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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奥林匹克塔夜景（5 月 14 日摄）。5 月 14 日至 15 日，“一带一
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在北京举行。璀璨夜色中，北京城熠熠生辉。

新华社记者 郑焕松摄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 2013 年提出共建丝绸
之路经济带和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合作倡
议。3年多来，“一带一路”建设进展顺利，成果丰硕，
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欢迎和高度评价。2017年5月
14 日至 15 日，中国在北京主办“一带一路”国际合
作高峰论坛。这是各方共商、共建“一带一路”，共享
互利合作成果的国际盛会，也是加强国际合作，对接
彼此发展战略的重要合作平台。高峰论坛期间及前
夕，各国政府、地方、企业等达成一系列合作共识、重
要举措及务实成果，中方对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一些
成果进行了梳理和汇总，形成高峰论坛成果清单。清
单主要涵盖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
通、民心相通5大类，共76大项、270多项具体成果。

一、推进战略对接，密切政策沟通

（一）中国政府与有关国家政府签署政府间“一
带一路”合作谅解备忘录，包括蒙古国、巴基斯坦、尼
泊尔、克罗地亚、黑山、波黑、阿尔巴尼亚、东帝汶、新
加坡、缅甸、马来西亚。

（二）中国政府与有关国际组织签署“一带一路”
合作文件，包括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联合国工业发展
组织、联合国人类住区规划署、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联合国人口基金、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世界卫生
组织、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国际刑警组织。

（三）中国政府与匈牙利政府签署关于共同编制
中匈合作规划纲要的谅解备忘录，与老挝、柬埔寨政
府签署共建“一带一路”政府间双边合作规划。

（四）中国政府部门与有关国际组织签署“一带
一路”合作文件，包括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世界
经济论坛、国际道路运输联盟、国际贸易中心、国际
电信联盟、国际民航组织、联合国文明联盟、国际发
展法律组织、世界气象组织、国际海事组织。

（五）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与希腊经济发
展部签署《中希重点领域2017—2019年合作计划》。

（六）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与捷克工业和
贸易部签署关于共同协调推进“一带一路”倡议框架
下合作规划及项目实施的谅解备忘录。

（七）中国财政部与相关国家财政部共同核准
《“一带一路”融资指导原则》。

（八）中国政府有关部门发布《共建“一带一路”：
理念、实践与中国的贡献》、《推动“一带一路”能源合
作的愿景与行动》、《共同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农业
合作的愿景与行动》、《关于推进绿色“一带一路”建
设的指导意见》、《“一带一路”建设海上合作设想》等
文件。

（九）“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将定期举
办，并成立论坛咨询委员会、论坛联络办公室等。

（十）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成立“一带一
路”建设促进中心，正式开通“一带一路”官方网站，
发布海上丝路贸易指数。

二、深化项目合作，促进设施联通

（一）中国政府与乌兹别克斯坦、土耳其、白俄罗
斯政府签署国际运输及战略对接协定。

（二）中国政府与泰国政府签署政府间和平利用
核能协定。

（三）中国政府与马来西亚政府签署水资源领域
谅解备忘录。

（四）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与巴基斯坦规
划发展和改革部签署关于中巴经济走廊项下开展巴
基斯坦1号铁路干线升级改造和新建哈维连陆港项
目合作的谅解备忘录。中国国家铁路局与巴基斯坦
伊斯兰共和国铁道部签署关于实施巴基斯坦1号铁
路干线升级改造和哈维连陆港项目建设的框架
协议。

（五）中国商务部与柬埔寨公共工程与运输部签
署关于加强基础设施领域合作的谅解备忘录。

（六）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与阿富汗通信和信息
技术部签署《信息技术合作谅解备忘录》。

（七）中国交通运输部与柬埔寨、巴基斯坦、缅甸
等国有关部门签署“一带一路”交通运输领域合作
文件。

（八）中国水利部与波兰环境部签署水资源领域
合作谅解备忘录。

（九）中国国家能源局与瑞士环境、交通、能源和
电信部瑞士联邦能源办公室签署能源合作路线图，
与巴基斯坦水电部签署关于巴沙项目及巴基斯坦北
部水电规划研究路线图的谅解备忘录和关于中巴经
济走廊能源项目清单调整的协议。

