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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

新华社海南博鳌3月27日电（记者伍
岳、刘博）国务院总理李克强27日在海南
博鳌会见来华出席博鳌亚洲论坛2019年
年会的老挝总理通伦。

李克强表示，中老关系特殊紧密，发
展势头良好，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去年习
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和本扬总书记、国
家主席成功互访。今年是中老建立全面
战略合作伙伴关系10周年。我们愿同老
方共同努力，密切高层交往，加强治国理政
经验交流，全力打造两国具有战略意义的
命运共同体。

李克强指出，中方愿将“一带一路”倡
议同老方发展战略加强对接，抓紧完成中
老经济走廊合作文件，确保中老铁路建设
高质量如期完工。我们鼓励中方企业按
照市场原则深度参与老方经济建设，更好
实现互利共赢。

通伦表示，老中是同甘共苦的命运共
同体。本扬总书记、国家主席愿应邀于下
月访华并出席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
高峰论坛。老方愿同中方推进经济走廊和
老中铁路建设，更好惠及双方人民。

肖捷参加会见。

李克强会见
老挝总理通伦

与会人士认为，中国提出共建“一
带一路”倡议，把准丝绸之路精神的内
核，让“逆全球化暗流涌动，国际形势动
荡多变”的迷茫世界看到了新的光亮。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行长金立
群说，“一带一路”建设的实质就是通
过基础设施和各领域互联互通，加强
全球经济合作，促进共同发展。

阿罗约说，菲律宾的经验表明，
支持全球化与自由贸易对经济发展
十分关键，她本人也是全球化与自由
贸易的拥护者。中国选择通过深化
改革开放进而支持全球化和自由贸
易，这对世界至关重要。

金立群说，“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
来，我国加大了对“一带一路”建设资金
支持，并与“一带一路”建设参与国和组
织开展了多种形式的金融合作。亚洲
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自运营以来已批准项
目投资53亿多美元，所有投资项目均在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
“作为国际合作的新平台，‘一带一

路’具有十分鲜明的包容性。”中国社
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
张宇燕说，“一带一路”将推进生产要
素在更大范围内的有效配置，提高生产

效率，创造更多的国际合作红利，有利
于规避贸易摩擦带来的经济下行压力。

结伴成行，相互借力。在张宇燕
等嘉宾看来，唯有开放合作，方能共享
机遇。随着“一带一路”的持续推进，
世界经济面临的诸多不确定性问题或
将有所缓解。

（据新华社海南博鳌3月27日电）

让参与“一带一路”的国家都有实
实在在的获得感，这是“一带一路”倡
议一直遵循的原则。

在“一带一路：为全球化修路”分
论坛上，众多嘉宾认为，在中国提供给
世界的这个公共产品中，多个国家和
地区分享到中国发展以及经济全球化
带来的红利。

博鳌亚洲论坛年度报告显示，包
括亚洲多国在内的130多个国家和国
际组织同中国签署“一带一路”合作文
件；中国同“一带一路”沿线相关国家
的货物贸易额累计超过5万亿美元，
对外直接投资超过600亿美元，为当

地创造20多万个就业岗位。
数据显示，今年1-2月，我国企

业对“一带一路”沿线48个国家新增
投资合计23亿美元，同比增长 7%。
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新签对外
承包工程合同额 122.3 亿美元，占

同期总额的 53.2%；完成营业额 96
亿美元，占同期总额的54.5%。

“港口建设在‘一带一路’互联互
通的基础设施建设中，给航运、港口、
物流产业链发展带来非常大的机会。”
中远海运集团董事长许立荣说。

今年1月，中国远洋海运集团和
秘鲁方面签署了收购秘鲁钱凯港口
60%股权的协议，将投资13亿美元
在钱凯港口打造6到 8个大型深水
集装箱和多功能码头，这也是中远海
运在南美洲的第一个合作项目。截
至目前，中远海运已在“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投资了18个港口和码头。

“意大利作为七国集团成员，率先
加入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是要把
贻误的时间补回来。”在“世界经济展
望2019：确定性与不确定性”分论坛结
束后，意大利经济发展部副部长杰拉
奇被数十个媒体记者紧紧围住。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五年多以来，
合作之路越走越宽。许多嘉宾表示，各
国共建开放、包容、均衡、共赢的“一带
一路”，是扭转世界不确定性局面和实

