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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亚洲媒体高峰会议在海
南三亚举行，与会的来自阿根廷、
亚美尼亚、阿塞拜疆、孟加拉国、柬
埔寨、中国、埃及、菲律宾、黎巴嫩、
印度、印度尼西亚、伊朗伊斯兰共
和国、约旦、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
斯坦、韩国、科威特、老挝、马来西
亚、蒙古国、缅甸、尼泊尔、阿曼、巴
勒斯坦、葡萄牙、俄罗斯、新加坡、
斯里兰卡、西班牙、泰国、坦桑尼
亚、土耳其等 32 个国家的 59 家中
外媒体就共同推进“一带一路”新
闻合作联盟建设达成共识，并发表

宣言如下：
随着“一带一路”政策沟通、设施

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
不断深入，“一带一路”新闻媒体交流
合作蓬勃发展。为进一步便利“一带
一路”新闻媒体的信息交换和资源共
享，增进相关国家民众友好交往和文
化交流互鉴，我们将秉持以和平合作、

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为核心
的丝路精神，以共商、共建、共享为宗
旨，坚持相互尊重、平等互利、自愿自
主的原则，共同推进“一带一路”新闻
合作联盟建设，推动媒体互利合作与
共赢发展。

我们支持联盟成员媒体开展联合
采访活动，讲好和平安宁、合作共赢、

成果共享、文明互鉴的“一带一路”故
事，广泛传递沿线国家人民追求发展
振兴和幸福生活的梦想，积极促进“一
带一路”民心相通。

我们支持联盟建设新闻信息合作
共享平台，在尊重和保护新闻作品版
权的基础上，免费为成员媒体提供内
容上传和分享服务，帮助成员媒体更

直接、便利地进行内容合作，支持媒体
在版面、频道、时段交换和报道落地等
方面开展合作。

我们支持联盟成员不定期举办高
端对话和人员互访项目，组织文化交
流活动，围绕媒体发展、新媒体技术、
社交媒体运用等议题，组织交流培训
活动。

我们支持联盟在集思广益、对话
协商中组建发展，坚持公益性、开放式
发展，吸纳更多“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和其他国家地区媒体加入。

（新华社海南三亚4月9日电）

新华社海南三亚4月9日电（记
者黄小希 伍鲲鹏）亚洲媒体高峰会议
9日于博鳌亚洲论坛2018年年会期
间在海南三亚举行，与会人士围绕“亚
洲媒体合作新时代——互联互通与创
新发展”主题进行热烈探讨，表示要聚
媒体之智、集媒体之力，大力弘扬开放
创新精神，共同推动亚洲繁荣发展。
在亚洲文明对话活动中，亚洲文化学
者和媒体负责人围绕亚洲文明互鉴进
行深入交流。

与会人士认为，在当前世界大发
展大变革大调整的背景下，亚洲各国
应进一步加强团结协作，携手应对安
全挑战和发展难题。习近平主席创造
性提出构建亚洲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等
一系列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重要思想
和主张，为推动世界和平发展、亚洲繁
荣进步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亚洲国家应着力推动创新发展，深化
开放合作，走出一条经济增长、社会进
步、环境优美的亚洲可持续发展新
路。中国的改革发展与亚洲休戚相
关，在新时代新征程上，一个创新步伐
加快、开放程度更高、发展质量更优的
中国，将产生更强劲的辐射效应和推
动作用。亚洲媒体要共同发出维护和
平发展的声音，积极传播各国谋发展、
促改革的理念经验，广泛报道亚洲合

作共赢的举措成果，讲好亚洲人民创
新创造的故事，促进亚洲文明交流互
鉴，深化媒体交流合作，为建设美好亚
洲、美好世界汇聚强大舆论动力。

与会人士围绕会议主题进行了热
烈探讨。

巴基斯坦国家广播电台台长沙夫
格特·贾利勒说，亚洲国家经济社会发
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中国的发
展经验给我们以启迪。过去数十年，
世界大量贫困人口摆脱贫穷，亚太国
家特别是中国对这一卓越成就功不可
没，这确实是一项非常了不起的成就。

老挝国家电视台台长本昭·皮
吉说，中国的发展对周边国家都有
积极影响，老挝从“一带一路”中收
获了实实在在的利益，通过基础设
施建设有力推动人文交往和经贸往
来，我们未来也要继续参与到“一带
一路”建设中，让经济社会得到更大
的发展繁荣。

“我觉得互联互通非常必要，大家
可以互鉴交流，每个地方、每个民族、
每种文化都有好的地方，大家可以互
补，共建美好未来。”缅甸天网电视台
节目部总监叶凌锋表示，中国的发展
对世界来说，对它的邻国来说是非常
好的事情，因为中国一贯秉持的原则
就是大家一起共建共享。