（十）中国国家海洋局与柬埔寨环境部签署关于
建立中柬联合海洋观测站的议定书。

（十一）中国铁路总公司与有关国家铁路公司签
署《中国、白俄罗斯、德国、哈萨克斯坦、蒙古国、波
兰、俄罗斯铁路关于深化中欧班列合作协议》。

（十二）中国国家开发银行与印度尼西亚—中国
高铁有限公司签署雅万高铁项目融资协议，与斯里
兰卡、巴基斯坦、老挝、埃及等国有关机构签署港口、
电力、工业园区等领域基础设施融资合作协议。

（十三）中国进出口银行与塞尔维亚财政部签署
匈塞铁路贝尔格莱德至旧帕佐瓦段贷款协议，与柬
埔寨经济财政部、埃塞俄比亚财政部、哈萨克斯坦国
家公路公司签署公路项目贷款协议，与越南财政部
签署轻轨项目贷款协议，与塞尔维亚电信公司签署
电信项目贷款协议，与蒙古国财政部签署桥梁项目
贷款协议，与缅甸仰光机场公司签署机场扩改建项
目贷款协议，与肯尼亚财政部签署内陆集装箱港堆
场项目贷款协议。

（十四）全球能源互联网发展合作组织与联合国
经济和社会事务部、联合国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
委员会、阿拉伯国家联盟、非洲联盟、海湾合作委员
会互联电网管理局签署能源领域合作备忘录。

三、扩大产业投资，实现贸易畅通

（一）中国政府与巴基斯坦、越南、柬埔寨、老挝、
菲律宾、印度尼西亚、乌兹别克斯坦、白俄罗斯、蒙古
国、肯尼亚、埃塞俄比亚、斐济、孟加拉国、斯里兰卡、
缅甸、马尔代夫、阿塞拜疆、格鲁吉亚、亚美尼亚、阿

富汗、阿尔巴尼亚、伊拉克、巴勒斯坦、黎巴嫩、波黑、
黑山、叙利亚、塔吉克斯坦、尼泊尔、塞尔维亚等 30
个国家政府签署经贸合作协议。

（二）中国政府与格鲁吉亚政府签署中国—格鲁
吉亚自贸协定文件。

（三）中国政府与斯里兰卡政府签署关于促进投
资与经济合作框架协议。

（四）中国政府与阿富汗政府签署关于海关事务
的合作与互助协定。

（五）中国商务部与 60 多个国家相关部门及国
际组织共同发布推进“一带一路”贸易畅通合作
倡议。

（六）中国商务部与摩尔多瓦经济部签署关于结
束中国—摩尔多瓦自贸协定联合可研的谅解备忘
录，与蒙古国对外关系部签署关于启动中国—蒙古
国自由贸易协定联合可行性研究谅解备忘录。

（七）中国商务部与尼泊尔工业部签署关于建
设中尼跨境经济合作区的谅解备忘录，与缅甸商务
部签署关于建设中缅边境经济合作区的谅解备
忘录。

（八）中国商务部与斯里兰卡发展战略与国际贸
易部签署投资与经济技术合作发展中长期规划纲
要，与蒙古国对外关系部签署关于加强贸易投资和
经济合作谅解备忘录，与吉尔吉斯斯坦经济部签署
关于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合作规划，与捷克工贸部、
匈牙利外交与对外经济部签署关于中小企业合作的
谅解备忘录，与越南工业贸易部签署关于电子商务
合作的谅解备忘录。

（九）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与吉尔吉斯斯
坦经济部签署关于共同推动产能与投资合作重点项
目的谅解备忘录，与阿联酋经济部签署关于加强产
能与投资合作的框架协议。

（十）中国农业部与塞尔维亚农业与环境保护
部签署关于制定农业经贸投资行动计划的备忘
录，与阿根廷农业产业部签署农业合作战略行动
计划，与智利农业部签署关于提升农业合作水平
的五年规划（2017 年—2021 年），与埃及农业和土
地改良部签署农业合作三年行动计划（2018—
2020 年）。

（十一）中国海关总署与哈萨克斯坦、荷兰、波兰
等国海关部门签署海关合作文件，深化沿线海关“信
息互换、监管互认、执法互助”合作。

（十二）中国海关总署与国际道路运输联盟签署
促进国际物流大通道建设及实施《国际公路运输公
约》的合作文件。

（十三）中国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与蒙古
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挪
威、爱尔兰、塞尔维亚、荷兰、阿根廷、智利、坦桑尼亚
等国相关部门签署检验检疫合作协议，与联合国工
业发展组织、乌克兰和阿塞拜疆相关部门签署标准、
计量、认证认可等国家质量技术基础领域合作协议，
与俄罗斯、白俄罗斯、塞尔维亚、蒙古国、柬埔寨、马
来西亚、哈萨克斯坦、埃塞俄比亚、希腊、瑞士、土耳
其等国有关部门签署《关于加强标准合作，助推“一
带一路”建设联合倡议》。

