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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医疗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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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复明手术371例

“海南柬埔寨光明行”

3次义诊活动

已累计筛查病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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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与东盟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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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了一系列成果

近年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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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梁振君

今天，在博鳌举行的主题为“直面
全球化与自由贸易的未来”全体大会
上，与会嘉宾展开智慧碰撞，相互启
迪，进一步凝聚和扩大了推进经济全
球化和自由贸易的共识。

全球化经济没有输家

“全球化经济没有输家，除57个亚
投行创始国和13个新加入的成员国
外，今年还将有15个国家加入亚投
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行长金立
群在全体大会上说，“亚投行成员国的
共同愿景是促进联通性，铺砌一条共同
的道路，共享结果。全球化经济中并没
有输家，尽管人们受益的程度不同。”

亚洲国家几十年来快速发展的历
程，就是不断深入参与经济全球化的

进程。
美国前贸易代表 Mike FRO-

MAN对此表示赞同，“许多亚洲国家
从全球化过程中受益颇多，特别是中
国在过去几十年中取得了极大发展。”

各国须直面问题

经济全球化也带来了新问题。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指出，

“任何关税安排应该支持贸易，而不是
阻碍贸易，中国执行开放政策多年，清
楚地意识到如果想鼓励出口的话，就
应该让出口商自由地选择进口原材料
和进口技术。”

周小川以中国电子设备进出口贸
易举例道，从1980年代开始，中国音
频、视频电子产品出口开始大幅增长，
其中能够形成这种快速增长的原因就
在于有较低的进口关税，这令中国出

口商在进口原材料时有更多的选择。
“自由贸易在经济学上是有支撑的，能
使资源配置更加优化。有些国家认
为，全球化会带来本国的失业问题，关
起门来就可以保护本国的就业机会，
但从经济学上说这种人为干预的政策
是有问题的。全球化和自由贸易是正
在发生的事实，各国必须直面全球化
和自由贸易。”

“一些观点认为，因为全球化导致
许多人才丢了工作，但越来越多的研
究让我们看到，你之所以失业是因为
没有很好的技术，而不是因为全球
化。”冯氏集团主席、国际商会前主席
冯国经说。

充分利用一切机遇

面对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机遇和挑
战，正确的选择是充分利用一切机遇，

合作应对一切挑战，引导好经济全球
化走向。

法国前总理拉法兰希望有更加包
容的全球化，“当前越来越多的双边互
动，也会造成很多不平衡，特别是有一
些国家倾向于绕过联合国处理问题，
而中国是联合国坚定的支持者，也参
与到了联合国推动和平的相关行动
中，世界需要借助像联合国这样的多
边平台，让所有人坐在对话桌前解决
问题。”

IMF前副总裁、国家金融研究院
院长朱民认为，全球化进程仍在推进，
必须有更强有力的全球化的跨国机构
来应对和处理全球化进程中出现的问
题。当互联互通还处于持续上升趋势
的时候，各国一定要设立跨国经济体
或是跨国机构来协商解决问题，这样
才能够支持全球化的发展。

新西兰前总理Jenny SHIPLEY

说，亚洲一直致力于经济的发展，但有
一些国家的发达程度并不高，因此必
须要有战略性的投资来支持这些国家
进一步的发展。新西兰之所以第一批
加入亚投行国家，目的是希望通过多
边、双边的机制的安排，在金融融通机
制安排上和各个国家发生合奏，进而
使金融机制落实到位。

周小川说，多年前爆发的全球金
融危机，迄今仍影响到很多经济体，使
这些国家失业率上升，同时这些国家
的劳动力市场本身就并不完美，各国
应该关注员工的知识和技能的培训，
以应对工作短缺的问题。“当我们讲到
全球化自由贸易系统，资源的分配中
最关键的一点是核心资源的分配，包
括资本、技术和技能。如果人才技能
已经过时，必须要调整以适应全球
化。”他提醒道。

（本报博鳌3月25日电）

与会嘉宾展开智慧碰撞，热议全球化与自由贸易的未来：

携手合作 应对挑战

■ 本报记者 尤梦瑜

“我们非常感谢海南政府能够以
‘海南柬埔寨光明行’这样有意义的
方式来进一步加深两地人民的联系，
这个活动对增进柬埔寨同海南之间的
友谊非常有意义。”今天下午，前来参
加博鳌亚洲论坛2017年年会的柬埔
寨国家电视台台长肯·顾纳瓦在接受
记者采访时连用两个“非常”来形容

