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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日落下帷幕的 2016 丝绸之路国际博览会

暨第 20 届中国东西部合作与投资贸易洽谈会上，

西安浐灞生态区立足绿色，聚焦创新，高端发

力，亮点不断，围绕创新丝路经济带合作平台建

设，先后举办了“一带一路”离岸金融研讨会、

互联网金融展、2016 西安浐灞生态区投资环境推

介会、欧亚创意设计园投资推介会等多场研讨推

介活动。西安浐灞生态区在收获品牌影响力的同

时，共有大型商贸、金融商务、医疗、总部经

济、欧亚经济园区、旅游等领域多个项目落户，

为打造丝路经济带新起点上最具投资魅力的价值

高地再添浓墨重彩。

绿色发展
环境提升价值

西安浐灞生态区发轫于城市生态文明的复

兴，在这里，生态立区不是口号而是灵魂。继

2011 年成功举办世界园艺博览会至今，浐灞生态

区先后开放了 4 个城市生态公园，总占地 16600

余亩，其中已成功获批国家 3A 级以上旅游景区 3

个。区域河流湿地覆盖率 15%，累计建成水面

1200 多公顷，林地覆盖率达 18%，人均公共绿地

面积 18.9 平方米，园林绿化 2000 多公顷，西安

市主城区人均绿化面积因浐灞而增加了 2.24 平方

米。测算显示，仅浐灞河两河三角洲 13.5 平方公

里，平均每天吸收二氧化碳 900 吨，产生氧气

650 吨，年滞留粉尘 1090 吨，极大地提高了西安

市整体空气质量，缓解了城市噪音和热岛效应。

先后荣获西北地区首个国家生态区、国家水生态

系统保护与修复示范区、国家绿色生态示范区、

国家第二批生态文明建设先行示范区等称号，

2013 年联合国环境署检测结果显示，浐灞区域负

氧离子含量达到 6700个单位，远高于世界卫生组

织 1000 个单位的城市清新空气标准，浐灞生态

区已成为西安市主城区生态环境最好的城市新区

之一。

高端发力
聚焦现代服务业

近年来，按照“以创新发展为核心，以协调

发展为引领，以绿色发展为支撑，以开放发展为

动力，以共享发展为保障”的发展理念，浐灞生

态区先后打造了西安金融商务区、欧亚经济综合

园区核心区、西安领事馆区、丝路国际会展中心

四大产业平台，培育了西安领事馆区—西安金融

商务区涉外商务服务商圈、西安浐灞奥特莱斯商

圈、东二环辛家庙商圈、幸福路—长鸣路商圈和

国家旅游度假区功能商圈五大特色商圈。

浐灞生态区紧跟“大金融、大商贸、大文

化、大健康”的现代服务业发展趋势，积极实施

“互联网+”战略，坚持以集约化、专业化园区为

龙头，形成了“3-3-2”集群发展的现代服务业

八大产业体系，即重点发展现代金融、会议会

展、生态旅游三大支柱产业，培育扶持新兴产

业、文化创意、现代商贸三大主导产业，做精做

细涉外商务、健康养老两大特色产业。截至目

前，区内累计引进招商项目 130 多个，包括中国

银行、麦德龙等世界 500 强企业 16 家，国内 500

强及行业龙头企业 30 余家。2015 年完成进出口

贸易额 300 万美元，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27 亿

元，现代服务业增加值达到 48 亿元，较 2014 年

增幅达到 87.1%，现代服务业发展雏形基本形成。

融合发展
面向国际打造“丝路驿站”

