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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观察员 张成林

4 月 22 日下午，博鳌亚洲论坛
2022 年年会落下帷幕。3 天来，围绕
全球发展、共同未来，四海嘉宾畅所欲
言，八方媒体深度聚焦，在观点碰撞、
思想交锋中，“博鳌声音”响彻海内
外。其中，对海南而言，关于转型发展
的“绿色声音”尤为响亮。

可以说，绿色发展是今年博鳌乐
章的“重音”。

且不说“零碳东屿”让人耳目一
新，绿色音符跃动于会务、交通、饮食、
住宿等各环节。单从年会议题上看，
就聚焦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碳中和、
绿色能源、绿色世界等绿色发展热点
话题。中外嘉宾从不同维度作出分
析、解读、建议，共同奏响了绿色发展
的强音。

这里有对形势的清醒认识——
“如果按照当前的发展范式、生产

方式、消费模式，地球生态系统将难以

持续。”在“对话海南”分论坛上，世界
自然保护联盟原总裁兼理事会主席章
新胜，道出了保护生物多样性、坚持绿
色发展的紧迫性。这也是中外与会嘉
宾的一个共识。

相比嘉宾发言，论坛的旗舰报告
《可持续发展的亚洲与世界——绿色转
型亚洲在行动》则显得更加系统、全
面。报告全篇聚焦绿色转型，在深入研
究中传达了“疫情肆虐和极端气候事件
频发，迫切需要所有国家进行绿色转
型”的观点，足见绿色发展之迫切。

这里有对发展的理性分析——
“实现‘双碳’目标不可能一蹴而

就，不能各自为战，必须深度融合，优化
组合”“可持续发展的内涵包括高质量
发展、创新发展、融合发展，其中融合发
展至关重要”“产业企业的绿色发展、绿
色合作要考虑整个价值链，需要更大的
平台与专业机构参与企业管理”……

绿色发展不是某一行、某一地的
事，而是一项系统工程。论坛年会汇
聚了不同领域的专家、学者，集聚了各
行各业的真知灼见，其中，既有对当前
症结的深入分析，也有对人们认识上

的纠偏，更有对未来形势的理性预判，
正是海南绿色发展的宝贵财富。

这里有对海南的深切期盼——
比如，“海南要加快推动能源转

型，为全国作出示范”“绿色低碳是海
南的底色，海南要争当国家‘双碳’目
标的先行者。”“在绿色发展中，海南完
全可以成为亚洲地区的样板”“海南可
发挥资源和政策优势，打造世界尖端
的绿色科技研发基地”……

感受了“零碳东屿”的魅力，领略
了海南的绿色底蕴，中外与会嘉宾对
海南发展有着非常深入的认知。作为
各行各业的佼佼者，他们对海南的期
盼反映了大众对海南的期待。从中也
可看出，海南的绿色转型、绿色发展不
仅是自身的需要，同样具有示范效应、
全球意义。

理越辩越清，道越论越明。博鳌
深化了我们的认识。

就在近日，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海
南，再次嘱托海南，要坚持生态立省不
动摇，把生态文明建设作为重中之
重。另外，再过几日，海南将迎来省第
八次党代会，开启海南高质量发展新

的征程。
使命如何践行，绿色发展如何推

进？善发时代之先声的博鳌亚洲论
坛，为我们提供了思想、提供了智慧。
无论是习近平主席在主旨演讲中阐述
的中国机遇，还是年会报告中蕴含的
真知灼见，抑或各界嘉宾发出的精彩
言论，都是海南需要深入挖掘的宝藏、
富矿——

借智博鳌，增强绿色发展的定力。
年会上，无论是“零碳东屿”的实

践，还是绿色发展的海南，都获得与会
嘉宾的交口称赞，这也反映出海南坚
持生态优先发展方向的正确性。乘势
而上，海南当牢记嘱托，锚定目标，铆
足干劲，以久久为功的劲头深入推进
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奋力开创
绿色发展新境界。

借智博鳌，抢抓绿色发展新机遇。
博鳌是各类信息的集散地，其中

蕴含着宝贵的发展机遇。比如，有学
者指出，碳中和需要大量的基础设施
投资，财政政策应该在其中扮演更加
积极的角色。这就需要及早谋划，着
力推进绿色金融、绿色债券、绿色信贷