（十四）中国进出口银行与白俄罗斯、柬埔寨、埃
塞俄比亚、老挝、肯尼亚、蒙古国、巴基斯坦财政部门
签署工业园、输变电、风电、水坝、卫星、液压器厂等
项目贷款协议，与埃及、孟加拉国、乌兹别克斯坦、沙
特有关企业签署电网升级改造、燃煤电站、煤矿改
造、轮胎厂等项目贷款协议，与菲律宾首都银行及信
托公司签署融资授信额度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十五）中国国家开发银行与哈萨克斯坦、阿塞
拜疆、印尼、马来西亚等国有关机构签署化工、冶金、
石化等领域产能合作融资合作协议。

（十六）中国将从 2018 年起举办中国国际进口
博览会。

四、加强金融合作，促进资金融通

（一）丝路基金新增资金1000亿元人民币。
（二）中国鼓励金融机构开展人民币海外基金业

务，规模初步预计约 3000 亿元人民币，为“一带一
路”提供资金支持。

（三）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将设立中俄地
区合作发展投资基金，总规模 1000 亿元人民币，首
期 100 亿元人民币，推动中国东北地区与俄罗斯远
东开发合作。

（四）中国财政部与亚洲开发银行、亚洲基础设
施投资银行、欧洲复兴开发银行、欧洲投资银行、新
开发银行、世界银行集团 6 家多边开发机构签署关
于加强在“一带一路”倡议下相关领域合作的谅解备
忘录。

（五）中国财政部联合多边开发银行将设立多边
开发融资合作中心。

（六）中哈产能合作基金投入实际运作，签署支
持中国电信企业参与“数字哈萨克斯坦 2020”规划
合作框架协议。

（七）丝路基金与上海合作组织银联体同意签署
关于伙伴关系基础的备忘录。丝路基金与乌兹别克
斯坦国家对外经济银行签署合作协议。

（八）中国国家开发银行设立“一带一路”基础设
施专项贷款（1000亿元等值人民币）、“一带一路”产
能合作专项贷款（1000 亿元等值人民币）、“一带一
路”金融合作专项贷款（500亿元等值人民币）。

（九）中国进出口银行设立“一带一路”专项贷款
额度（1000亿元等值人民币）、“一带一路”基础设施
专项贷款额度（300亿元等值人民币）。

（十）中国国家开发银行与法国国家投资银行共
同投资中国—法国中小企业基金（二期），并签署《股
权认购协议》；与意大利存贷款公司签署《设立中意
联合投资基金谅解备忘录》；与伊朗商业银行、埃及
银行、匈牙利开发银行、菲律宾首都银行、土耳其农
业银行、奥地利奥合国际银行、柬埔寨加华银行、马
来西亚马来亚银行开展融资、债券承销等领域务实
合作。

（十一）中国进出口银行与马来西亚进出口银
行、泰国进出口银行等“亚洲进出口银行论坛”成员
机构签署授信额度框架协议，开展转贷款、贸易融资
等领域务实合作。

（十二）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同白俄罗斯、塞
尔维亚、波兰、斯里兰卡、埃及等国同业机构签署
合作协议，与埃及投资和国际合作部、老挝财政
部、柬埔寨财政部、印尼投资协调委员会、波兰投
资贸易局、肯尼亚财政部、伊朗中央银行、伊朗财
政与经济事务部等有关国家政府部门及沙特阿拉
伯发展基金、土耳其实业银行、土耳其担保银行、
巴基斯坦联合银行等有关国家金融机构签署框架
合作协议。

（十三）中国人民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合作
建立基金组织—中国能力建设中心，为“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提供培训。

（十四）中国进出口银行与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
签署关于促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可持续工业发展
有关合作的联合声明。

