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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

广告

■ 本报记者 周晓梦 王培琳

3月 26日至 29日，博鳌亚洲论坛
2019年年会举行。今年博鳌亚洲论坛
的目光将聚焦哪些领域？又将关注哪些
议题？在 26 日举行的博鳌亚洲论坛
2019年年会新闻发布会暨旗舰报告发
布会上，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李保东介
绍了今年年会的“精彩菜单”——

围绕“共同命运，共同行动，共同发
展”主题，年会设置了“开放型世界经济”

“多边主义、区域合作与全球治理”“创新
驱动”“高质量发展”“热点前沿”五大板
块议题，共计安排50多场正式讨论。

4天会期内，来自60多个国家和地
区的2000多名与会嘉宾，将一同拨动

“博鳌时间”，为促进亚洲乃至世界共同
发展提供“博鳌方案”，贡献“博鳌智慧”。

关键词：
开放型世界经济

博鳌亚洲论坛2019年年会设置开放
型世界经济板块，旨在为世界经济把脉，
针对全球化面临的挑战提出解决方案。

“世界经济展望2019：确定性与不确
定性”电视论坛

世界经济增长的动能在减弱，不确
定性在增加。世界经济的可持续增长，
需要什么样的动能？可能中断此轮增长
的不确定因素有哪些？从新一代信息技
术、新材料、新能源，到大数据、云计算、
物联网、人工智能，下一轮技术革命最有
可能从哪里爆发？

“新兴经济体：新智慧解码两难困
局”分论坛

新兴经济体在全球化进程中面临
“两难”悖论。一方面，受益于全球化和
相互依存而快速发展；另一方面，经济、
金融易受制于人，要看发达国家经济和
资本的“脸色”，经济发展和经济决策的
独立性大受影响。在这两难中做出适
时、适度、适合本国国情的折衷选择，考
验新兴市场决策者的智慧。

“自贸试验区与自由贸易港：中国实
践与国际经验”圆桌会议

自贸试验区与自由贸易港，是中国
新一轮对外开放的标志性探索。国际上
自贸区与自由港建设已有不少成熟的经

验，但同时也并没有统一的标准。中国
的自贸区自贸港建设如何对标国际？如
何更好地利用自贸区自贸港平台，实现
各国自由贸易园区之间联动发展？

关键词：
多边主义、区域合作与全球治理

在多边主义、区域合作与全球治理
板块中，年会关注一些广受关注的经济
和发展问题，如全球治理向何处去、“一
带一路”、WTO改革等等，以聚焦探讨多
边主义与区域合作面临的挑战，凝聚全
球治理共识。

“WTO 改革”分论坛
新一轮高水平贸易与投资规则的趋

势、方向和特点，WTO改革的原则和方
向，如何使贸易规则更好地促进国际贸易
和全球繁荣？发展中国家应以怎样的姿
态参与21世纪的国际贸易新规则制定？

“一带一路：为全球化‘修路’”分论坛
中国倡导、各国共建的“一带一路”，

作为一种公共产品，致力于促进政策沟
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
相通，旨在将全球化的软硬基础设施提
升到一个新的水平，为全球化“修路”。
如何更好地共同打造“一带一路”这样的
公共产品？政府间合作、PPP各可以发

挥什么作用？有哪些成功案例？

关键词：
创新驱动

创新成为驱动发展的新引擎。今年年
会设置“创新驱动”板块，意在探讨新一轮科
技革命和工业革命的前沿领域和发展趋
势，为亚洲和世界经济增长寻找最佳路径。

“数据：有待开发的巨大资源”电视论坛
有观点认为，物联网时代产生的海量

数据，在云计算能力的助推下，有望成为人
类可以深入开发的巨大资源。大数据的
应用已十分普遍。但同时，“数据力”的强
大穿透和无孔不入，也对个人隐私和信息
安全构成现实威胁。

“‘AI+’时代来了吗？”分论坛
“互联网+”时代已成为现实，并实

质性地改变着我们的经济和生活。随着
人工智能的应用前景越来越明晰，一个

“人工智能+”的时代似又呼之欲出。在
哪些行业和领域，人工智能已有较为明
确的应用前景？哪些行业和领域可能成
为人工智能的下一个风口？AI+对就业
带来多大影响？

