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巴基斯坦已经参与到‘一带一
路’建设中，刚才播放的电视片中雄伟
的大桥、繁忙的港口，就是在巴基斯坦
建成的项目。我们的体会是‘一带一
路’聚焦发展这个根本性问题，而发展
又为和平起到一个锚定的作用。”巴基

斯坦商务部部长库拉姆·达斯吉尔·
汗说。在“推进贸易畅通”平行主题会
议上，他现场交流巴基斯坦参与“一带
一路”建设的经验。

“推进贸易畅通”平行主题会议是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1+6”高
级别会议项下的一场平行主题会议，由
我国商务部主办，科技部、海关总署、税
务总局、质检总局、贸促会等部门协办，
有关部门主要负责人、部分国家及国际
组织与会嘉宾围绕促进贸易便利化、振
兴相互投资、贸易与可持续发展议题进
行了深入交流。

提升贸易便利化

贸易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一带
一路”倡议包含“贸易畅通”，是怀抱“向
外看”的胸怀，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推动
自由贸易区建设，促进贸易和投资自由
化便利化，建设开放、包容、普惠、平衡、
共赢的经济全球化。2014 年至 2016
年，中国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总
额超过 3 万亿美元，增速高于全球平均
水平。与会嘉宾表示，在贸易方面，要积
极推动扩大相互市场开放，提高贸易便
利化水平，促进企业互动交流，共享“一
带一路”商机。

波黑副总理兼外经贸部部长沙罗维
奇表示，波黑对于参与“一带一路”建设有
浓厚的兴趣，希望与中国加强合作，大力
推进波黑贸易促进计划。他表示，直接投
资非常重要，构建当地的供应链也非常重
要，波黑希望扩大与中国在农业、高科技
领域合作。目前，波黑积极参与“一带一
路”建设，已结出硕果——中方参与的波
黑斯坦纳里火电站项目已竣工，成为“一
带一路”建设的早期收获之一。

中国积极同“一带一路”建设参与国
发展互利共赢的经贸伙伴关系，促进同
各相关国家贸易和投资便利化，建设“一
带一路”自由贸易网络，助力地区和世界
经济增长。本届论坛期间，中国将同 30
多个国家签署经贸合作协议，同有关国
家协商自由贸易协定。中国将从 2018
年起举办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既为各
国产品进入中国提供便利，也为不同国
家商品交易提供国际化平台。

对于中国坚持维护并推进全球化的
承诺，世界贸易组织总干事罗伯托·阿泽
维多表示赞赏。他说，中国致力于多边
贸易体制，这对世贸组织成员具有积极
意义。

联合国副秘书长、联合国贸发会议
秘书长穆希萨·基图伊认为，从发展中国
家角度来说，经济全球化发展需要提升

有效的生产力，提升投资环境，促进贸易
一体化。中国帮助提高发展中国家的贸
易标准、物流链、标准链，提升相关国家
的生产能力，不让任何一个国家落在后
面，“中国发挥了实实在在的领导力”。

加强投资合作

在投资合作方面，中国不断强化服
务保障，鼓励企业到沿线国家投资兴
业。2014 年至 2016 年，中国企业对沿
线国家直接投资超过 500 亿美元；在沿
线国家新签对外承包工程合同额 3049
亿美元。同时，进一步放宽外资准入领
域，营造高标准的国际营商环境，吸引沿
线国家来华投资。

乌克兰第一副总理兼经济发展和贸
易部部长斯捷潘·库比夫表示，中国是乌
克兰重要战略伙伴，第二大贸易伙伴国，

“一带一路”倡议为乌克兰实现贸易多元
化提供机遇。华为在海外的 7 个研发中
心之一就落户在乌克兰。乌克兰欢迎大
家来投资，实现互利共赢。

在重大项目建设方面，中国已会同
有关方面，推动一批重大项目陆续落地，
中老铁路、巴基斯坦喀喇昆仑公路二期、
卡拉奇高速公路已经开工，中俄、中哈、
中缅等油气管道项目的建设或运营都在
有序推进。

在境外经贸合作区建设方面，中国
企业先后在 20 个沿线国家建设了 56 个
境外经贸合作区，目前累计投资超过

185 亿美元，为东道国创造了超过 11 亿
美元的税收和 18 万个就业岗位。中国
—白俄罗斯工业园已成为丝绸之路经济
带上的一颗明珠，埃及苏伊士经贸合作
区、泰中罗勇工业园、柬埔寨西哈努克港
经济特区等园区建设进展顺利。白俄罗
斯经济部部长季诺夫斯基表示，白中是
很好的盟友和战略伙伴，希望有更多中
国高新技术企业前往白俄罗斯建厂，带
来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理念，带动白俄罗
斯经济发展，实现互利共赢。

德国联邦经济和能源部部长布丽吉
特·齐普里斯高度评价了近年来德中两
国能源领域务实合作取得的积极成果，
并希望进一步深化能源各领域合作，共
同推动、积极参与全球能源转型发展。

