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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年前的金秋时节，中国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
议，唱响经济全球化的主旋律。6 年来，“一带一路”
参与者越来越多，“朋友圈”越来越大，贸易、投资往
来密切，铁路、港口、管网加速建设……既为当地百
姓带来实惠，助力所在国社会经济发展，也成为世界
经济增长的积极动力。

构建高效畅通大市场

哈萨克斯坦，“一带一路”倡议的首倡之地。哈萨
克斯坦本没有出海口，但随着“一带一路”建设不断
深入，现在有 6 条铁路和 11 条公路过境哈萨克斯坦，
中哈连云港物流合作基地成为哈萨克斯坦直抵太平洋
的出海口，首任总统纳扎尔巴耶夫称赞共建“一带一
路”前景广阔。

6 年来，类似的故事在许多国家发生。截至目前，
已有136个国家和30个国际组织与中国签署了195份政
府间合作协议。联合国、20国集团、亚太经合组织以
及其他区域组织将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及其核心理
念纳入成果文件，“一带一路”倡议成为全球广受欢迎
的公共产品。

中老铁路、中泰铁路、雅万高铁、匈塞铁路、瓜
达尔港、汉班托塔港、比雷埃夫斯港、哈利法港……6
年来，“六廊六路多国多港”的互联互通架构基本形
成，六大国际经济合作走廊建设深入推进，一大批务
实合作项目落地生根。

“这些合作项目的稳步推进，使得亚洲经济圈与欧
洲经济圈的联系越来越紧密，为建立和加强各国互联
互通伙伴关系，构建高效畅通的亚欧大市场发挥了重
要作用。”国家发改委区域开放司司长肖渭明说。

基础设施合作见效快、可视性强，也为沿线国
家带来了实实在在的获得感。中国化学工程股份有
限公司副总经理武宪功参与过许多“一带一路”海
外项目。他说，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支撑发展的
基础设施逐步老化，对世界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制约
开始逐渐显现。“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恰逢其时，
沿线国家基础设施的建设因此获得了更多、更加实际
的解决方案。

创造前所未有投资机会

日前，首批 40 箱共计 200 公斤来自肯尼亚的冷冻
牛油果抵达上海浦东国际机场。这是今年4月“一带一
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的直接成果。肯尼亚成为继智
利、墨西哥、秘鲁、新西兰等国家之后，非洲第一个
可向中国出口牛油果的国家，中国消费者可以享受的

“一带一路”水果清单也被再次更新。
尽管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和逆全球化思潮不

断有新的表现，但“一带一路”成为贸易增长的新
星。6年来，中国与沿线国家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超过
6万亿美元，年均增长率高于同期中国对外贸易增速，
占中国货物贸易总额的比重达到27.4%。

往返的中欧班列是贸易不断畅通的见证。截至今
年7月底，中欧班列开行超过1.7万列、通达境外16个
国家 53个城市，且运行质量明显提升，基本实现“去
一回一”。

经贸投资合作也在不断扩大。2013年-2018年，中
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近900亿美元，在
沿线国家建设合作区 80多个，中白工业园、中阿 （联
酋） 产能合作园区、中埃及苏伊士经贸合作区等建设
和发展势头良好，为当地创造就业岗位逾30万个。

“‘一带一路’倡议创造出前所未有的投资机
会，唤醒那些正在沉睡的市场。”塞尔维亚贝尔格莱德
大学亚洲和远东研究中心主任米特洛维奇认为，“一带
一路”建设带来的互联互通，将推动全球经济增长，
让各参与方享有公平的发展机会。

孕育经济增长新空间

来自中国的菌草已在众多共建“一带一路”国家
落地生根。这种植物既是培育蘑菇的基料，又可作为
畜牧用饲料和燃料。成千上万当地农民通过栽培食用
菌以及从事相关产业，极大改善了生活状况。

在共建“一带一路”中，许多类似的合作在改善
民生和经济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世界银行6月发布报
告 《“一带一路”经济学：交通走廊发展机遇与风
险》显示，“一带一路”倡议的全面实施，可帮助3200
万人摆脱中度贫困，使全球和“一带一路”经济体的
贸易额增幅分别达到 6.2%和 9.7%，使全球收入增长达
2.9%。对于沿线低收入国家来说，外国直接投资增幅
达到7.6%。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称赞，“一带一路”倡议通
过经济合作改善世界经济发展模式，使经济全球化更
加健康。