“2050年的汽车”分论坛
新能源汽车究竟是一种长期的愿景，

还是已触手可及的近期可能？作为清洁

能源，燃气汽车是否也是未来发展和推广
的方向？多国宣布，将在2050年前禁售
燃油车。2050年，在燃油车有望淡出的
同时，司机和驾驶会同步“淡出”吗？

关键词：
高质量发展

今年年会有不少议题讨论高质量发
展。围绕经济各领域的重点问题，议题聚
焦金融发展、消费市场、可持续发展等方面，
探讨实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行业方向。

“金融‘突围’”分论坛
次贷危机10周年后，金融是否由

“自我服务”回归“服务实体经济”的初
心？如何破解金融支持民营经济和小微
企业的难题，为实体经济最基础的单元
造血，实现金融普惠？

“消费的趋势：降级，还是升级？”分论坛
对中国消费市场的判断是分化的。

总体上判断，中国消费市场的趋势是升级、
降级还是分级？消费降级的忧虑背后，折
射出经济中存在的哪些深层次问题？

“可持续发展：前沿科技对经济社会
的影响”分论坛

人类目前的科学研究，有哪些重大的
前沿研究，有望成为下一轮技术革命的基
础？将对人类的经济社会发展产生怎样

的深远影响？前沿科技是机遇还是将进
一步深化其与发达国家的技术鸿沟？

关键词：
热点前沿

在论坛新拓展的五大领域（即科技
创新、健康、教育、文化、媒体方面），今年
年会设计了诸多热点话题讨论，其中包
括人工智能、5G、健康老龄化等。此外，
年会还面向不同国家、行业和领域的代
表设有青年、女性、海洋、宗教等议程。

“楼市30年：是是与非非”分论坛
1998年，中国住房制度改革正式启

动。多年来，楼市与中国经济和普通中
国人的关系，经历了怎样的起伏？ 如何
看待楼市对中国经济的拉动作用？“只住
不炒”的楼市，需要哪些方面的配套改
革？未来10年，怎样重新定位楼市在经
济中的地位与作用？

“5G：物联网的成就者”分论坛
随着5G大规模商用日期的临近，物

联网和建立在物联网之上的智能家居、
智能制造、智慧城市，是否已触手可及，
还是依然“雾里看花”？错过移动互联网
时代的IT业者，如何判断下一个时代的
性质、临界点、风口？物联网是唯一的可
能吗？

“‘共享经济’的未来”分论坛
当前，以互联网技术为底层支撑的

共享经济快速发展，商业模式不断成熟，
已广泛应用到经济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
面。未来共享经济还会在哪些方面进一
步释放增长潜力？在这种新经济模式推
动行业创新的过程中，从业者“自律”与
主管部门“监管”之间如何协作，共同推
动共享经济的健康与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
海南主题

今年海南继续在紧扣论坛年会主题
议题、立足海南优势与特色的基础上，围
绕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和中国特色自由
贸易港建设等，加大利用论坛平台和资
源力度，推出海南主会场活动、“海南之夜
主题晚餐会”以及有关讨论等。此外，海
南省领导年会期间将出席30余场活动。

中国－东盟省市长对话
如何加强中国-东盟产业合作和行

业对接？如何促进中国-东盟贸易投资
自由化？海南的自贸港建设对于中国-
东盟之间的合作与战略对接存在哪些机
遇与挑战？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岛屿分论坛
凭借大江大洋包围的地理位置、旖

旎的自然风光和独特的文化风俗，很多
海岛旅游胜地都令人心驰神往。分论坛
以“岛屿旅游：国际合作与可持续发展”
为主题，探讨岛屿国家和地区怎样看待/
平衡旅游在经济中的作用，又采取什么
举措来打造岛屿旅游目的地。

分论坛还将关注中国政府支持海南
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和中国特色自由贸
易港，打造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国际旅游
消费中心。海南如何创新旅游形态，打
造国际品牌？岛屿旅游是否只是同质竞
争？如何推动真正合作，突破旅游业与
环境、资源及其他产业的矛盾，实现可持
续发展？