等，为碳中和提供强有力的支持。从
思想碰撞中寻找机遇，是我们放大博
鳌价值、助力海南发展必做的功课。

借智博鳌，理清绿色发展的思路。
年会关于绿色发展的很多议题设

置是以问题为导向的。很多问题及与
之相关的探讨多具有共性、可借鉴
性。比如，有专家认为，碳中和不是一
个单纯的技术问题，而是非常深刻的
经济学、管理学问题。这说明，碳中和
具有关联性、系统性，落实到发展中，
不能只是盯着减碳不放，而要从经济
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进行全方位谋
划。诸如此类，需要海南认真倾听论
坛年会上的不同声音。

青山依旧在，人散曲不终。
论坛年会闭幕，但博鳌声响仍

存。在自由贸易港建设蓬勃展开之
际，海南面对着各方的更高期待，面临
着发展的更大机遇。在绿色转型的征
途上，让我们坚定信心、保持定力，善
用博鳌平台、善听博鳌声音、善借博鳌
智慧，努力在大海之南奏出一曲曲激
昂的“绿色回响”，以绿色发展的崭新
画卷回应各方的热切期盼。

借智博鳌共奏“绿色回响”
博鳌观察观察

与会嘉宾共论数字经济
数字经济正成为改变
全球竞争格局的关键力量

本报博鳌4月22日电（记者陈蔚
林）4月21日，博鳌亚洲论坛2022年年
会“数字经济：向阳而生”分论坛在博鳌
举行。与会嘉宾认为，数字经济在疫情
中加速发展，正在成为重组全球要素资
源、重塑全球经济结构、改变全球竞争
格局的关键力量。

“在疫情的冲击下，发展数字经
济已经成为全球共识，它不是一个可
选项，而是一个必选项。”财新传媒总
裁张立晖说。

数字经济是以人为中心的经济转
型发展，需要深入行业、场景，去解决
问题、创造价值。与会嘉宾表示期待，
基于5G、大数据、人工智能来构建的

“万物可感知、万物可互联、万物可智
慧”的生态如果被应用于各行各业，将
带来巨大的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

与会嘉宾进行“宗教领袖对话”

文明因交融会通
而历久弥新

本报博鳌4月22日电（记者陈蔚
林）4月22日上午，以“千江映月 美美
与共——文明因交融会通而历久弥新”
为主题的博鳌亚洲论坛2022年年会

“宗教领袖对话”分论坛在博鳌举行。
全国中国哲学史学会会长、清华

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陈来，中国伊斯
兰教协会会长、中国伊斯兰教经学院
院长杨发明，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海
南省佛教协会会长印顺等3位嘉宾，
围绕宗教与文明间的交流互鉴、和平
共存等相关话题开展深度对话。

与会嘉宾一致认为，治愈新冠肺
炎疫情造成的创伤，需要包括各个宗
教在内的人类社会共同致力于弘扬全
人类共同价值。每一种文明与宗教都
是人类智慧的结晶，以多样的呈现方
式，彰显着共有的价值理念。历史和
现实表明，世界上任何文明与宗教，都
是在不断吸收各种文化中演化而来
的，在相互交流交融中共同成长。

由于疫情影响，阿联酋世界穆斯
林社区理事会主席、国际反暴力极端
主义示范中心主席阿里·拉希德·努埃
米，“韩宗和”联合主席、韩国天主教主
教团主席金喜中，“欧宗和”联合主席、

“意宗和”主席萨尔维阿等3位嘉宾以
视频方式参会。他们纷纷表示，愿为
推动不同宗教与文明间交流互鉴，实
现不同宗教与文明和平共存、和谐相
处的理想而贡献智慧与力量。

本次“宗教领袖对话”分论坛由中华
宗教文化交流协会、中国宗教界和平委
员会共同主办，海南省委统战部、海南省
佛教协会承办，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协办。

本报博鳌4月22日电（记者邱
江 华）4 月 22 日，博鳌亚洲论坛
2022 年年会议程进入最后一天。
在本届论坛年会中，海南服务保障
工作突出绿色办会、智慧办会特点，
效果如何？通过举办论坛年会，海
南的收获有哪些？当天，海南省外
事办公室主任戴贞就上述问题接受
海南日报记者采访。

“推进论坛年会绿色办会是海南
落实国家‘双碳’号召，加快建设国家
生态文明试验区的具体举措，也是海
南努力将生态优势转化为会议会展
产业可持续高质量发展优势的具体
实践。”戴贞表示，绿色办会的理念体

现在今年年会的各个方面。
“比如酒店客房里的‘六小件’包

装盒使用可降解材料、清一色的可降
解环保袋和打包盒、新能源汽车等。”
戴贞说，年会期间的绿色不仅跃动于
青山碧水间，也融进了年会各领域，
还写进了论坛议题里。今年的论坛
年会展现出浓浓的“海南风”，从优美
宜人的美丽乡村，到雨林文化展的沉
浸式体验，再到本地食材的选用。

