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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多年来，姚望年年奔波在博鳌
亚洲论坛，年年与论坛“亲密接触”。

事实上，开放，一直是博鳌亚洲
论坛的主题和定位，从成立伊始，它
就已经目标笃定地立足于开放。

姚望回忆，十几年前，对筹备中
的博鳌亚洲论坛进行定位之时，大家
公认为“既是一个亚洲的论坛，又是
不局限于亚洲的论坛”。他举例：“论
坛的英文翻译选定 Boao Forum
for Asia。如果按照正常的英文翻
译，可能要使用‘of Asia’中的这个

‘of’更加顺口，可我们并没有使用，
用‘for’恰是表达‘它为亚洲’的初

衷，又不仅仅局限于亚洲，其含义的
本身就是非常开放的概念。

姚望记得，在设计论坛参与者
时，大家始终坚定认为，参与论坛的
主体不能全是中国人，一定要有亚洲
各国经济体的参与，特别是要欢迎亚
洲以外的国家参与。

于是，从博鳌亚洲论坛第一届理
事会设立之初，论坛就有了超级“朋友
圈”，涵盖了欧美等国家的友人。与此
同时，论坛章程制定、组织框架等方面
都相继确定、保证了博鳌亚洲论坛是
开放的论坛，它不仅仅是亚洲的，更是
为了亚洲而面向世界的一个论坛。

除了机构与框架制定上的开放
属性，博鳌亚洲论坛举办的活动方式
也在17年间不断演变、更新，不断走
向更大的开放。“我们先是召开了论
坛在海南本地的大年会，然后走向祖
国各地。比如，先走到了广西桂林，
在博鳌亚洲论坛首届年会之后便在
桂林召开了亚洲旅游论坛。值得一
提的是，主办旅游论坛时同样没有独
家主办，而是邀请了亚洲对话组织和
博鳌亚洲论坛一起联合主办，这显示
了一种通达的合作性、包容性。此
后，又在国内十几个城市先后举办过
各种分论坛。”姚望表示。

从博鳌亚洲论坛发展的踪迹来
分析，不难看出：每一年年会主题议
题的设置都紧密围绕亚洲一体化的
进程，探索直面一些在亚洲合作过程
中的现实问题，比如包容性发展、绿
色发展、比如克服金融危机……之后
再进一步扩大开放，不仅仅探讨经济
领域话题，还进入了社会领域，逐步
设置了青年议题、妇女议题、医疗话
题、教育话题、文化体育话题……极
大丰富了博鳌亚洲论坛的话题内容，
丰富了参会代表的人员构成，从而使
博鳌亚洲论坛更加贴近百姓日常生
活，也更受欢迎。

博鳌亚洲论坛的开放底色

17年来，广阔的开放视角，使博鳌
亚洲论坛开放的脚步一刻都未曾停歇。

博鳌亚洲论坛逐步从中国开始
走向世界各地,像一只展翅之鹰，足
迹遍及亚洲、美洲、欧洲，举办了多种
多样的国际分论坛会议。

姚望说，很多分论坛都是与国际组
织、亚洲的区域机构、区域组织联办。此
外，博鳌亚洲论坛本身很多活动和议
题的设置，同样体现了对亚洲和国际
事务的关心。在金融危机到来之时，

年会积极组织研讨金融危机产生的原
因，以及各国采取的对策、彼此的合作
方式方法；当国际社会非常担心环境
保护、能源匮乏、地球变暖等一系列环
境问题的时候，年会积极组织多次能
源和环境论坛，对该类问题进行大规
模的持久性研讨，同时提出了合理化
的建议，从而为保护环境、节约能源等
人类共同关心的课题提供解决方案。

“可以说，在论坛年会内容方面，
我们很好地贯彻了开放包容的理念，

积极拥抱人类社会和所有的合作伙
伴。”姚望感言。

博鳌亚洲论坛在金融领域也谋
求“更开放”。2012年，博鳌亚洲论
坛携手印度工商联合会在印度举办
亚洲金融合作会议，首度提出了亚洲
基础设施建设投资银行的设想和初
心，这一构想得到了与会代表的热烈
响应和支持，亦很快得到了中央有关
领导和机构的充分肯定。