（十五）亚洲金融合作协会正式成立。
（十六）中国工商银行与巴基斯坦、乌兹别克斯

坦、奥地利等国家主要银行共同发起“一带一路”银
行合作行动计划，建立“一带一路”银行常态化合作
交流机制。

五、增强民生投入，深化民心相通

（一）中国政府将加大对沿线发展中国家的援助
力度，未来 3 年总体援助规模不少于 600 亿元人
民币。

（二）中国政府将向沿线发展中国家提供 20 亿
元人民币紧急粮食援助。向南南合作援助基金增资
10 亿美元，用于发起中国—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
发展议程合作倡议，支持在沿线国家实施100个“幸
福家园”、100 个“爱心助困”、100 个“康复助医”等
项目。向有关国际组织提供10亿美元，共同推动落
实一批惠及沿线国家的国际合作项目，包括向沿线
国家提供100个食品、帐篷、活动板房等难民援助项
目，设立难民奖学金，为500名青少年难民提供受教
育机会，资助 100 名难民运动员参加国际和区域赛
事活动。

（三）中国政府与黎巴嫩政府签署《中华人民共
和国政府和黎巴嫩共和国政府文化协定 2017—
2020年执行计划》，与突尼斯政府签署《中华人民共
和国政府和突尼斯共和国政府关于互设文化中心的
协定》，与土耳其政府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
土耳其共和国政府关于互设文化中心的协定》。

（四）中国政府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签署《中
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合作谅解备忘录（2017—
2020年）》。

（五）中国政府与波兰政府签署政府间旅游合作
协议。

（六）中国政府倡议启动《“一带一路”科技创新
合作行动计划》，实施科技人文交流、共建联合实验
室、科技园区合作、技术转移等四项行动。

（七）中国政府与世界粮食计划署、联合国国际
移民组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联合国难民署、世界
卫生组织、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世界贸易组织、国际民航组
织、联合国人口基金会、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国
际贸易中心、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国际组织签署援
助协议。

（八）中国教育部与俄罗斯、哈萨克斯坦、波黑、
爱沙尼亚、老挝等国教育部门签署教育领域合作文
件，与塞浦路斯签署相互承认高等教育学历和学位
协议，与沿线国家建立音乐教育联盟。

（九）中国科技部与蒙古国教育文化科学体育部
签署关于共同实施中蒙青年科学家交流计划的谅解
备忘录，与蒙古国教育文化科学体育部签署关于在
蒙古国建立科技园区和创新基础设施发展合作的谅
解备忘录，与匈牙利国家研发与创新署签署关于联
合资助中匈科研合作项目的谅解备忘录。

（十）中国环境保护部发布《“一带一路”生态环
境保护合作规划》，建设“一带一路”生态环保大数据
服务平台，与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共同发布建立“一带
一路”绿色发展国际联盟的倡议。

（十一）中国财政部将设立“一带一路”财经发展
研究中心。

（十二）中国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与捷
克、挪威等国卫生部签署卫生领域合作文件。

（十三）中国国家旅游局与乌兹别克斯坦国家旅
游发展委员会签署旅游合作协议，与智利经济、发展
与旅游部签署旅游合作备忘录，与柬埔寨旅游部签
署旅游合作备忘录实施方案。

（十四）中国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与土耳其广
播电视最高委员会、沙特阿拉伯视听管理总局签署
合作文件。中国中央电视台与有关国家主流媒体成
立“一带一路”新闻合作联盟。

（十五）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与柬埔寨新闻
部、文莱首相府新闻局、阿联酋国家媒体委员会、巴
勒斯坦新闻部、阿尔巴尼亚部长会议传媒和公民关
系局签署媒体交流合作谅解备忘录。

（十六）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与柬埔寨外交与
国际合作部、文莱外交与贸易部政策与战略研究所、
以色列外交部、巴勒斯坦外交部、阿尔巴尼亚外交部
签署智库合作促进计划谅解备忘录。

（十七）中国国家开发银行将举办“一带一路”专
项双多边交流培训，设立“一带一路”专项奖学金。

（十八）中国民间组织国际交流促进会联合80 多
家中国民间组织启动《中国社会组织推动“一带一
路”民心相通行动计划（2017—2020）》，中国民间组
织国际交流促进会和150多家中外民间组织共同成
立“丝路沿线民间组织合作网络”。“一带一路”智库
合作联盟启动“增进‘一带一路’民心相通国际智库
合作项目”。

（十九）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与联合国工业
发展组织签署关于共建“一带一路”等合作的谅解备
忘录。丝路国际智库网络 50 多家国际成员和伙伴
与中方共同发布《丝路国际智库网络北京共同行动
宣言》。

（二十）中国国际城市发展联盟与联合国人类住
区规划署、世界卫生组织、世界城市和地方政府组织
亚太区签署合作意向书。

（新华社北京5月15日电）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成果清单
本报北京 5 月 15 日讯 记者熊丽报