泰国商业部部长阿披拉迪·丹达蓬
介绍，泰国 99%企业都是中小微企业，这
样的背景下，“一带一路”建设确实是在
为平常人创造更好的生活，不会把中小
企业落在后面。

推进可持续发展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沿线国
家在经贸合作方面取得明显成效，成果
看得见、摸得着，为沿线国家经济发展注
入了新的活力。在自由贸易区建设方
面，中国已经与东盟、新加坡、巴基斯坦
等沿线国家和地区签署了自贸协定，目
前，正积极推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
协定（RCEP）谈判，与以色列、马尔代

夫、斯里兰卡、海 合 会 等 的 自 贸 区 谈
判。2014 年至 2016 年，中国企业对沿
线国家对外放宽外资准入领域，营造高
标准的国际营商环境，吸引沿线国家来
华投资。

澳大利亚贸易、旅游与投资部部长史
蒂文·乔博表示，“对澳大利亚而言，中国
是最有价值的旅游市场。澳大利亚愿意和
中国合作，通过经贸合作实现双赢，而‘一
带一路’可以提供这样的宝贵机会”。

格鲁吉亚经济和可持续发展部部长
乔治·加哈里亚说，今天是以第一个已签
署自贸协定的国家来参会的，格中自贸
协定是一个重要的成就，对可持续发展
来说非常重要。

意大利经济发展部副部长伊万·斯
卡尔法洛托说，意大利是亚欧大陆理想
的桥梁，全球化是共同的命运，没有谁可
以独善其身。必须携起手来，推动全球
可持续发展。

论坛最后宣布通过《推进“一带一
路”贸易畅通合作倡议》，倡议参与方认
为，在当前全球经济增长动力不足背景
下，有必要在尊重各国发展目标的同时，
推动更具活力、更加包容、更可持续的经
济全球化，促进贸易投资自由化和便利
化，抵制保护主义，推进“一带一路”贸易
畅通合作，实现合作共赢。

“合则两利，合则共赢。”只要相向而
行，就能相遇相知。“一带一路”倡议为全
球贸易发展提供了巨大发展机遇、更广
阔的发展空间。

与会代表在“推进贸易畅通”平行主题会议上建议——

积 极 推 动 扩 大 相 互 市 场 开 放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祝惠春 马常艳

“我强烈感受到我们正在创造历

史，为人民创造更美好的未来。”摩尔

多 瓦 副 总 理 兼 经 济 部 部 长 卡 尔 梅 克

说，“一带一路”建设推动了投资自由

化、便利化。2016 年，摩尔多瓦对中

国出口增长 60%。在他看来，“一带一

路”倡议最大的魅力，就在于共同发

展、互利共赢。

随着中欧班列的抵达，浙江义乌的

市民在家门口就能品尝正宗的苏格兰威

士忌。随着“一带一路”贸易畅通不断

提升，哈萨克斯坦货物到中国的通关时

间缩短 90%。中国与 43 个国家实现空

中直航、每周约 4200 个航班。从中老

铁路、中泰铁路，到巴基斯坦瓜达尔港

口、斯里兰卡科伦坡港口，再到中哈、

中俄、中缅油气管线⋯⋯陆上丝绸之

路、海上丝绸之路、空中丝绸之路和网

上丝绸之路，正在形成立体化、机制化

的连接，让沿线国家寻找到发展利益交

汇点。

一项倡议，如果广泛吸引了不同发

展状况的国家、不同身份的人，说明它

切中了时代脉搏，契合了时代需求。互

利双赢，让“一带一路”凝聚起越来越

庞大的参与队伍。“一带一路”倡议提

出以来，最大的变化就是正在由中国倡

议转变为全球共识。“一带一路”倡

议，通过提供可期的发展机遇来坚定不

移发展开放型世界经济，中国正张开双

臂欢迎各国人民搭乘中国发展的“快

车”“便车”。

“一带一路”倡议将开辟全球新的

经济增长点作为核心，将建设开放型世

界经济作为愿景。“一带一路”把中国

发展的能动性与外部世界发展的需要连

接起来，把各国的国内规划与外部的建

设连接起来，把本国资源能力与国际融

资支持连接起来，在“一带一路”这个

大平台上实现共谋发展、共同建设和共

享红利。“一带一路”倡议通过形成内

外联动、海陆联动、产业布局调整的内

在力量，重构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服

务链、价值链，塑造新型全球化。2014

年至 2016 年，中国企业对沿线国家直

接投资超过 500 亿美元；建设了 56 个境

外经贸合作区，为沿线各国创造了超过

11亿美元的税收和 18万个就业岗位。

当“世界是平的”升级为“世界是通

的”，经济要素正在全球范围内实现更广

泛、更平衡的流动，发展的潜力得到释

放，世界经济的蛋糕越做越大。“一带一

路”倡议正在开辟一条不同发展水平、不

同文化传统、不同资源禀赋、不同社会制

度的国家开展平等合作、共享发展成果

的有效路径。

品味“一带一路”的魅力
祝惠春

商务部部长钟山在 14 日举
行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
论坛“推进贸易畅通”平行主题
会议上表示，从 2018 年起将举
办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既为各
国产品进入中国提供便利，也为
不同国家商品交易提供国际化
平台。

