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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成绩单获国际社会点赞
□ 杨承霖 刘阳
百余名来自全球多个国家与地区以
及国际组织的代表日前齐聚美国首都华
盛顿附近的兰思当社区，就“一带一路”
倡议 6 年来的建设成效和未来前景进行
研讨。多国政商学界人士展示了“一带
一路”在促进世界联通和推动相关国家
经济增长方面的事例，对所谓的“债务陷
阱”论调予以驳斥，并认为“一带一路”将
为相关国家和地区的进一步发展拓宽道
路。

六年“成绩单”获赞赏
在新兴市场论坛 2019 年度全球会
议上，来自全球政商学界的 130 多位人
士重点围绕“一带一路”提出 6 年来的发
展历程进行了讨论，论坛主办方还发布
以“一带一路”在中亚和南高加索地区
的实践为研究样本的新书《中国的“一
带 一 路 ”—— 中 亚 和 南 高 加 索 潜 在 转
型》。
该书编写者、华盛顿智库百年集团
主席哈林德尔·科利在接受专访时指出，
中国在哈萨克斯坦建造的铁路、在希腊
建造的港口、在东欧建造的桥梁和在非
洲建造的诸多建筑在全球范围都是高标

准。
“ 一带一路”是“完美榜样”，将“唤起
全球对新兴市场的关注”
。
会议期间，来自多个共建“一带一
路”国家的人士介绍了“一带一路”助推
本国经济增长的事例。巴基斯坦总理顾
问伊什拉特·侯赛因表示，中国在巴基斯
坦开展的诸多“一带一路”项目帮助巴解
决了电力匮乏等问题。
哈萨克斯坦学者叶尔苏丹·然谢托
夫说，中哈边境上的霍尔果斯口岸和里
海边的港口都是“一带一路”促进国际联
通的最佳例证，它们如今都已成为当地
物流枢纽。对于哈萨克斯坦和许多其他
中亚国家来说，
“ 一带一路”成果不仅体
现在基础设施建设上，还体现在旅游业、
制造业等诸多方面。

在“债务陷阱”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政治
因素影响。
侯赛因说，中国对巴基斯坦的投资
大部分是直接投资而非贷款，且巴中两
国政府间贷款利率远低于商业贷款，此
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认为中国为巴基
斯坦提供的贷款不会增加巴债务负担。
然谢托夫指出，当前外界对于“一带
一路”项目的疑虑主要源于信息不足，至
于“一带一路”项目的财务风险，他认为
世上并不存在无风险的项目，只要在项
目实施前能够充分测算风险并制定应对
措施，
未来出现问题的几率会很小。

未来潜力受期待

众多与会人士表示，
“ 一带一路”倡
议提出 6 年来，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国际
组织同中方在“一带一路”框架下开展合
近年来，有人不断针对“一带一路” 作，这不仅是对“一带一路”投下的支持
提出“债务陷阱论”，这一论调在本次会
和信任票，也意味着“一带一路”未来有
议上遭到许多了解或亲身参与“一带一
巨大发展潜力。
路”
人士的有力驳斥。
科利认为，
“一带一路”倡议具有“全
科利表示，他完全反对“债务陷阱
球重要性”，是一个历史性的倡议，并将
论”
“ 债务外交论”等论调，不认为“一带
在推动新兴市场经济体发展方面发挥
一路”
倡议中存在所谓
“债务陷阱”
。
“中心作用”，在基础设施、投资、能源等
拉美开发银行前行长兼首席执行官
关键领域提供解决方案。
恩里克·加西亚表示，指责“一带一路”存
许多来自中亚和南高加索地区的人