“在亚投行筹建和发展中，发挥

出了自身非常独特的作用，再度充分
显示了博鳌亚洲论坛的开放性、包容
性。也显示了博鳌亚洲论坛从一个
展示观点、交流思想的平台，逐步演
变成为能够提供中国智慧和中国方
案的平台。”姚望说。今天，博鳌亚洲
论坛站在开放的新起点上，面对着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下的新条件，
面对着新的国际格局和国际形势，博
鳌亚洲论坛有责任也有义务将开放
的事业进一步向前推进。

成长的脚步，伴随着开放的鼓点

以更加积极的姿态，拥抱开放的未来

■ 本报记者 杜颖 郭畅

新时代有新的使命、新的气象，
在姚望的心中，博鳌亚洲论坛一定会
以更高的开放姿态迎接未来。高举

“五面旗帜”，是他对年会论坛如何具
有更加开放性这一问题给出的注解。

姚望认为，论坛将继续高举全球
化大旗，顶住逆全球化的逆流。

姚望表示，在全球瞩目之下，习
近平主席在去年达沃斯论坛上深刻
阐述了逆全球化局面下中国将继续
高举全球化大旗，参与全球化合作
的方针，博鳌亚洲论坛也将旗帜鲜明
地继续高举全球化旗帜，继续推进全
球化进程中各国的合作，使全球化能
够克服重重困难继续发展。

姚望认为，论坛将继续高举亚洲
合作的大旗。

博鳌亚洲论坛立足于亚洲，而亚
洲又是当今世界经济发展最活跃的版
块，经济发展状况最好的世界经济领
头羊，在全球化受到一定阻力的情况
下，亚洲的区域合作尤其显得重要。
它从相当程度上，弥补了逆全球化带

来的不足。同时，英国脱欧带来的欧
洲一体化进程的负面影响，非常需要
亚洲加速一体化进程，来向世界展示
区域一体化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博鳌亚洲论坛始终把亚洲一体
化进程作为自己的宗旨和使命，也将
通过各种渠道，进一步促进亚洲一体
化建设。其中的突破口，就是亚洲多
种形式的自贸区建设和合作。

姚望认为，论坛将继续高举新兴
经济体国家合作的大旗。

他表示，中国的改革开放使中国
成了新兴经济体优秀的代表，在当今
世界，一批国家通过自身努力和国际
合作，从一般性的发展中国家中脱颖
而出，成为发展中国家的佼佼者，我
们把他们称作新兴经济体。这些国
家比较成功地摆脱了贫困，向中等发
达国家迈进。这些国家为广大发展
中国家树立了新的榜样，也为人类整
体命运发展闯出了新的道路。

姚望说，论坛将进一步扩大邀请
新兴经济体国家参会的力度，进一步

加强新兴经济体国家的成功经验的
传播，进一步促进新兴经济体国家之
间，以及新兴经济体国家与发达国家
之间，发展中国家之间合作。比如，
今后将继续在新兴经济体国家展开
博鳌亚洲论坛的各项活动，举办专题
会议，加强博鳌亚洲论坛新兴经济体
发展年度报告的研究和撰写工作，以
年度报告的形式来支持新兴经济体
国家的发展，为这些国家发展和合作
提供学术性的建设性的意见。

姚望认为，论坛将继续高举中华
民族团结的大旗。

他说，博鳌亚洲论坛不仅对国际
开放，也对港澳台地区开放，是整个中
华民族大家庭的合作平台。港澳台地
区每年都有大量的学界企业界人士参
加论坛，而且论坛坚持多年举办海峡两
岸企业家的圆桌会议，这一形式也将继
续保持下去。2018年，论坛设立了大
湾区建设的讨论专题，重点探讨大湾区
包括广东香港澳门整体发展的战略框
架与思路，大湾区发展探讨，成为论坛

具有高度开放性的又一个重要标志。
姚望认为，论坛将继续高举人类

命运共同体的大旗。
“在新的历史起点和定位上，论坛

就要把改革开放的声音传播得更加响
亮。”他表示，通过共同探讨、努力合
作，为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从
论坛做起，从亚洲做起，为人类命运共
同体建设提供更好的范例，提供更好
的机制，提供更好的经验，从而使人类
命运共同体真正在亚洲得以体现，进
而扩展到全球。今天，博鳌亚洲论坛
这一平台已经深入人心，通过论坛，就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话题形成日后切实
可行的着力点，形成更鼓舞人心的国
际行动合作方案，使人类命运共同体
建设通过论坛的努力落到实处。