浐灞河区域自汉代以来就是重

要的商业通道，水运枢纽——广运

潭依托浐灞河发达的漕运，全国各

地的商品齐聚长安，为打通“东起

长安，西达罗马”的古丝绸之路贸

易通道提供了充实的物质保障。

浐灞生态区建区以来，始终坚

持城市品牌营销战略，不断提升国

际化水平，先后举办 2007F1 世界摩

托艇锦标赛、2011 西安世界园艺博

览会、2013“环中国”国际公路自

行车赛等大型国际赛事活动，区域

国际化和影响力不断提升。上合组

织的区域性经济论坛——欧亚经济

论坛已成功举办六届，并将论坛永

久会址设在浐灞生态区。

2013 年 8 月，国家正式批准的西安领事馆区

建设项目在浐灞生态区启动，建成后可容纳 25 个

以上国家设立领事馆，将带动一批外国驻华机

构、代表处、跨国企业总部聚集，搭建陕西省及

西安市对外开放的重要平台。

2014 年 7 月，西安市同意在浐灞生态区设

立 欧 亚 经 济 综 合 园 区 核 心 区 ， 打 造 “ 一 带 一

路”务实合作的新平台。2015 年 9 月，西安市

决 定 在 浐 灞 生 态 区 建 设 西 安 丝 路 国 际 会 展 中

心，拓展西安丝绸之路新起点城市国际会议和

展览新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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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西安金融商务区的中国银行全球客服中位于西安金融商务区的中国银行全球客服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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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华盛顿电 记者高伟东报道: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负责亚太地
区的经济专家塞尔坎·阿斯兰纳普、托
马斯·何浦林等人近日联合撰文指出，
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正在从出
口驱动型增长模式转向以家庭消费为
核心的增长模式，这一过程受到世界密
切关注。他们的最新研究显示，中国经
济转型虽然会对一些亚洲经济体产生
影响，但也给其他一些经济体带来了新
的发展机遇。

鉴于中国规模庞大且与全球经济
融合，其经济转型必然会对相关国家产
生影响。中国目前是亚洲地区多数主
要经济体特别是东亚和东盟经济体的
最大贸易伙伴。2000 年至 2015 年间，
这些国家对中国的出口占世界出口比

例从 3%大幅上升至 9%，占亚洲出口比
例从 9%大幅上升到 22%。根据 IMF 计
算，中国实际 GDP 增长率变化 1 个百分
点，会使亚洲经济体实际 GDP 增长率
中值变化 0.15个至 0.30个百分点。

由于中国经济减少对投资的依赖，
将导致对铁矿石、铜和煤等原材料的需
求下降，一些经济体增长不可避免地会
受到影响。同时，中国经济转型将给亚
太地区一些经济体带来新的发展机遇，
例如向中国出口消费品的国家，如新西
兰（高端食品），或作为中国快速增长的
旅游目的地国家，都将从中受益。

中国向更高增加值生产的转变还
会给亚洲低收入国家带来新的发展机
遇，特别是在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如
服装、鞋类、家具和塑料玩具。孟加拉

国、柬埔寨和越南已经占据了这些部门
的一些全球市场份额。

随着中国经济转型，亚洲各国需要
作出政策上的调整，塞尔坎·阿斯兰纳
普、托马斯·何浦林等 IMF 经济专家建
议亚洲各国可从三个方面采取措施加
以应对。首先，亚洲各国需要实现经济
多元化，寻找新的增长引擎，包括通过
深化贸易和金融一体化等。同时，推动
服务业的增长，这既是对中国经济转型
作出的应对，也是在该地区降低对制造
业和出口依赖过程中形成的一个新增
长源。在有利于经济增长的财政政策
支持下，推进结构性改革将有助于促进
经济转型，同时会提高潜在经济增长和
减轻贫困。

其次，由于亚洲地区多数经济体目

前通货膨胀水平较低，货币政策应继续
为经济增长提供支持。同时，汇率灵活
性应作为风险管理工具箱的一部分。
灵活的汇率已经并将继续提供有效缓
冲。具备充足财政空间的国家可运用
财政政策促进平稳调整。

最后，亚洲各国需要维护金融稳
定，特别是在波动不定的资产价格和汇
率变动增大了脆弱性（包括在企业部
门）的情况下，可采取资本流动管理措
施，防范严重外部冲击导致突然和大规
模的跨境资本流动。

塞尔坎·阿斯兰纳普、托马斯·何浦
林等 IMF 经济专家强调，从长期来看，
随着中国经济转型使中国的增长模式
变得更稳健、更可持续，亚洲邻国将从
中长久受益。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负责亚太地区的经济专家联合撰文指出——

