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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开启中国与世界良性互动的新模式
王海燕

“一带一路”创新中国
与世界良性互动的全球治
理观

短短 6年，“一带一路”倡议
经历了培育期和早期收获阶段，
吸引了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国家
参与，从中国倡议到全球共识，
取得了世界瞩目的丰硕成果。4
月结束的第二届“一带一路”国
际合作高峰论坛，40 位国家元
首、政府首脑等领导人和国际组
织负责人齐聚一堂，150个国家、
92个国际组织的 6000余名外宾
共襄盛举，各国政府、地方、企业
等达成一系列合作成果，凝练成
为涵盖 6 大类、283 项的论坛成
果清单。6月刚结束的上海合作
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十九
次会议和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
措施会议第五次峰会，各方再次
重申支持“一带一路”倡议。

6 年来，“一带一路”在保障
共同安全、综合安全、合作安全、
可持续安全的丝路安全观基础
上，秉承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
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
倡导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
观。以实际行动迈出建设开放
型世界经济的坚定步伐，为构建
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
勾画了新愿景。

共商共建共享是推进“一带
一路”建设的必由之路。通过深
化合作，不断强化以世界贸易组
织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系，
为开展经贸和投资合作创造透
明、可预见和稳定条件，反对国
际贸易碎片化和任何形式的贸
易保护主义。其实质是践行多
边主义，强调大家的事大家商量
着办，各施所长、各尽所能，聚沙
成塔、积水成渊。最根本的一
点，就是以平等协商共谋发展，
以建设性合作促进经济增长，以

互利共赢推动成果共享，契合各
方共同利益，满足各方共同需
要，让合作更具内在动力、持续
性更强，使“一带一路”成为共同
的机遇之路、繁荣之路，使全球
化经济质量更高，更加健康，更
具前景和生机。

机制合作搭建中国与
世界频繁交流的平台

“一带一路”共创机制提供
有力支撑，为中国与世界良性互
动、对话交流搭建多种渠道。

首先，高峰论坛是“一带一
路”框架下最高规格的合作平
台，与会各方在高峰论坛上共同
丰富合作理念，共同规划合作重
点，形成共同合作的多项协议，
共同打造合作成果，明确共建

“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目标
和蓝图。

其次，中国与各国首脑双边
与多边会晤机制发挥重要的顶层
设计和实质性推动作用，6年来，
习近平主席出访世界多个国家，
并接待多国元首访华，将“一带一
路”倡议同各国发展战略对接，有
力推动了中国与“一带一路”参与
各国尽施所长、惠及各方。

最后，已有的国际组织和区
域组织等发挥重要的协调和促
进作用，中国与世界不同地区建
立和形成的多种区域和次区域
合作机制、诸多专业领域的多边
对话合作平台促进“一带一路”
建设落到实处。6年来，共建“一
带一路”倡议同联合国、东盟、非
盟、欧盟、欧亚经济联盟等国际
和地区组织的发展和合作规划
对接，150 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
同我国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
作协议。中国还举办了丝绸之
路国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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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等大型展
会，都成为中国与沿线各国共商
合作的重要平台。

经过 6 年的共同努力，共建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已形成以
高峰论坛为引领,各领域多双边
合作为支撑的基本架构，为“一
带一路”建设长远发展提供了有
效机制保障。共建“一带一路”
不仅为世界各国发展提供了新
机遇，也为中国开放发展开辟了
新天地，让各国都从中受益，实
现共同发展和繁荣。

贸易与投资合作促进
中国与世界各国经济良性
互动发展、民生稳定

贸易与投资合作促进中国
与世界经济良性发展，以实际行
动维护全球自由贸易和多边贸
易体制。

在贸易领域，2013年至 2018
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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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拉动世界经济
增长的重要引擎。世界银行研究
组分析了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对
71个潜在参与国的贸易影响，发
现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将使参与
国之间的贸易往来增加4.1%。

在投资领域，据统计，2013
年-2018 年，中国企业对沿线国
家直接投资超过 900 亿美元，年
均增长 5.2%。在沿线国家完成
对外承包工程营业额超过 4000
亿美元，沿线国家对华直接投资
也超过了 400 亿美元。这确保
商业和财政上的可持续性，为成
千上万当地人民解决了就业，做
到善始善终、善作善成。中国同

“一带一路”国家共建 82个境外
合作园区，上缴东道国税费 20
多亿美元，带动当地就业近 30
万人，为各国民众带来了更便利
生活条件、更良好营商环境、更
多样发展机遇。

在促进贸易与投资自由化便

利化领域，中国致力于和参与“一
带一路”建设的各国共同实现高
标准、惠民生、可持续目标，引入
各方普遍支持的规则标准，尊重
各国法律法规，推动企业在项目
建设、运营、采购、招投标等环节
按照普遍接受的国际规则标准进
行。中国发起《推进“一带一路”
贸易畅通合作倡议》，83 个国家
和国际组织积极参与。中国与

“一带一路”参与国不断深化海关
检验检疫合作，签署 100 多项合
作文件，实现了50多种农产品食
品检疫准入，积极推进与中亚等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农产品快
速通关“绿色通道”建设。6年来，
中国与“一带一路”参与国加强海
关、检验检疫、边检、税收、标准联
通、金融等功能领域合作，已签署
标准、计量、认证认可等多项国家
质量技术基础领域合作协议，及
大地提高了中国与“一带一路”参
与国贸易投资便利化水平，促进
了物流畅通。