现人类命运共同体有效的途径。
菲律宾众议长阿罗约说，“一带一

路”倡议已在全球范围内获得了广泛
支持，这一倡议的积极作用也在菲律

宾等亚洲国家开始显现，她期待菲律
宾能抓住共建“一带一路”的机遇，与
中国密切合作。

作为亚洲和新兴经济体的主要

对话平台之一，博鳌亚洲论坛见证了
“一带一路”倡议一步步由构想变为
现实。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李保东
说，“一带一路”建设对亚洲经济的正
面影响已经凸显，并有力推进亚欧经
济一体化，提升亚洲竞争力水平。

“一带一路”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进程中，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是修墙还是铺路？是风景这边独好
还是合作共赢？“一带一路”成为博鳌亚洲论坛2019年年会嘉宾热议的话题。

是修墙还是铺路？是风景这边独好还是合作共赢？

博鳌亚洲论坛年会嘉宾热议“一带一路”倡议

“一带一路”成为论坛热点

让参与国有实实在在的获得感

“一带一路”为世界添亮

新华社海南博鳌3月27日电（记者郑
明达、严钰景）国务院总理李克强27日在
海南博鳌会见来华出席博鳌亚洲论坛
2019年年会的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总理热
苏斯。

李克强表示，中圣普复交两年多来，
双方政治互信不断加深，各领域合作成
果显著。

中方赞赏圣普方坚持一个中国原
则，这是两国关系发展的政治基础。两
国加强合作符合双方人民的根本利益。
我们愿同圣普方一道，推动两国全面合
作伙伴关系再上新台阶。

李克强指出，中方愿同圣普方密切
交往与合作，愿继续为圣普实现自主可
持续发展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实现更
多互利共赢。

热苏斯表示，圣普同中国亲如兄弟，
2016 年两国复交为友好的双边关系注
入新活力。圣普方坚定支持一个中国政
策，愿学习借鉴中国发展经验。欢迎中
国企业赴圣普投资，希望加强在渔业、旅
游、基础设施等领域的合作。

肖捷参加会见。

李克强会见
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总理热苏斯

3月27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海南博鳌会见来华出席博鳌亚洲论坛2019
年年会的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总理热苏斯。 新华社记者 庞兴雷 摄

3月27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海南博鳌会见来华出席博鳌亚洲论坛2019
年年会的老挝总理通伦。 新华社记者 殷博古 摄

坚定改革担当亚洲经济“稳定器”
2018年中国GDP同比增长6.6%，

增长8万亿元，相当于全球经济增量约
三分之一。报告提出，中国宏观经济下
行压力虽然加大，但经济运行保持了总
体平稳。从经济增长、就业、物价和收入
等指标综合来看，中国当前经济稳定运
行在合理区间，经济结构调整优化，发展
质量效益不断改善。

该报告围绕商业行政效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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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个指标，对37个
亚洲经济体的综合竞争力进行了评估。
中国排名连续6年稳居第9位，其中整体
经济活力指标排名第一。

“在亚洲地区整体竞争活力较强的情
况下，保持这个排名难能可贵。”中国国际
经济交流中心美欧所副所长张焕波说，中
国在上述五个方面的指标均有所提升。

他表示，随着中国全面深化改革开
放，营商环境持续改善。与此同时，中国
坚持创新驱动发展，科研领域的资金投入
已达到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的水平。

面对全球经济增长的不确定性，中
国坚持改革定力。报告指出，改革红利
将进一步释放。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副总
裁张涛说，中国要继续进行结构性改革，
以此应对挑战。

引领开放惠及全球经济
在全球保护主义蔓延背景下，中国

坚持扩大开放，用系列举措坚定支持贸
易自由化和经济全球化，“开放红利”惠
及包括亚洲各国在内的全球经济。

报告称，中国在投资准入、投资促进
与便利化等方面频出举措。此外还举办
国际经济交往史上首次以进口为主题的
国家级展会——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

彰显扩大开放姿态。
系列举措加深了亚洲各国同中国的

贸易关系。
“区域内的贸易直接投资依存度保

持在50%以上，亚洲区域一体化有加快
趋势。”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李保东说。

作为中国打造全面开放新格局的重
大倡议，“一带一路”建设对亚洲经济的正
面作用已经凸显，并有力推进亚欧经济一
体化，有利于规避贸易摩擦导致的国际经
济合作紊乱，提升亚洲竞争力水平。