（本报博鳌3月26日电）

博鳌亚洲论坛2019年年会分为五大板块，共安排50多场讨论——

开启博鳌时间 碰撞智慧火花

本报博鳌3月26日电（记者王培
琳 周晓梦）作为博鳌亚洲论坛的四大学
术报告之一，《博鳌亚洲论坛新兴经济体
发展2019年度报告》（以下简称《报告》）
26日在博鳌亚洲论坛2019年年会新闻
发布会暨旗舰报告发布会上发布。该报
告展示了E11（新兴 11 国，指二十国集
团中的11个新兴经济体，即阿根廷、巴
西、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韩国、墨西
哥、俄罗斯、沙特阿拉伯、南非和土耳其）
各国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以及E11外部
经贸的最新进展。

《报告》指出，从经济增长、就业
与收入、物价与货币政策、贸易、投

资、大宗商品价格、金融市场等九个
方面来分析，2018 年，E11 经济增长
率略微放缓。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
织的估计数据加权计算，2018年 E11
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率约为
5.1%，略低于上年5.2%的增长率。

值得关注的是，E11多数国家就业
人数增加，就业结构继续改善，人均收入
水平出现改善势头，实际工资增长率回
升或维持正增长。同时,E11国家贸易
增长动力显著增强，外商直接投资逆势
增长。2019年1月，联合国贸易和发展
会议估计数据显示，2018年全球外商直
接投资数据（FDI）流入规模较上年下降

19%，但发展中国家的FDI流入额较上
年增长了3%。一些E11经济体的外商
直接投资仍保持高速增长。

但《报告》也指出，2018 年，多数
E11国家通货膨胀率出现上升。大宗商
品价格冲高回落，债务水平总体上升。
2018年，E11各国的公共债务水平远低
于发达经济体水平，但呈上升趋势。

《报告》认为，2019年，E11经济增
长仍受各种因素影响，但总体经济增速
大幅波动的可能性较小，考虑到各国将
加强运用政策手段应对经济下行风险，
今年E11经济增速与去年基本持平的
可能性较大。

《博鳌亚洲论坛新兴经济体发展2019年度报告》：

“新兴11国”贸易增长动力显著增强

本报博鳌3月26日电（记者王培
琳 周晓梦）在26日举行的博鳌亚洲论
坛2019年年会新闻发布会暨旗舰报告
发布会上，《博鳌亚洲论坛亚洲经济一体
化进程2019年度报告》（以下简称《报
告》）发布。《报告》指出，亚洲（直接）投资
的内部依存度创历史新高。

《报告》指出，亚洲区域贸易自由化
进程加快，亚洲进口转向快速增长。据
计算，亚洲经济整体上对自身的依存度
大幅提升。此外，东南亚引进外资保持
强劲势头。截至2018年第二季度，亚洲
地区引进外资增势较快的国家有新加
坡、澳大利亚、印度和印度尼西亚。中国

坚持扩大开放，出台一系列放宽外资准
入的措施，使外资对中国市场的信心增
强，引进外资规模保持在高位。亚洲（直
接）投资的内部依存度创历史新高，从
52%提高至55%。

《报告》显示，亚洲经济体出口中的
国内增加值快速提升，中国对各国出口
贡献的增加值最多。一些亚洲发展中经
济体出口中的国内增加值增长迅速，出
口对于国内就业的拉动作用更加明显。
2017年起，中国的增加值在几乎所有其
他亚洲国家或地区制造业出口中所占的
比率位居第一位。这一变化从另一个方
面说明，中国是亚洲制造业生产网络的

中心。
同时，《报告》也认为，全球价值链

长期减缓趋势未变，短期波动存在不确
定性。

《报告》建议，亚洲在双边层面，特
别是在投资、规制和数字经济方面，提
升现有自由贸易协定的水平，支持全球
价值链的发展；在区域层次，积极推动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谈判
进程；将“一带一路”推向新的阶段，通
过推动政策改革让潜在的利益释放出
来；以诸边模式、服务业规制、投资和国
内规制（包括安全）为重点，共同推进
WT0改革。