中国进一步放宽外资准入领
域，营造高标准的国际营商环境，
设立了面向全球开放的 12 个自
由贸易试验区，并探索建设自由
贸易港，吸引沿线国家来华投资；
中国平均关税水平从加入世界贸
易组织时的 15.3% 降至目前的
7.5%，中国与与沿线国家的自由
贸易区网络体系逐步形成。

互联互通成为推动中
国与世界良性互动的有效
载体

硬联通和软联通推动中国
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有效互
动。

硬联通方面，中国与“一带
一路”沿线国家共同推动建设高
质量、可持续、抗风险、价格合
理、包容可及的基础设施，6 年
来，在尊重相关国家主权和安全
关切的基础上，由各国共同努
力，以铁路、公路、航运、航空、管
道、光纤光缆、物流基地等为核
心的全方位、多层次、复合型基
础设施网络正在加快形成，构建
起以新亚欧大陆桥等 6 大经济
走廊为引领，以中欧班列、陆海

新通道等大通道和信息高速路
为骨架，以铁路、港口、管网等为
依托的“六廊六路多国多港”互
联互通网络。

软联通方面，促进政策互通，
中国根据世界形势和本国国情，
采取一系列新的重大改革开放举
措，包括更广领域扩大外资市场
准入，更大力度加强知识产权保
护国际合作，更大规模增加商品
和服务进口，更加有效实施国际
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更加重视对
外开放政策贯彻落实。共建空间
综合信息网络，中国同各方不断
推进科技创新，提高信息化和数
字化建设，推动包括电子口岸等
在内的信息领域合作，形成“大通
关、大物流、大经贸”格局；携手打
造电子商务完整产业链，共建该
领域法律基础和工作准则，提升
服务水平，共同打造信息一体化
平台。深入开展教育、科学、文
化、体育、旅游、卫生、考古等各领
域人文合作，加强议会、政党、智
库、民间组织往来，密切妇女、青
年、残疾人等群体交流，形成多元
互动的人文交流格局。

未来的“一带一路”建设还
将进一步加强中国与世界的互
联互通网络体系构建，实现由点
到面、由面到片、片与片相连的
联动发展。互联互通网络将大
大降低区域间商品、资金、信息、
技术等交易成本，推动各国充分
发挥资源禀赋，更好融入全球供
应链、产业链、价值链，提高整体
发展水平，有效促进跨区域资源
要素的有序流动和优化配置，实
现商品、资金、技术、人员更加通
畅地流动，为参与各方经济增长
提供更加强劲的动力、更加稳定
的发展和更加广阔的空间。

“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
深。”中国倡导的“一带一路”正
是顺应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
发展的潮流，与世界各参与方良
性互动，一道推动世界经济朝着
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
赢的可持续方向发展。

（来源：6月 18 日《光明日
报》 作者：华东师范大学国际
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中亚研
究中心副主任）

又一场公益众筹引起广
泛关注。

近日，杭州一女子称其父
亲确诊胃癌，发起 20 万元筹
款。不少网友发现该女子曾
在社交平台晒出买跑车、出国
旅游、购买奢侈品等照片。经
网友举报后，众筹平台展开调
查，目前筹款人已承诺将所筹
善款如数奉还。

近年来，公益众筹争议不
断。众多“辣眼”案例此起彼
伏，频频引来争端。这些案例

“剧情”相似，都是当事人寻求
捐 助 ，网 友 发 现 其“ 话 说 一
半”，隐匿真实财产信息，然后
道歉、退款，网友“作鸟兽散”。

应该说，这些案例都指向同一
问题：什么人才有“资质”众
筹？而这一问题，关系到一个
关键词——公平。

从新闻不难看出，公众对
于众筹的理解并不相同。有
人觉得不到山穷水尽，不能向
他人伸手要钱；有人却觉得，
为了保住现有的生活质量，可
以脸皮厚一点。那么，能否设
置一个明确的门槛，比如达到
什么样的“惨状”才能申请众
筹？很难。所以原则上说，每
个人都有资格去申请，每个
人、每个家庭都有获得社会帮
助的平等机会。但问题的关
键在于，信息要真实，要透明，

要消除信息的不对称性。只
有这样，公众才有真正意义上
的选择权，才不至于有不信任
甚至被愚弄之感。

而要做到这一点，一靠规
则，对众筹者的信息公开义务
进行再细化，对众筹平台的审
核责任再明确；二靠技术，通
过银行、社保、医保等信息联
网，让众筹家庭的财产信息不
再是一笔糊涂账。此外，严惩
也必不可少。对于涉嫌欺诈、
蒙骗者，要用好用足民事乃刑
事手段，让筹款“炫富”式的案
例少一点。

（6月9日《人民日报》）

对筹款“炫富”应严惩不贷
夏振彬

北京大兴国际机场航站楼工程进入竣工倒计时。图为鱼
眼镜头拍摄的北京大兴国际机场航站楼内景。

新华社 张誉东 摄

自2013年提出以来，“一带一路”倡议已经成为
世界上最受欢迎的全球公共产品和最大规模的国际
合作平台。“一带一路”以中国智慧凝心，为世界发展
聚力，开启中国与世界良性互动的新模式，使世界经
济更稳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