在智慧办会方面，戴贞介绍，今
年论坛首次上线运营的海南省外事
一体化在线管理与服务平台（即“智
慧外事”平台）发挥了重要作用，使
论坛年会智慧办会的水平有了质的

提升。
“我们实现了跨部门、跨时空智能

化、高效化协同办公，通过可视化指挥
中心实现‘一块大屏掌控全局’，并与
博鳌亚洲论坛秘书处管理系统实现了
部分数据对接，打造接待工作全流程
在线服务，提升参会代表体验。”

21年来，博鳌亚洲论坛和海南相
互促进、融合发展。那么，今年论坛
年会给海南带来了哪些新的收获？

“论坛年会不仅提振了海南坚定
对外开放，应对全球挑战的信心，还
集中宣介了海南自贸港优惠政策和
发展前景。”戴贞举例说，今年海南第
二次在论坛年会框架下举办自由贸

易港主题分论坛，系统介绍了海南自
贸港的优惠政策及相关工作安排，并
诚挚邀请、热烈欢迎全球投资者和各
类人才到海南投资兴业，共创美好未
来，引起了与会各方积极反响。

其次是全面展示了海南推进国
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的不懈努力
和丰硕成果。戴贞介绍，比如海南在
论坛年会框架下首次举办“对话海
南”分论坛，主题聚焦“国家公园：人
与自然和谐共生”。省委外办联合五
指山市打造了热带雨林文化展，不仅
是今年嘉宾代表参会期间的一个好
去处，也成为今年海南服务论坛年会
的一个亮点。

博鳌亚洲论坛2022年年会中的“海南元素”备受关注

突出特色办会 助推海南发展

与会嘉宾共议“疫情新形势下的
国际合作与抗疫”

加强疫苗供应接种
本报博鳌4月22日电（记者陈蔚林）当前，

全球抗疫仍然不可放松。4月21日晚上，博鳌亚
洲论坛2022年年会举行分论坛，讨论疫情新形势
下的国际合作与抗疫，一致认为疫苗仍是降低病
死率的有力武器，各国应在供应、接种、宣传等方
面形成合力。

阿斯利康全球执行副总裁、国际业务及中国
总裁王磊首先指出，论坛年会如期举办，彰显了中
国持续扩大改革开放、推进国际交流与合作的坚
定决心和责任担当。今年论坛年会的主题为“疫
情与世界：共促全球发展，构建共同未来”，这更是
对当前全球共同抗疫有着重要的意义。

对此，泰国副总理兼卫生部长阿努廷表示赞
同：“我们在抗击疫情方面的经验证明，人类比以
往任何时候更需要加强国际合作来应对突发卫生
事件。在泰国疫情爆发期间，我们得到了包括中
国在内的许多国家的大力支持，同时也向需要这
些资源的其他国家提供了必要的医疗用品和疫
苗。总的来说，扩大疫苗生产和供应仍是当务之
急，这需要国际合作来促成及实现。”

“我们一直在追踪着病毒的变化。”国家传染
病医学中心主任、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感染科
主任张文宏说，全世界大多数科学家和临床医生
都看到了同一点——疫苗依然是将新冠病死率降
到最低或极低水平的有力武器。当然，除了疫苗
之外，人类还需要找到更多手段对付疫情。这要
求各国能够不懈努力，进一步加强科技合作，探索
新的解决方案。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疫苗研发专班工作组组
长郑忠伟说，疫情刚一发生，中国就专门成立了疫
苗研发专班，布局了5条技术路线全力推进疫苗
研发。目前，这5条技术路线的疫苗都已经实现
了临床研究全覆盖。

■ 本报记者 陈雪怡 孙慧

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
的保障。二者的平衡与相互促进对
于世界的未来至关重要。

在此基础上，各国应以怎样的理
念、机制和合作精神，共同推进全球
包容性发展，维护共同安全？面对因
世界大变局和新冠肺炎疫情而日益
突出的供应链安全、粮食安全等问
题，又该如何应对挑战，使全球重返
可持续发展轨道？

4月22日，博鳌亚洲论坛2022
年年会“经济发展与安全”分论坛上，
与会嘉宾紧扣主题，各抒己见、建言

献策，认为各国要顺应和平、发展、合
作、共赢的时代潮流，向着构建人类
命运共同体的正确方向，携手迎接挑
战、合作开创未来。

安全是发展的前提，这个前提涵
盖哪些内容？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
全，是与会嘉宾的“一致回答”，政治
安全、国土安全、军事安全等属于传
统安全领域，非传统安全则包括经济
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科技安
全、网络安全等新型安全领域。