《博鳌亚洲论坛亚洲经济一体化进程2019年度报告》：

中国成长为亚洲制造业生产网络中心

本报博鳌3月26日电（记者周晓
梦 王培琳）26日上午，在博鳌亚洲论坛
2019年年会新闻发布会暨旗舰报告发布
会上，《博鳌亚洲论坛亚洲竞争力2019
年度报告》（以下简称《报告》）发布。

《报告》分别从商业行政效率、基础
设施状况、整体经济活力、社会发展水
平、人力资本与创新能力等五个方面剖
析了各经济体竞争力的具体表现，优劣
所在和动态演变。据介绍，这是报告研
究团队选续第九年对亚洲经济体竞争力
进行动态跟踪和定量评估。

从近九年的竞争力排名中可以看
到，尽管受到国际国内错综复杂的因素

影响，但随着经济一体化进程的持续推
进，亚洲各经济体已开始初步享受到巨
大的一体化红利。亚洲经济的成长和亚
洲竞争力的提升总体呈现稳中有进的良
好态势，各经济体经济社会发展的稳定
性和韧性不断提高，彼此之间的竞争力
差距有缩窄迹象。

《报告》指出，与往年的竞争力状
况相比，2018年亚洲主要经济体的综
合竞争力排名有些波动，除了个别经
济体外，大多数经济体的综合竞争力
排名变化不太大。韩国、中国台湾、新
加坡和中国香港综合竞争力仍位居前
4位，具有领先亚洲的国际竞争优势。

从综合得分看，亚洲37个经济体的综
合竞争力得分都有所攀升，同时，各经
济体综合竞争力得分之间的差距在逐
步缩小，这意味着亚洲区域内发达经
济体与发展中经济体之间的发展鸿沟
在逐步缩小。

《报告》认为，随着亚洲命运共同体
意识的进一步加强，以及亚洲经济体的
进一步融合，未来亚洲经济形势将在自
立的基础上稳步前行，并依托巨大消费
市场和基础设施建设市场，有望在全球
率先走出经济增长低谷，并实现安全环
境的大幅根本改善。面向未来，亚洲经
济前景依然向好。

《博鳌亚洲论坛亚洲竞争力2019年度报告》：

亚洲经济体初步享受巨大的一体化红利

本报博鳌3月26日电（记者周晓
梦 王培琳）26日上午，博鳌亚洲论坛
2019年年会新闻发布会暨旗舰报告发
布会举行。作为四大旗舰报告之一，新
增的《博鳌亚洲论坛亚洲金融发展报告》
（以下简称《报告》）首次登场，以全英文
专题报告的形式对外发布。

《报告》指出，亚洲已经成为全球经
济增长最快的地区，过去十年对于世界
GDP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60%左右。
目前，基础设施的匮乏和低效已经成为
制约部分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即
使在经济最为发达的东亚地区，仍存在
基础设施投资的缺口。基础设施建设为

促进贸易与投资增长、减贫、发展发挥了
巨大作用。

据统计，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基
础设施投资不断落实，沿线经济体的连
结成本显著下降，与其他沿线经济体的
贸易成本下降了3.5%。由于基础设施
的溢出效应，这些经济体与世界其他地
区的贸易成本也下降了2.8%，足见基础
设施在经济发展中举足轻重的作用。

经济社会发展需基础设施先行。随
着对智慧、绿色和可持续高质量基础设
施的需求不断扩大，亚洲及区内外国家
提出诸多互联互通的倡议，例如中国的

“一带一路”倡议、东盟国家的“互联互通

总体规划2025”、欧盟提出的“欧亚联通
战略”等，以多边开发机构为主的国际组
织和各国的开发性金融机构在基础设施
融资领域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影响和推
动作用，为亚洲一体化提供坚实的物质
基础。

《报告》重点分析了各地区具有代表
性的7个区域合作项目案例，如东亚地
区的中老铁路、中亚地区的阿拉木图-
比什凯克经济走廊等项目，这些案例从
多个侧面反映了各国各地区为解决基础
设施融资不足进行的不同尝试，包括引
入国际组织和多边开发银行等措施，为
后续政策制定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资料。

《博鳌亚洲论坛亚洲金融发展报告》：

“一带一路”使沿线经济体连结成本显著降低

3月26日，博鳌亚洲论坛组委会召开新闻发布会，向中外媒体介绍年会的相关情况。 本报记者 袁琛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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