“光明行”对双方友谊的重要意义。
“在柬埔寨的很多偏远地区，人

们受医疗条件的限制，常常遭受疾病
痛苦，而海南的‘光明行’正是为这些
需要帮助的人送来了及时的帮助。”
肯·顾纳瓦说，他一直关注接受复明
手术的病人的恢复情况。

“美妙的人生！以前他们生活在
黑暗、模糊之中，但在接受了手术之
后，他们看到了一个清晰的世界，可
以说这就是新生活的开始。”他激动
地向记者说道。

作为国家电视台台长，肯·顾纳
瓦说，这三次“光明行”活动，柬埔寨

媒体都给予了密切的关注，“我们有
消息报道，有特别专题报道，努力将
活动的细节呈现给柬埔寨人民，来宣
传海南所给予我们的帮助。”

肯·顾纳瓦说，上世纪30、40年
代，不少海南人移民柬埔寨，出于这样
的历史渊源，柬埔寨人民对海南并不
完全陌生。如今，随着两地愈加密切
的交往，海口开通了到金边和暹粒的
直飞航班。“关系如此亲近，交通如此
便利，我希望能有更多的柬埔寨人民
来到海南旅游，了解这里的新面貌。”

海南已经同柬埔寨磅湛省、暹粒
省有了合作与交流，在肯·顾纳瓦看
来，海南还可以继续拓展在柬埔寨的
友好交往，推进同其他省份、地区的
合作，例如美丽的西哈努克港等。

这位媒体人告诉记者，两地的交
流离不开媒体的助力。

“我希望柬埔寨和海南的媒体可
以增进交流，加强合作。这个合作可
以是关于媒体的方方面面的合作，例
如内容的交流互换、人才的交流等
等。” （本报博鳌3月25日电）

柬埔寨国家电视台台长肯·顾纳瓦：

“光明行”对增进两地友谊非常有意义

■ 本报记者 罗霞

“在中国与东盟国家地方政府合
作方面，海南处在非常领先的地位。”
在博鳌亚洲论坛2017年年会上，前来
参会的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副会长
林怡对海南积极推进与东盟国家合作
赞不绝口，并建言进一步发挥优势，深
化与东盟在人文领域的交流与合作。

林怡注意到，一方面，与前两年
相比，海南与东盟的合作更加务实，
从全方位的合作走向更细分的合作，
比如今年的对话聚焦旅游和教育。

“对话紧贴发展大形势。”林怡说，
2016年是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年，而
2017年是中国-东盟旅游年。

另一方面，海南的“朋友圈”越来
越大，越来越多东盟国家与海南开展
更深入的合作。在此次对话会嘉宾
邀请过程中，越来越多省市愿意跟海
南开展友好往来，并积极前来参会。

林怡介绍，中国和东盟互为友好
邻居，双方正致力于将人文交流合作
打造为双方关系的第三大支柱，特别
是以教育和旅游合作为优先方向，进
一步拓展合作的内涵，丰富交流的形

式，提升合作水平。
“在对外合作从经贸走向人文领

域的今天，海南应进一步深化与东盟
的人文交流合作。”林怡说，海南拓展
与东盟在教育、旅游、文化等方面的合
作拥有非常独特的优势，应该充分发
挥地缘优势，在合作中加快发展步伐。

“无论是政府层面还是民心所
愿，中国与东盟旅游交流与合作都拥
有牢固的基础、广阔的前景和持续的
动力。”林怡非常看好海南与东盟的
旅游合作前景。“越是旅游资源相似
的地方，越能更好地互相借鉴，并在

互相学习中实现大跨步发展。”
“在‘留学海南’方面，海南有望

迎来更大突破。”林怡认为，随着海南
的发展，海南的气候、环境将吸引更
多东盟国家学生来海南留学，海南对
留学生的吸引力会越来越大，同时在
热带高效农业、海洋、旅游、语言等方
面可开展更多合作办学。

在经贸合作方面，林怡建议应深
化农业领域的合作。“海南与东盟国家
可在农产品加工等领域进一步加强合
作，共同促进热带高效农业发展。”林
怡说。 （本报博鳌3月25日电）