印度尼赫鲁大学教授狄伯杰说，
我们需要在沟通交流中求同存异，促
进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和学习，媒体
在其中可以扮演更积极的角色、发挥
更重要的作用，让我们更好地团结起
来，携手履行职责。

来自亚洲40个国家140余位主
流媒体负责人，以及亚洲文化学者和
有关方面代表300多人出席开幕式。
中外媒体共签署了9项合作协议。在
亚洲文明对话活动中，中国和来自马
来西亚、缅甸、泰国、印度、印度尼西亚

等国的文化学者和媒体负责人围绕推
动文明交流互鉴、激发亚洲活力进行
了热烈互动。

本次会议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指
导，博鳌亚洲论坛秘书处、中央广播电
视总台、中国公共外交协会主办。

■ 本报记者 孙婧 林诗婷

作为一个捧红了纪录片《我在
故宫修文物》、开设“故宫淘宝”将
故宫周边文创产品卖出 10 亿元年
销售额的“特立独行”的院长，故宫
博物院院长单霁翔对传统文化爱
得深沉。

4月9日，单霁翔出席博鳌亚洲
论坛2018年年会活动亚洲媒体高峰
会议，他愉悦地谈起了让故宫“卖萌”
的心得，并建议海南可深入挖掘本土
传统文化的内涵，创新传播方式，做
好文创产品，让更多市民游客将海南

文化带回家。
单霁翔分享道，故宫博物院通过

H5、虚拟现实技术等新的媒体传播手
段，让600岁的故宫学会了现代化表
达，吸引了越来越多青少年和国外游
客来访。这样的经验，同样适用于海
南文化的传承和发扬。

“海南是个文化多元、遗产丰富的
地方。”单霁翔回忆起上次来海南时的
情景说，高大的椰子树与传统街巷建
筑构成的独特热带景观，对海南人来
说是司空见惯的风景，在他眼中却有
极大的魅力。

作为一名文物爱好者，单霁翔对

海南的古沉船海捞瓷、黎族苗族非物
质文化遗产、海口火山岩村居、黎族船
型屋、三亚珊瑚民居等文化元素印象
深刻、赞不绝口：“比如黎族船型屋，在
全世界都是独一无二的，作为文化旅
游资源非常有吸引力，也有很大的挖
掘空间。”

单霁翔表示，海南要保护好当地
文化元素，并深入挖掘其文化内涵和
背后故事，结合现代人的生活方式和
各国游客需求，做出人无我有、与众不
同的文创和旅游产品，同时创新传播，
有力推动海南文旅产业发展。

（本报三亚4月9日电）

■ 本报记者 林诗婷 孙婧

“在‘一带一路’建设背景下，海
南凭借得天独厚的区位、自然资源
优势，在文化、旅游等相关产业方面
将大有可为，非常有潜力打造成为
文化强省。”4月9日，在三亚举行的
博鳌亚洲论坛 2018 年年会活动亚
洲媒体高峰会议上，北京大学教授
张颐武在接受海南日报记者采访
时，表达了对海南“文化+旅游”产业
融合发展的信心。他说，在“一带一
路”建设背景下，非常期待琼岛的

“文化名片”能以更加自信的姿态走

出国门、走向世界。
在全球化进程中，亚洲媒体如何

发挥合力作用，传播文化力量？在张
颐武看来，“一带一路”建设中的“政策
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
民心相通”理念，为亚洲文化、中国文
化发展提供了契机。“如何让文化焕发
生机，‘通’是关键，我们要加强各国间
的沟通交流，在差异中找到共同点，在
共同点中看到差异。”

张颐武点赞了文化发展的“海南
经验”，“近年来，随着海南经济社会
的不断进步、与国际间交往的日益密
切，海南文化产业加快发展。文化产

业借力旅游发展优势转型发展，促进
了海南文旅品牌的国际知名度不断
提升。”

今年是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30
周年，张颐武还表达了对琼岛文化发
展的期许。他认为，海南可结合民俗
等特色资源优势，探索“政府主导、社
会参与”模式，将文创产业打造成一个
可持续发展的产业。“‘远亲不如近
邻’，海南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缘
相近，海南文化要发挥优势，要常‘串
串门’‘走亲戚’，不断提升国际化水
平。”他说。

（本报三亚4月9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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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9日，博鳌亚洲论坛2018年年会活动之一——亚洲媒体高峰会议在三亚举行。本报记者 武威 摄

中外媒体发表共同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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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媒体高峰会议在三亚举行——

共话媒体合作发展 共促亚洲开放创新

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

创新表达，让游客将海南文化带回家

北京大学教授张颐武：

海南有潜力打造成为文化强省

博鳌观察
激扬海南发展的
“第一动力”