道：100 多位国内外专家学者 15 日在第
五届全球智库峰会上，围绕全球可持续
发展等话题展开深入讨论。与会者表
示，“一带一路”倡议及其建设成效为全
球发展和治理注入了新活力与正能量。
全国政协副主席陈元出席峰会开幕式并
讲话。

陈元在会议开幕式上表示，希望全球
智库峰会能够广泛组织和动员各方面智库
和专家学者把握全球化发展的新趋势，推
进全球治理和国际规则改革，积极参与“一
带一路”倡议，主动研究和应对全球性挑
战，提出方向明晰、实用有效的解决思路和
方案，为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为推动形成
公正、包容、普惠、可持续的全球发展新路
径献计出力。

峰会期间举行的四个平行圆桌会议
上，与会专家学者热议了“全球化新形势：
新挑战、新机遇、新对策”“全球可持续发
展：问题与对策”“‘一带一路’与相关国家
战略对接”“地区及全球安全：形势与展望”
等议题。

第五届全球智库峰会由中国国际经济
交流中心主办，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理
事长曾培炎出席会议。

全球智库峰会是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
心打造的一个全球智库思想交流平台，每
两年举办一次，通过发挥智库“思想库”和

“外脑”的作用，为推动全球经济健康持续
发展贡献智慧。来自国务院发展研究中
心、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
究院、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等国内外著名智
库专家、负责人和前政要、国际组织负责人
等约300人参加了本届峰会。

第五届全球智库峰会在京召开

与会者热议

﹃
一带一路

﹄
倡议

5 月 14 日，习近平主席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
上发表主旨演讲，宣布中国国家开发银行、进出口银行将分别提供
2500 亿元和 1300 亿元等值人民币专项贷款，用于支持“一带一路”
基础设施建设、产能、金融合作。《经济日报》记者就此采访了国家开
发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负责人。两家银行负责人表示，坚决有序
推进专项贷款落地实施。

“国开行‘一带一路’专项贷款将充分发挥开发性金融优势和特点，
通过市场化运作方式，重点支持‘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建设、产能、金融
合作，拟3年左右实现贷款承诺。专项贷款在运作上，坚持项目的自偿
性和可持续发展原则，项目成熟一个运作一个。同时，在融资支持合作
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特别关注运用普惠、绿色的理念和原则。”国开行董
事长胡怀邦表示。

“进出口银行历来以市场化运作方式支持‘一带一路’项目建
设，侧重长期投资，注重控制风险，以实现保本微利和可持续发
展。”进出口银行董事长胡晓炼表示，专项贷款将主要投向基础设
施建设、国际产能与装备制造合作、经贸合作、园区建设、能源资
源合作等领域。

胡怀邦表示，国开行在落实专项贷款中，将高度重视风险管控
工作，运用开发性金融方法，推进市场、信用和制度建设，自主开发
和选择项目，强化项目自身现金流和风险管理，与合作方实现互利
共赢、共同发展。国开行将与国际多边开发性金融机构、国内外政
策性金融机构、商业性金融机构等加强合作，引导各类社会资本，相
互补充，形成合力，共同推动“一带一路”建设取得更多成果。

据介绍，国开行自“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按照“共商、共建、共
享”的原则，积极服务“一带一路”建设。截至 2016 年底，国开行在“一
带一路”沿线国家累计发放贷款超过1600亿美元，余额超过1100亿美
元，重点支持了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产能合作、能源资源、社会民生等领
域，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同时，国开行不良贷款率连
续48个季度低于1%，绝大部分国际合作项目还本付息情况良好，资产
质量保持稳定。

作为长期致力于推动对外经贸合作的政策性银行，中国进出
口银行加大资金投入力度，扎实推进相关工作，争做“一带一路”
金融支持先行者。截至目前，进出口银行在“一带一路”沿线有余
额的信贷项目 1200 多个，分布于 50 多个国家，签约金额超过 7000
亿元人民币，项目广泛覆盖交通、电力、水利、通信等基础设施互
联互通，高新技术产品、大型成套设备和机电产品出口，及能源资
源开发等“一带一路”建设重点领域。从地域分布看，项目主要集
中在东南亚、南亚和中亚地区。从涉及领域看，经贸合作类贷款占
比最高，能源资源合作、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和产业投资也占较高比
重。2016 年，基础设施互联互通领域业务增长较快，签约金额同
比增长 1.5 倍。

国开行和进出口银行表示：

以市场化方式运作贷款
支持“一带一路”建设

本报记者 曾金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