事物都有两面性，“以网络安全
为例”，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
工信部前副部长刘利华表示，“应用
现代信息技术，包括人工智能等，能

够缓解或者保障增强产业链和供应
链的安全，来促进经济复苏，减少灾
难或者安全事件造成的影响。”

另一方面，刘利华提出，随着智
能化发展，网络极大提高了人类生产
生活效率，与此同时，人类对网络的
依赖也在快速提升，比如网上支付
等，一旦服务中断或停止，会对整个
社会生产生活造成很大影响。

那么，应该如何应对安全挑战，
推进可持续发展？“合作是必由之
路”，是与会嘉宾的“一致观点”。

“全球化发展不会改变”，中国国
际经济关系学会会长李若谷认为，要
坚定维护全球化的发展方向，加快推

动RCEP升级，进一步开放市场，为
全球化未来发展奠定良好基础。

对于“全球安全倡议”，博鳌亚洲
论坛理事、菲律宾前总统阿罗约表示
赞同，“我很确定亚洲的崛起、中国的
崛起会使得更多国家在全球安全倡
议上展开合作。”

“冲出迷雾走向光明，最强大的
力量是同心合力，最有效的方法是和
衷共济。”如何应对全球治理挑战，解
决其他非传统安全挑战，阿罗约表
示，“各国必须互相支持，所以我欢迎
全球安全倡议，这是一个最新的人类
命运共同体的体现。”

（本报博鳌4月22日电）

““经济发展与安全经济发展与安全””分论坛现场分论坛现场。。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袁琛袁琛 摄摄

与会嘉宾热议经济发展与安全

向世界提供“中国方案”
嘉宾建言应对通胀问题

应提高区域经济韧性
本报博鳌4月22日电（记者李佳飞）4月22

日，在博鳌亚洲论坛2022年会“全球通胀、加息潮
与经济稳定”分论坛上，与会嘉宾就如何应对全球
通胀话题进行讨论。

结构性改革 稳定区域经济
“通胀是全球性现象，并且短期内不会消退。

我们需要进行结构性改革，以提升经济的总体容
量。”国际清算银行总经理卡斯滕斯表示。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坦言，全球经济充满
了不确定性，地缘政治的不稳定性使得通胀在全
球的压力不断上升，对中国金融市场而言，无法免
疫于外部的冲击，所以压力也在不断加大。面对
这种情况，央行采取了稳健的货币政策以及前瞻
性的财政政策，使得实体经济得到支持。

最近，人民银行进一步出台了支持实体经济
的23条政策举措，包括向受疫情影响的脆弱群体
提供支持。

全球投资调整 应对供应不足
在新加坡金管局主席尚达曼看来，通胀反映

的实际是供求关系，但它不是简单地与某个冲击
相关，就整个宏观经济而言，应是一个新的经济纪
元和经济时代。而这个新纪元的特征是总的供应
量不足，它会长期存在，所以需要加大投资融资和
可持续的供应侧全球投资调整。

“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对于投
资的需求，都比之前所预测的要高得多，所以应进
行整体性考虑和进行根本性的投资。”尚达曼举例
说道，比如投资更具韧性的农业及水资源管理，投
资医疗安全，投资可再生资源等等。

此外，尚达曼还认为，应着眼全球经济稳定，
投资全球公共产品，特别是疫情安全和气候变化
方面。“必须根本性地提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作
用，应对挑战，解决问题。”

加强预警监测 提高经济韧性
泰国中央银行行长塞塔普从区域经济的角度

就如何提升金融的稳定性提出了建议。
“首先各国要保持自身金融的稳定性；其次，

我们现在应该自己做好自己家的事情，在韧性和
稳定性上做好准备。建立韧性区域，其中一个有
效的方式就是提高本币的使用量，减少整体对于
主要货币的依赖性。”塞塔普说，在泰国，采取本币
结算的方式，使得泰国和马来西亚以及泰国和印
度尼西亚之间本币的使用占据63%。

香港监管局总裁余伟文表示认同，并提出应
加强财政监测系统的建立，以便发现早期的预警，
尤其是对银行系统而言，需要更好的预测和管
理。他说：“我们并不知道发达国家财政和货币政
策调整的溢出对我们影响有多大，但我们现在应
该自己做好自己家的事情，提升区域经济的韧性
跟稳定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