“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经济正由高速
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创新驱动加快推进，产业技术
不断进步，对外开放步伐加快。我们将始终坚持‘三
共’‘五通’，遵循市场原则和国际惯例，发挥企业主
体和政府引导作用，促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国家发改委区域开放司副司长赵新勇说，我们将在项
目建设、开拓市场、金融保障、推动教育科技文化领
域交流、提高境外安全保障和应对风险能力等方面下
功夫，推进共建“一带一路”走深走实、行稳致远。
中国欢迎各国及相关企业以共建“一带一路”为重要
契机，参与中国高质量发展和扩大开放带来的广阔机
遇，共同维护开放型世界经济。

6年来，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货物贸易总额超6万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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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9月8日电 （记者杜海涛） 据海
关统计，今年前 8 个月，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
总值 20.13 万亿元人民币，比去年同期增长
3.6%。其中，出口10.95万亿元，增长6.1%；进
口 9.18万亿元，增长 0.8%；贸易顺差 1.77万亿
元，扩大46%。

8月份，我国进出口总值2.72万亿元，增长
0.1%。其中，出口 1.48 万亿元，增长 2.6%；进
口 1.24 万亿元，下降 2.6%；贸易顺差 2396 亿
元，扩大41.8%。

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李魁文表示，当
前国际经济、贸易增长放缓，但我国外贸进出
口一直表现出很强的韧性，单月进出口连续 5

个月超过2.5万亿元。今年以来我国出口商品结
构持续优化，扩大进口迈出坚实步伐，民生消
费类产品增长较快。

海关统计显示，前 8 个月，我国一般贸
易进出口 12.03 万亿元，增长 5.4%，占我外
贸总值的 59.8%，比去年同期提升 1 个百分
点。对欧盟、东盟和日本等主要市场进出口
增长，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出口增速
高于整体。

前 8 个月，欧盟为我国第一大贸易伙伴，
中欧贸易总值 3.15万亿元，增长 9.7%，占我外
贸总值的 15.6%。东盟为我国第二大贸易伙伴，
与东盟贸易总值为2.74万亿元，增长11.7%，占

我外贸总值的 13.6%。同期，我国对“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合计进出口 5.83 万亿元，增长
9.9%，高出全国整体增速6.3个百分点，占我外
贸总值的29%，比重提升1.7个百分点。

前 8 个月，机电产品、劳动密集型产品出
口均保持增长。我国机电产品出口 6.34 万亿
元，增长 5.6%，占出口总值的 57.9%。同期，
服装、纺织品、家具、鞋类、塑料制品、玩
具、箱包等 7 大类劳动密集型产品合计出口
2.13 万 亿 元 ， 增 长 7.3% ， 占 出 口 总 值 的
19.4%。原油、煤、天然气等商品进口量增
加，铁矿砂、大豆进口量减少，大宗商品进口
均价涨跌互现。

本报濮阳 9月 8 日电 （郑阳）
第六届中原（濮阳）油气技术装备展
览会日前在河南省濮阳市举行。展
览会占地面积约 1.75 万平方米，参
会企业共 153 家，其中包括马来西
亚石油公司、霍尼韦尔、法国必维、
瑞士 SGS、松下电器等外资企业。参
会商品覆盖油气上中下游业务领
域，涉及钻井、采油等 8 大装备环节
2300 余个品种，展示了油气技术装
备的新产品、新技术、新工艺。

自 2014 年以来，中原 （濮阳）
油气技术装备展览会已成功举办 5

届，本次为期 3 天的展会围绕“创
新、绿色、智能、共享”主题，共设油气
技术装备展区、油田环保展区、新
能源展区、智能装备展区、安全防
护消防展区、仪器仪表展区、企业
云服务专区等 7 大展区进行展示。
展会期间，由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
联合会牵头主办的2019油气技术装
备行业高质量发展研讨活动，以“创
新发展智造未来”为主题，云集国内
油气行业顶尖研究院所、高等院校及
协会组织的专家、学者，共商油气技
术装备行业绿色发展大计。

