

图⑤：中国小伙方夏和他的印尼妻
子菲欧在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
高峰论坛现场合影。

人民网记者 杜明明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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