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副会长林怡：

发挥优势深化海南与东盟人文领域合作

金融界“大咖”肯定绿色金融发展前景：

发展绿色金融契合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求

■ 本报记者 陈蔚林

实现绿色增长、壮大绿色金融已成为世界
经济的发展趋势。

如何鼓励企业和金融机构绿色化，又怎么
支持它们的长远发展？今天下午，出席博鳌亚
洲论坛2017年年会“金融业的‘绿色革命’”分
论坛的嘉宾对此问题展开了热议。

挑战重重但仍有信心

“怎么样把绿色发展的长远目标，通过金
融工具、政策与短期目标结合好、平衡好，可能
是目前我们要面对的一个重大挑战。”天风证
券董事长余磊说，我国复合型绿色金融人才极
度匮乏，所以发展过程中面临着许多问题。

其他与会嘉宾作了补充：虽然，我国有不少
企业和金融机构对“绿色化”十分热心，但在具
体实践中不得不面临诸多障碍。比如，相关政
策不够完善、信息交换不够及时、市场环境尚未
优化等。

尽管挑战重重，余磊仍然觉得绿色金融“越
做越有意思，越做越有信心”。

“在当前我国经济结构调整、发展方式转变
的阶段，发展绿色金融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
要求是完全契合的。”他说。

发展前景非常广阔

发展绿色金融是大势所趋，近年来我国在
这方面也作出了许多努力。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副主席方星海
说，中国证监会鼓励绿色金融产品指数发布，包
括绿色股票指数、绿色债券指数等。

“我们从去年开始推出了中国的绿色债券
市场，允许绿色项目、鼓励绿色项目直接从债券
市场获得融资。不到一年，中国在境内境外发
行的绿色债券已经达到2300亿元，一跃成为全
世界最大的绿色债券市场。”中国人民银行首席
经济学家、中国金融学会绿色金融专业委员会
主任马骏也说，可以预见，未来绿色债券市场发
展前景非常广阔。

嘉宾建言如何打破发展瓶颈

如何打破绿色金融发展瓶颈？马骏认为，国
家有关部门应该出台更加完备的政策和方案去
提振绿色投资者信心、降低绿色项目投资成本。

余磊希望，相关的研究机构能够一同发力，
从“理念”到“实践”，从“实践”到“引领”，为绿色金
融的可持续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方星海透露，国家正在制定一个更加详细
的指导目录，帮助中国证监会对绿色企业进行
认证。此外，中国目前已有4家能够开展绿色
债券评级工作的评级机构，可通过评级分析企
业是否把资金投入到绿色项目当中，用市场机
制来约束“漂绿”行为。

（本报博鳌3月25日电）

3月25日上午，博鳌亚洲论坛2017年年会在开幕式后，举行主题为“直面全球化与自由贸易的未来”的全体大会。 本报记者 张杰 摄

嘉宾会上聆听海南发展经验：

绿色金融链条完整而闭合

■ 本报记者 陈蔚林 通讯员 李明镜

“海南发展绿色金融的模式是，金融机构不
仅仅为农民提供资金，还会派出专家帮助农民
改进种养殖技术。”在今天下午举行的“金融业
的‘绿色革命’”分论坛中，新西兰前总理詹妮·
希普利当起了海南经验的推介者：“我认为，这
是一种资本以及知识的共同合作，能够让农民
真正参与到经济活动中。这是行得通的，是一
种道德的、具有领导力的投资方式。”

海南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前理事长吴伟雄
对此表示认同。他介绍说，海南省委省政府一
直把生态环境当成海南生命线，在实现绿色增
长、壮大绿色金融方面早有动作。“绿水青山就
是金山银山”已经成为海南全省上下的发展共
识，海南农信社就是践行这一绿色发展理念，在
服务农村金融过程中逐渐成长壮大。

论坛中，他阐述了海南省农信社独有的绿
色信贷理念：“为绿色农业提供的金融服务就是
绿色金融革命的一部分。”他认为，在践行绿色
金融的过程中，“错过时机，就是等死；盲目进
入，就是找死”。也就是说，绿色金融革命是时
代发展的必然趋势。因此，海南省农信社经过
多年实践总结出来的绿色金融秘笈是：给农民
贷款、教农民技术、帮农民经营、促农民增收、保
农民还款，其绿色金融链条是完整而又闭合的。

吴伟雄说，目前，海南小额信贷模式已经能
够满足发行绿色金融债券的特征和要求，希望
国家能将农民小额信贷尽早纳入绿色债券的支
持范畴，使之证券化，放大其杠杆效应。

（本报博鳌3月25日电）

“绿色金融”指金融部门把环
境保护作为重要考量标准，在投
融资决策中充分考虑潜在的环境
影响，把与之相关的成本、风险、
回报等融入日常业务。

关注绿色金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