报告称，5年来，包括亚洲多国在内
的13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同中国签署
合作文件；中国同“一带一路”沿线相关
国家的货物贸易额累计超过5万亿美
元，对外直接投资超过600亿美元，为当
地创造20多万个就业岗位。亚洲基础
设施投资银行自运营以来已批准项目投
资53亿多美元，所有投资项目均在“一

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

深化区域合作发展共赢未来
当前，全球多边贸易和经济体系面

临大考，国际形势中不稳定性不确定性
上升。报告指出，包括地缘政治风险攀
升，多边贸易体系重构呼声高起，都使得
全球经济复苏受到严重威胁。去年，国
际货币基金组织将2019年全球经济增
长预期下调至3.7%。

不过，基于以中国为代表的亚洲各
经济体的表现，报告依然对亚洲经济和
区域合作前景充满信心。2018年，亚洲
新兴经济体总体仍保持6.5%的高增长
率，位居世界前列。在量化指标中，亚洲
37个经济体的得分相比上一年度有所
提升，且相互之间的差距正在缩小，反映
出更为健康和平衡的整体形势。

“亚洲经济体获得了依靠内生动力

增长、实现发展模式转型的契机。”张焕
波表示，随着亚洲经济体的进一步融合，
亚洲有望在全球率先走出经济增长低
谷，并实现安全环境的改善。

要实现发展目标，亚洲经济仍需努
力。报告认为，在双边层面亚洲各经济
体应提升现有自由贸易协定的水平，支
持全球价值链的发展，特别是在投资、规
制和数字经济方面。在区域层次，还应
积极推动RCE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
系）谈判进程，将“一带一路”推向新的阶
段等等。

“全球化下的共同发展是所有人的
共同愿望。”李保东说，建设一个更加平
衡、更加健康的全球化，才能给世界人民
带来更多实惠。为此，亚洲经济体应该
更加紧密地合作。

（新华社海南博鳌3月27日电 记者
涂超华 吴茂辉 罗江）

为亚洲经济注入中国力量
——博鳌亚洲论坛2019年度报告解读

参与“一带一路”建设
将为意大利带来多重发展机遇
——访意经济与财政部长特里亚

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将为意大利带来多重发
展机遇，意大利经济与财政部长乔瓦尼·特里亚
27日在参加博鳌亚洲论坛2019年年会期间接受
新华社记者专访时说。

特里亚说，中国和意大利将共同投资发展基
础设施建设，以促进欧洲、亚洲和非洲相关国家的
互联互通。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将为意大利带来
更多投资，为意大利经济带来多重发展机遇、产生
多方面的积极影响。

特里亚表示，正在加速发展的中国对于欧洲
来说不是“敌人或竞争对手”，而是一个带来机遇
的合作伙伴。“除基础设施建设以外，我们也非常
愿意与中国在金融、文化交流等领域开展合作。”

谈及双方合作的互补优势，特里亚说，中国经
济发展强劲，是当之无愧的制造业大国，现在开始
转向高质量的经济发展模式，更注重科技发展。
意大利有很多科技企业，虽然规模不大，但有很强
的科技创新能力，可以与中国开展合作。

中国和意大利近日签署政府间关于共同推进
“一带一路”建设的谅解备忘录。双方认识到“一带
一路”倡议在促进互联互通方面的巨大潜力，愿加
强“一带一路”倡议同泛欧交通运输网等的对接，深
化在港口、物流和海运领域的合作。意方愿在欧盟

“欧亚互联互通战略”基础上，利用中欧互联互通平
台提供的机遇，发挥自身优势，同中方开展合作。

（据新华社海南博鳌3月27日电 记者曹筱
凡 马峥 王璐）

多边贸易体制受到
冲击，世界经济向何处
去？亚洲各国如何应对
挑战、实现更好发展？面
对不确定性，中国给出了
什么方案？

博鳌亚洲论坛2019
年年会就亚洲经济一体
化进程、亚洲竞争力、亚
洲金融发展以及新兴经
济体发展等问题发布四
份报告。报告深度把脉
亚洲经济与区域合作，分
析中国改革开放为亚洲
经济带来的变化和注入
的动力，展望了亚洲发展
的前景和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