“债务陷阱论”遭驳斥

士在会议期间表达了在“一带
一路”
框架下进一步加强合作的
愿望。格鲁吉亚前副总理兼外
交部长米哈伊尔·贾内利泽说，
希望南高加索地区能够更进一
步参与到
“一带一路”
框架中。
然谢托夫说，
“ 一带一路”现
已成为哈萨克斯坦国家发展规划
的一部分，这一倡议提出 6 年来，
已经给哈当地民众生活带来改
善，期待今后有更多“一带一路”
项目完成开发。
来自拉美和亚洲等地区的人
士也看好“一带一路”潜力。加西
亚表示，
“一带一路”是中国对世界
的一项重要贡献，中国无疑将在新
兴市场经济体中发挥越来越重要
的作用。拉美地区急需投资与基
础设施建设，
“ 一带一路”在拉美有
巨大潜力，更多拉美国家应参与其
中。
日本住友集团国际经济合作部
一名高管认为，
“ 一带一路”图景宏
大，通过提升联通性，一些地区的经
济已经出现很大改善。随着相关国
家和地区的基础设施更加完善，私营
部门也更愿意加入到投资当地的行
列。

一带一路让国际友城“抱得更紧”
本报讯 日前，从 2019“一带一路”四川国际友城合作与
发展论坛上了解到，奥地利上奥地利州与智利比奥比奥大
区已与四川省缔结了友好省区关系，克罗地亚奥西耶克省
也将在论坛期间与四川省签署友好省区关系备忘录。这意
味着四川的国际友城
“朋友圈”
进一步壮大。
论坛举办期间，美国犹他州首次发布中文版的州长公
告，表示将与四川在加强可持续发展和国家公园管理，以及
科技创新和教育等领域开展务实合作。乌兹别克斯坦撒马
尔罕州也将与四川省旅游机构签署合作备忘录，就旅游产
品的开发、宣传促销以及旅游包机等事宜开展合作。
在与四川省签署了友好合作关系备忘录以后，奥地利
上奥地利州副州长克里斯蒂娜·哈伯兰德十分期待将奥地
利的“创新力”与四川的广大市场相结合，在医疗、旅游和
汽车配件等领域与四川深入合作。
“‘一带一路’是一个非常伟大的倡议，它的积极影响
不仅仅是作用于中国和欧洲，而是全世界。”哈伯兰德在
论坛间隙告诉记者。
此次论坛由四川省人民政府、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
共同主办。四川携手 43 个国际友城联合发布《国际友城
合作与发展四川倡议》，
推动友城深入多层次合作。
《倡议》
指出，四川与各友城应充分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突出彼
此特点，推动互补发展的交往，在能源、科技、创新、农业
及食品、贸易、物流、医药等诸多领域，特别是在培育和打
造新的经济增长点上，
找到更多合作契合点。
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副会长谢元表示，当前，中
国已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国际友城活动开启
了创新发展的新阶段，在服务于国家总体外交，服务于
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服务于全面推进“一带一路”建设，
服务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方面正发挥着越来越
重要的作用。
（卢宥伊 袁秋岳）

澳大利亚达尔文港期待一带一路发展机遇
本报讯 澳大利亚北领地官员以及中
国岚桥集团达尔文港负责人日前接受采
访时表示，在中国岚桥集团经营下，被誉
为澳大利亚北方贸易门户的达尔文港运
营良好，期待通过参与“一带一路”合作赢
得更多发展机遇。
“港口运营很有成效。岚桥集团还在
继续投资，正在新建的酒店将吸引更多游
客来到达尔文，让本地经济受益。”澳大利
亚北领地首府达尔文市市长科恩·瓦茨卡
利斯对新华社记者说。
中国岚桥集团达尔文港方面提供的
数据显示，2018-2019 财年，达尔文港货
物吞吐量 2630 万吨，比上财年增长 65%；
总停靠船舶 2154 次，比上财年增加 13%；
运输液化天然气的船舶总吨位达 1403 万
吨，是上财年的两倍左右。