中国经济转型带来发展新机遇

包括印尼在内的不少东盟国家，由于铁路、公路尚不完善，中长距离交通主要依靠民航，市场需求旺、潜力大。图为旅游胜

地日惹国际机场内，印尼鹰航一架飞机正等待旅客登机。 本报驻雅加达记者 田 原摄

本报雅加达电 记者田原报道：据
亚洲开发银行最新预测，亚太地区每年
的基础设施投资需求为 8000 亿美元，
约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 6%；目前
该地区许多国家的投资额仅占 GDP 的
2%至 3%。资金不足是该地区经济增长
和减贫事业的重要制约因素。

亚行近日发布的《2015 年度报告》
称，随着亚太地区经济体设法解决经济增
长放缓、不平等和重大环境风险等问题，
该地区大型基础设施和发展项目的融资
需求依旧迫切。以亚行自身为例，该行
2015年总业务额激增至271.7亿美元，创
下历史新高，其中包括批准的贷款和赠款
162.9亿美元，技术援助1.41亿美元和联
合融资107.4亿美元，联合融资增长达到
了创纪录的 16%。亚行行长中尾武彦指
出：“这反映出亚太地区对亚行发展援助
的需求在不断增加。尽管该地区经济增
长令人瞩目，但贫困持续存在，基础设施
及其他发展需求仍存在巨大缺口。”

亚太地区融资
需求仍很迫切

本版编辑 刘 亮

本报华盛顿 5 月 15 日电 记者
高伟东报道：中国驻美国使馆发言人
朱海权日前致函《华盛顿邮报》评论
部，阐明中方关于南海问题的原则立
场，对该报 5 月 8 日刊发的题为《南海
的“危险礁石”》的社论有关错误言论
予以严正批驳。信函于 5 月 16 日在

《华盛顿邮报》评论版刊登。全文如
下：

黄岩岛是中国领土，而非“从别国
攫 取 ”。 根 据 1898 年《美 西 巴 黎 条
约》、1900 年《美西华盛顿条约》和
1930 年《英美条约》等一系列国际条
约，菲律宾领土的西部界限是东经
118 度线。菲律宾 1935 年宪法也对
此予以确认。中国在南海的所有岛
礁，包括黄岩岛在内，都位于东经 118
度线以西。

中方不接受、不参与菲方单方面
提起的仲裁，是按国际法办事。2006
年，中国依据《国际海洋法公约》第
298 条的规定对海洋权益强制仲裁作
出了排除性声明。世界上有 30 多个
国家都作出了类似声明。

中国赞成并倡导东盟国家提出的
处理南海问题的“双轨”思路，即有关
争议应由有关直接当事国通过谈判和
协商解决，南海的和平稳定由中国和
东盟国家共同维护。

美国在南海没有领土，不应成为
该地区的“危险礁石”。我们希望美方
为有关国家间的对话谈判营造良好氛
围。美国同有关国家的同盟关系不应
成为损害中国主权和合法权益的借
口。

鼓动美国在南海“秀肌肉”非常危
险且只会适得其反。这将被某些国家
视作“空头支票”，助长其挑衅行为，也
将损害处理南海问题的外交努力，进
一步加剧紧张局势。

中国驻美国使馆发言人就南海问题致函

《华盛顿邮报

》

美国不应成为南海的

﹃
危险礁石

﹄

本报讯 记者徐惠喜报道：中国社科院 5 月 16 日在北京举
办“一带一路”与中国丝路学研讨会，来自外交部、中国中东学
会、北京第二外国语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和宁夏大学等单位的
专家学者就“一带一路”和中国与中东国家间的合作及人文交流
举行研讨。专家认为，以共建“一带一路”为契机，能源合作、产
能合作和服务业合作成为中国与中东国家的重点合作领域。

随着国际油价下跌，中东石油出口国面临需求和市场安全
问题，愿与中国加强合作，携手打造真正的命运共同体，中阿能
源合作大有可为。当前，中东正在进入工业化，亟需发展劳动密
集型产业，提高就业率，缓解社会矛盾，因而在产能合作方面颇
具潜力。此外，中东多国也在争建地区金融中心，这有利于推进
人民币国际化，深化服务业合作。

中东国家愿与中国加强合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