■ 张成林

置身今年的博鳌亚洲论坛年会，不少人发现身
边有许多创新元素。例如，在博鳌亚洲论坛会议中
心长廊内，有一场纪念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成就视
觉展。步入展厅，沿着一条神奇的“时光隧道”，体验
者可于周身实物、视频、虚拟场景的变换中，感受改
革开放以来中国发生的巨变。甚至还可在科技体验
区与智能机器人“小冰”问答互动。科技创新让论坛
年会更有趣、更立体、更富内涵。

创新不仅体现于场外，还成为会场内各界嘉宾探
讨的重要话题。今年年会专门设置了“创新”板块，重
点探讨未来的交通、未来的生产、未来的通信、共享经
济、区块链、新零售等议题。观察员发现，在每个分论
坛中，不仅嘉宾们交流热烈，各路媒体也簇拥而至，竞
相报道。在反映时代先声的博鳌亚洲论坛，创新得到
如此重视，充分彰显出其于新时代发展的重要意义。

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
是第一要务，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面
对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潮起之势，身处改革开放
前沿，作为全国最大的经济特区，海南推动高质量发
展，就应循着博鳌声音，积极培育、壮大创新“第一动
力”，勇立创新发展时代潮头。

今年是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30周年，诸多媒体
在对“三十而立”海南的关注报道中，都不惜笔墨聚
焦了海南在科技创新领域取得的成就。《海南特色科
技创新方兴未艾》《海南：上天入海的科技奇迹正在
发生》《海南经济特区：南海之滨，技术创新之岛在崛
起》……透过这些不吝赞美的标题，我们探究着是什
么原因让中央媒体给予海南如此高的赞誉？

答案就体现在海南科技创新的独特优势中。省
委书记刘赐贵在全国两会上说得明白，今天的海南，
建成了全球唯一环岛高铁、我国最先进的卫星发射
场和深海领域最权威的研究机构。可以说，海南是

“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的省份。建省办经
济特区30年来，特别是近5年来，海南聚焦南繁育
种、深海科技、航天科技等领域，逐渐形成了独具特
色的科技创新优势。

勇立创新发展潮头，我们就要充分发挥“陆海
空”的科技创新优势，积极推动具有优势的重点领域
创新能力全国领先、走在世界前列。

值得注意的是，新时代的创新，不是“一枝独
秀”，而是“百花齐放”。这要求我们必须加快推进以
科技创新为引领的全面创新，更好地满足人民美好
生活需要。既是“创新”，难免要“舍旧”，动及部分人
的利益，因此，培育创新“第一动力”，必须要有“刀刃
向内”的勇气和魄力，全面深化改革。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不创新不行，创新慢了也不
行。科技进步日新月异，发展机遇转瞬即逝，稍微拖
一拖、等一等，就会落后于人，错失良机。因此，我们
要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积极借智博鳌，再接再厉，
围绕有利创新的各个要素，早谋划，早行动，加快推
进以科技创新为引领的全面创新，让助力高质量发
展的“第一动力”加速喷涌，真正把海南打造成为生
机勃勃的科技之岛、创新之岛、活力之岛。

博鳌亚洲论坛
选举产生新一届理事会
◀上接A01版
日立集团董事长中西宏明，欧盟委员会前主席、意大利
前总理普罗迪，新加坡前副总理黄根成，俄罗斯前总
理、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董事长祖布科夫等。

根据新一届理事会决议，论坛原理事长福田康夫，
原副理事长曾培炎，原秘书长周文重，马来西亚前总理
巴达维，冯氏集团主席冯国经，新加坡荣誉国务资政吴
作栋，瑞典爱立信公司董事长、英国阿斯利康公司董事
长约翰森，俄罗斯工商会主席卡特林，美国前财政部长
保尔森，法国前总理拉法兰，三菱商事高级顾问佐佐木
干夫等11位离任理事将进入论坛咨询委员会。同时
进入咨询委员会的，还有世界卫生组织荣誉总干事陈
冯富珍、SK集团董事长崔泰源、地中海俱乐部总裁小
德斯坦等知名人士。

包括FMG董事长弗雷斯特、上海交通大学党委书
记姜斯宪、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许立荣等
3位留任咨委在内，新一届咨询委员会共由17人组成。
在随后召开的新一届咨询委员会会议上，福田康夫当
选咨询委员会主席，曾培炎当选副主席。

咨询委员会原主席拉莫斯，霍英东基金有限公
司执行总裁霍震寰，澳大利亚前总理霍克，博鳌乐城
开发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裁蒋晓松，原外经贸
部副部长龙永图，哈萨克斯坦前总理捷列先科，日本
邮船集团前会长、董事顾问宫原耕治，瓦伦堡家族基
金会投资委员会主席泰斯库等8位咨委，为创建和
发展论坛作出了重要和实质性贡献。根据会员大会
决议，授予其荣誉会员称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