钟 山 介 绍 说 ，2014 年 至
2016 年，中国与沿线国家贸易总
额超过 3 万亿美元，对沿线国家
投资累计超过 500 亿美元。沿线
国家的产品、服务、技术、资本，源
源不断地进入中国；“中国制造”“中国建设”“中国服务”，也受
到越来越多沿线国家的欢迎。

钟山表示，贸易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当今世界，自由
贸易已经将各国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利益高度融合，彼此相互
依存。推进“一带一路”贸易畅通，需要弘扬丝路精神，拓展合
作思路，夯实合作基础。我们倡议，提高贸易自由化水平，扩
大贸易规模，促进均衡协调发展，推动绿色可持续发展。

中国的快速发展也是世界的机遇，钟山预计，未来5年，中
国将进口超过8万亿美元的商品，对外直接投资将超过7500亿
美元，出境游客将超过5亿人次，这将为世界各国带来巨大商机。

钟山介绍，中方愿着眼于畅通、高效、共赢、发展，采取各
项措施，推进“一带一路”贸易畅通。中方将继续扩大市场开
放，积极扩大进口。预计未来 5 年，中国将从沿线国家和地区
进口 2 万亿美元的商品。从 2018 年起，将举办中国国际进口
博览会，既为各国产品进入中国提供便利，也为不同国家商品
交易提供国际化平台。

同时，推进自由贸易协定谈判。中方愿秉持开放透明原
则，与有意愿的国家和地区共同商讨自由贸易区建设，推动
RCEP 谈判。推动与相关国家自贸区升级谈判，增加环境保
护、电子商务等新议题，提升自贸区建设水平。

此外，还将积极推动贸易便利化。中方愿与沿线国家加
强贸易便利化合作，改善边境口岸通关设施，并共同建设经贸
产业合作区，发展符合当地产业升级需求的产业集群，打造一
批规模效益较好、辐射作用明显、就业带动力强的合作区。

“我们同 60 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共同发出推进‘一带一
路’贸易畅通合作倡议。在新起点上，让我们携手并进，共同
开创‘一带一路’经贸合作的美好未来。”钟山说。

商务部部长钟山：

共创经贸合作美好未来
中国经济网记者 马常艳

14 日下午，国家税务总局局
长王军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
峰论坛“推进贸易畅通”平行主题
会议上，作了题为“深化税收合作，
促进经贸畅通”的发言。他倡议，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深化
税收合作，促进经贸畅通，努力消
除税收壁垒，有效降低税收负担，
共同提升税收治理能力，进一步服
务和推进“一带一路”建设。

王军表示，随着“一带一路”
建设不断深入推进，税收环境越
来越成为沿线经贸环境的重要体
现，税收便利越来越成为经贸便利的重要保障，税收合作也越
来越成为经贸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王军认为，深化税收合作，建立各国共同遵循的税收规则
与指引，有利于消除税收壁垒和国际重复征税，优化生产要素
跨境配置，扩大“一带一路”经贸交往的共同利益。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随着经贸交往的推进，税收合作也得
到深化和拓展，相互间签署了大量税收协定，奠定了税收合作
的法律基础。我国签署的106个税收协定覆盖大部分“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2015 年推出了服务“一带一路”建设 10 项税收
措施。最近又拓展了国别税收咨询等8个方面服务举措，发布
40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税收指南，并开始向包括“一
带一路”沿线国在内的国家和国际组织派驻税务官员。

王军认为，“一带一路”建设越深入，税收合作就需要越深
化，作用也会越重要，期望税收合作能成为“海上的船”“路上
的车”“经贸的桥”。各国应完善税制，着力消除税收壁垒，按
照 G20“实施增长友好型税收政策”的倡议，顺应国际税改趋
势，进一步增强税收中性与透明度，避免对跨境经贸活动造成
扭曲，为持续、平衡、包容性增长营造良好的税收环境。

同时，加强双边合作，有效降低税收负担。各国应加快相
互之间税收协定谈签与完善，进一步简化协定执行程序，提高
协定执行水平，并完善税收争端解决机制，有效降低跨境投资
者税收负担。

此外，还要深化多边合作，共同提升税收治理能力。中国
真诚希望与各国一道，努力构建“一带一路”税收合作长效机
制，研究建立沿线国家税务局长会晤与沟通平台，促进税收政
策协调及征管多边合作，更好地发挥税收促进全球经济治理
的作用。

国家税务总局局长王军：

消除税收壁垒促畅通
本报记者 祝惠春

5 月 14 日，“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高级别会议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举行六场平行主题会议。这是“推进贸易畅通”平

行主题会议会场。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