2015 年 11 月，中国岚桥集团以 5.06
兰伯恩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 我们
亿澳元收购了达尔文港 99 年经营权。近
需要有开放的港口供应链，不仅服务出
4 年来，从高管到员工全部聘用外方专业
口贸易，还要承接进口业务。”他举例说，
团队运营港口的岚桥集团在当地为中国
达尔文可以扩大全澳范围内的进口贸
企业赢得口碑。在取得发展的同时，达尔
易，要让前往澳南部阿德莱德、墨尔本的
文港不忘回馈当地社会，4 年来累计出资
顾客了解到，从达尔文还有更好的运输
100 万澳元（1 美元约合 1.46 澳元）资助当
途径以及港口配套的仓储配送中心，这
地组织机构开展社区活动。
样才能充分利用该港口距离短、成本低
对于达尔文市及港口的区位优势，瓦
的区位优势。
茨卡利斯介绍，从达尔文市飞往新加坡只
展望未来，兰伯恩表示，
“ 一带一路”
要 4 小时左右；2018 年中国东海航空公司
倡议是达尔文港能够积极参与其中、发挥
开通深圳直飞达尔文航线，全程只需约 6
作用并借此推动自身发展壮大的机遇。
小时。
“ 我们比自己的首都更接近亚洲。” “我们知道维多利亚州已经参与其中，这
他说。
是非常好的事。
”
距离近意味着运输成本低，这在岚桥
2018 年 10 月，维多利亚州与中方签
集团达尔文港首席执行官达伦·兰伯恩看
署了“一带一路”合作谅解备忘录。这也
来，是达尔文港需要充分利用的优势。
是澳大利亚各州区政府同中方签署的首

银保监会：
三方面支持一带一路建设

个
“一带一路”
合作协议。
“中国是我们最大的贸易伙
伴，参与‘一带一路’合作将带给我
们所需要的持续发展动力。这是一
个非常积极、能够带来互利共赢的
倡议。
”
兰伯恩说。
北领地首席部长迈克尔·冈纳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澳大利亚发
展该国北部地区的计划与“一带一
路”倡议相契合，达尔文港可以在“一
带一路”
合作中发挥积极作用。
“中国企业投资收购达尔文港经
营权，对澳大利亚经济发展具有积极
意义，因为港口是国际贸易的桥梁，”
冈纳说，
“北领地作为澳大利亚北部的
大门，
将始终对中国开放。
”
（岳东兴）

中国多地公布前三季度外贸数据

本报讯 日前，国新办就银行业保险业运行及服务实体
经济情况举行发布会，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副主
席黄洪、祝树民出席介绍银行业保险业运行及服务实体经
济情况，并答记者问。
中国多地近日公
银保监会首席风险官肖远企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
布 2019 年前三季度外
示，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快速推进，对于银行保险机构
贸进出口数据。数据
来说，也是一个重要的业务领域，一方面要鼓励他们发展
显
示 ，中 国 多 地 与“ 一
开拓这些市场，与当地的机构、市场开展合作，还有一个
带一路”
沿线国家进出
是要做好风险管理，特别是反洗钱、合规风险管理。
口额增长迅速，民营企
肖远企在会上表示关于银行保险机构进一步支持
业进出口增长态势强劲。
“一带一路”建设，银保监会非常重视，并且取得了很好
据从昆明海关获悉，
的成效。具体来说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今年前三季度，云南省外
一是支持鼓励中资银行保险机构在“一带一路”沿
贸进出口 1665 亿元(人民
线地方设立相应机构，能够贴近当地进行服务。在过
币
，下 同)，比 去 年 同 期 增
去一段时间，我们主要的银行保险机构在“一带一路”
长
18%。其中，
出口 728.1
沿线国家的机构都有比较多的增长，把过去的一些空
亿元，同比增长 28.1% ；进
白都填补了。
口 936.9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二是积极鼓励这些机构在当地开展更多的业务，
11.1%。
不光是为“一带一路”中资机构业务服务，更主要是
昆明海关统计分析处处
要与当地的机构和市场开展合作，更好地发挥当地
长李燕介绍，今年前三季度
的作用，达到和当地相互合作、相互提高的目标。
云南省对前两大贸易伙伴东
三是注重相关风险的防范，特别是合规、反洗
盟
、拉 丁 美 洲 贸 易 额 分 别 为
钱风险，这是在任何一个地方，不光是在“一带一
822 亿元、152.3 亿元，分别同
路”
沿线国家，在所有的海外拓展业务时，我们对银
比增长 24.9%、33.4%。在原油
行保险机构都一直强调，一定要把合规、反洗钱、
进口带动下，云南省与中东国
反恐和反制裁融资放在风控最重要的位置上。所
家贸易得到进一步拓展。
以在这方面，我们也看到这些机构的合规人员在
另 外 ，前 三 季 度 云 南 省 与
这几年成倍增长，他们投入了很多资源，系统建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进出口总值
设也快速增长，合规建设有了长足的发展。还有
1180.9 亿元，同比增长 16.7%，占
就是鼓励保险机构开展信用保险业务，开展巨灾
同期云南省进出口总值的 70.9%，
保险、再保险方面的业务，更好地服务于
“一带一
比 2013 年“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当
路”
建设。
年提升了 20.03 个百分点。
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快速推进，对于银
郑州海关举行例行发布会发
行保险机构来说，也是一个重要的业务领域，一
布数据显示，
今年前三季度，河南
方面要鼓励他们发展开拓这些市场，与当地的
省民营企业进出口
1212.7 亿元，增
机构、市场开展合作，还有一个是要做好风险
长 13.5% ，占 同 期 该 省 外 贸 总 值 逾
管理，特别是反洗钱、合规风险管理。 （韩凯）