“无论出现多少艰难曲折，人类
命运共同体的建设是不可抗拒的历
史潮流。”采访临近尾声之时，姚望表
示，博鳌亚洲论坛也将始终高举开放
的大旗，不断沿着改革开放的道路阔
步前行。 （本报海口4月9日讯）

初心不变，张开更大的开放臂膀
——访博鳌亚洲论坛顾问姚望

博鳌亚洲论坛立足于开放，“朋友圈”越来越大。 本报记者 张茂 摄

“可以说，在论坛
年会内容方面，我们
很好地贯彻了开放包
容的理念，积极拥抱
人类社会和所有的合
作伙伴。”

“在亚投行筹建
和发展中，发挥出了
自 身 非 常 独 特 的 作
用，再度充分显示了
博 鳌 亚 洲 论 坛 的 开
放性、包容性，也显
示 了 博 鳌 亚 洲 论 坛
从一个展示观点、交
流思想的平台，逐步
演 变 成 为 能 够 提 供
中 国 智 慧 和 中 国 方
案的平台。”

“在新的历史起
点和定位上，论坛就
要把改革开放的声音
传播得更加响亮。”

“无论出现多少
艰难曲折，人类命运
共同体的建设是不可
抗拒的历史潮流。”

——姚望

博鳌亚洲论坛
“走出去”大事记

（不完全统计）

春潮涌动的4月，被人们认为是海南一年中最好的时节。
17年来，已数不清多少次往返京琼两地的博鳌亚洲论坛顾问姚望，于4月3日再一次飞来海南。时隔一载，眼间溢满赞叹与惊喜，“这里的

确更美，更出色了”。
海南岛，是博鳌亚洲论坛的出生地，它所呈现出的开放姿态，17年来，与年会论坛设立的初心、后期的成长历程保持着高度一致，共同一步

步地、目标坚定地向世界张开更加开放的臂膀。
开放与包容，是博鳌亚洲论坛的宗旨，在姚望的眼中，亦是不变的使命。他在接受海南日报记者专访时无不动情地说：“博鳌亚洲论坛开放

的底色，17年来初心不改，面向亚洲，眺望未来。”

2002年 11月 18日至20日

博鳌亚洲论坛携手中
国国家旅游局和亚洲合作
对话组织在广西桂林联合
主办亚洲旅游论坛。这是
博鳌亚洲论坛举办的第一
个专业论坛。

2004年 7月 17日至 19日

博鳌亚洲论坛与伊朗外
交部在伊朗德黑兰联合举行
博鳌亚洲论坛能源论坛，这
也是博鳌亚洲论坛第一次在
中国以外的国家举办活动。

2008年6月3日至5日

博鳌亚洲论坛国际资本
峰会在英国伦敦举行，这是
论坛第一次在亚洲之外举行
大规模国际会议。

2009年 12月 7日

由博鳌亚洲论坛与香港
菁英会合作举办的“2009博
鳌青年论坛（香港）”在香港
开幕。这是博鳌亚洲论坛首
次把青年分论坛放在博鳌之
外的地区举办。

2010年4月30日

上海世博会开幕，博鳌
亚洲论坛馆对外开放。此次
是博鳌亚洲论坛首次参加世
博会。

2011年 7月 11日至 12日

博鳌亚洲论坛在澳大利
亚珀斯召开博鳌亚洲论坛珀
斯会议。此次会议由博鳌亚
洲论坛与西澳大利亚州政府
共同举办，是博鳌亚洲论坛
首次在澳大利亚举办会议。

2013年 10月24日

博鳌亚洲论坛与芝加哥
全球事务委员会共同举办
“中国、美国和世界经济形
势”研讨会。这是博鳌亚洲
论坛第一次在美举办活动。

2016年5月24日至26日

博鳌亚洲论坛能源、资源
与可持续发展会议暨丝绸之
路国家论坛在哈萨克斯坦首
都阿斯塔纳的独立宫召开。
会议由博鳌亚洲论坛和阿斯
塔纳经济论坛共同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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