本报北京9月 8日电 （记者王
观） 国家外汇管理局 7 日公布的数
据显示，截至 2019 年 8 月末，我国
外汇储备规模为31072亿美元，较7
月末上升35亿美元，升幅0.1%；较
年初上升345亿美元，升幅1.1%。

外汇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王
春英分析，8 月，我国外汇市场秩序
良好，外汇供求保持基本平衡。受全
球经济增长、贸易局势、地缘政治等
多重因素影响，美元指数小幅上升，
主要国家债券价格上涨。汇率折算和
资产价格变化等因素共同作用，外汇

储备规模有所上升。
王春英认为，今年以来，面对复

杂严峻的外部环境，我国经济运行延
续总体平稳、稳中有进态势，稳定性、
韧性明显增强，经济结构持续优化。
受此支撑，我国国际收支保持总体平
衡，外汇储备规模稳中有升。往前看，
全球经济和国际金融市场风险挑战
明显增多，但我国经济空间大、动力
强、活力足，长期向好的发展态势没
有改变，并将继续推动全面改革开
放，这将为外汇储备规模保持总体稳
定奠定坚实基础。

据新华社惠灵顿 9 月 8 日电
（记者郭磊、卢怀谦） 新西兰-中国
关系促进委员会近日发布一份有关
中国在新西兰投资项目的研究报告
说，来自中国的投资项目促进了当
地经济发展，给民众带来福祉。

这份题为 《理解中国在新西兰
投资项目》 的报告指出，中国的投
资给新西兰带来的不仅是资金，还
有先进技术、专业理念和通往中国
市场的渠道。

新西兰-中国关系促进委员会
主席唐纳德·麦金农告诉新华社记
者，该组织走访了多家在新中资企
业，结合翔实数据和案例分析，并
联合新西兰多家智库专家团队，最

终得出了上述研究结果。
该报告认为，上海鹏欣、蒙牛

雅士利、光明、伊利等中资乳业公
司在促进新西兰当地经济发展的同
时，也充分尊重当地文化。

蒙牛雅士利新西兰乳业总裁宋
玮说，该公司在新西兰波基诺小镇
的工厂为当地创造大量就业，其核
心生产和管理团队由来自20多个国
家的业内专家组成。不同文化背景
的人在一起工作生活非常和谐，共
同为中国市场打造优质乳业产品。

新西兰-中国关系促进委员会
由新西兰政府设立和资助，旨在加
强新西兰与中国的友好关系，促进
双边经贸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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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在新西兰投资项目获好评

中原（濮阳）油气技术装备展举行中原（濮阳）油气技术装备展举行
前8月中国外贸增长3.6%延续稳势

9月8日，江苏科技大学十多名藏族、满族、苗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等少数民族学生走进镇江市宝塔路街道凤鸣新村社区，开展“民族一家
亲 欢乐迎中秋”活动，与居民一起体验月饼制作，交流中秋习俗，喜迎即将到来的中秋佳节。图为江苏科技大学的少数民族学生与凤鸣新村社区居
民展示制作的月饼。 石玉成摄 （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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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8 日，内蒙古呼
和浩特市托克托县举办

“赛锣鼓 庆丰收”主题活
动，由 300余位村民组成
的8支参赛队伍为观众展
示在当地民间广为流传的
威风锣鼓、河口隆冬鼓、
寿阳锣鼓和哈啦板腰鼓的
魅力，用欢快的锣鼓声喜
迎第二个“中国农民丰收
节”的到来。图为参赛队
伍在表演威风锣鼓。
王 正摄 （人民视觉）

9 月 7 日，首个“新疆
原创设计市集”在乌鲁木
齐市开展。来自新疆各地
的20多位手工艺人、设计
师汇集于此，与大家一起
分享他们的原创作品。展
示的作品涵盖了从刺绣、
油画、雕塑到服饰的各个
类别，市民可以现场免费
体验制作过程。图为工作
人员在乌鲁木齐市时代
广场展示作品。
张秀科摄 （人民视觉）

享原创 赛锣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