我国将加快推动
纺织业布局一带一路沿线
本报讯 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党委书记高勇近日
表示，我国将加快推动纺织业“一带一路”投资与发展，
通过统筹布局规划、搭建多边纺织业国际交流平台等
措施，
引导企业主动
“走出去”
布局全球产业链。
高勇是近日中纺联在苏州举行的 2019 纺织业“一
带一路”
大会上作出上述表述的。
高勇说，
近年来，
中纺联通过搭建多边国际交流平
台，
举办重点国别投资推介会等方式，
有效提高了纺织
服装企业对投资环境的认知，
促成不少海外投资项目。
纺织业通过
“走出去”
进行产业链上下游优质资源、
先进
研发能力和技术、终端渠道等领域的投资与并购，
有效
降低生产成本，
抵制无序竞争，
逐步形成新优势。
中纺联数据显示，2015 年至 2018 年，我国纺织
服装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累计直接投资约占同
期行业对全球投资总额的 80%以上，纺织服装业已
成为
“一带一路”
倡议的先导和示范性的产业。
高勇表示，未来中纺联将加强与“一带一路”沿
线国家和相关地区对接，加快推动纺织业“一带一
路”
投资，
推进纺织领域国际产能合作。
此外，工信部将加强制造业，特别是纺织、建材
等领域国际产能合作，
推进境外合作园区建设。
（张辛欣）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成外贸“新动力”
三成。
海关分析称，前三季度，河南省民营
企业进出口值连续 7 个月保持两位数增
长，占比较 2018 年同期提升 3.9 个百分
点，对全省外贸贡献大，全省外贸增长主
要是由民营企业拉动。
河南国际市场覆盖面不断拓宽。前
三季度，该省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
出口值 866.8 亿元，增长 7.7%。海关分
析称，这说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合作
潜力正在持续释放，成为拉动河南省外
贸发展的新动力。
山东省人民政府召开新闻发布会通
报称，
2019 年前三季度，
山东省货物贸易
进出口达 1.49 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6.4%。山东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出
口增长 15.5%，成为外贸增长的重要拉动
力量。
据青岛海关二级巡视员孟广校介
绍，前三季度，山东对“一带一路”沿线国
家进出口达 4247.4 亿元，高出全省整体
增速 9.1 个百分点。
“ 山东与‘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的贸易合作潜力正在持续释
放，
成为拉动外贸发展的新动力。
”
济南海关副关长赵丰杰介绍说，山
东还支持民营企业发展，推动民营企业
充分释放增长活力。前三季度，山东有
进出口实绩的民营外贸企业达 4.2 万家，
较去年同期增加 3100 余家，实现进出口
值近万亿元，占山东外贸总值的 64.2%，
对外贸增长的贡献度达 111.5%。
哈尔滨海关同日发布信息，2019 年
前三季度，黑龙江省对俄罗斯进出口总

值 为 946.1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9.1% 。 其 中 ，对 俄 出 口 69.9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21.3% ；自 俄 进 口
876.2 亿元，
同比增长 8.2%。
据哈尔滨海关统计，2019 年
前三季度，黑龙江省累计实现进
出口总值 1385.7 亿元，同比增长
13.1%；其中，出口总值为 249.7 亿
元，同比增长 19.6%；进口总值为
1136 亿元，
同比增长 11.8%。
海口海关 17 日对外介绍，今年
前三季度海南免税品贸易成为外
贸亮点，强势增长超六成，消费品取
代飞机跃升为头号进口商品。
海关统计，今年前三季度海南
外贸进出口 669.3 亿元，同比增长
27.7%。其中出口 241.6 亿元，增长
27.2% ；进 口 427.7 亿 元 ，增 长
27.9%。
前三季度海南对外贸易方式更
趋多元化。一般贸易虽仍为海南最
主要的贸易方式，但租赁贸易、免税
品等贸易方式呈现出强劲的增长态
势，其中租赁贸易进出口 90.6 亿元，
增长 1.8 倍；免税品方式进口 76 亿元，
增长 60.2%。
前三季度，海南与“一带一路”沿
线国家外贸进出口 254.5 亿元，增长
14.6%，其中对东盟进出口增长 52%。
同期，海南对美欧日等主要传统贸易
伙伴进出口保持增长态势。值得一提
的是，海南对澳大利亚进出口大幅增长
3.3 倍。
（钟鑫）

格鲁吉亚积极对接一带一路
本报讯 由格鲁吉亚政府主办的第三届第比利
斯丝绸之路国际论坛日前落下帷幕。在本次论坛
上，加强同中国合作、积极与“一带一路”倡议对接
成为与会各国代表的共同呼声。
来自 60 多个国家的政府及企业界的约 2000
名代表参加了交通、贸易、能源和旅游等多个分论
坛的讨论，就推动丝绸之路沿线各国互联互通、促
进共同发展达成广泛共识。
在论坛开幕式上，格鲁吉亚总理加哈里亚在
致辞中高度赞扬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明
确表示格鲁吉亚政府大力支持这一倡议。他说，
“一带一路”倡议建立在互利合作的基础之上，旨
在拓展新的国际贸易通道，促进中国和世界各国
的经贸往来。
格鲁吉亚副总理兼地区发展和基础设施部
长茨基季什维利在接受采访时说，
“一带一路”倡
议有助于深化国际合作，为各国经济发展提供了
新的机遇，得到国际社会越来越广泛的支持。她
表示，各国代表将利用这次论坛的机会，积极探
讨如何更好地与“一带一路”倡议对接，进一步
加强与中国的经贸合作，促进欧亚之间经贸交
流的发展。
白俄罗斯交通与通信部副部长安德烈·伊
万诺夫说，白俄罗斯对“一带一路”倡议非常感
兴趣，认为这一倡议将促进沿线各国的经贸合
作和人文交流。在本次论坛上，白俄罗斯同有
关各国代表认真讨论了经由格鲁吉亚通向亚
洲国家的国际陆上通道建设问题，达成了新的
共识。
第比利斯丝绸之路国际论坛旨在为促进
地区间贸易便利化提供一个对话与合作平
台。该论坛已在 2015 年和 2017 年举办过两
届。
（李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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