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吉尔吉斯斯坦国家通讯社
社长库班内奇别克·塔阿巴尔
迪耶夫在接受《经济日报》记者
专访时指出，“中共十九大将为
中国未来 5 年的发展奠定良好
基础，使中国取得更大成就”。

谈及过去 5 年中国的发展
和进步时，曾作为吉尔吉斯斯
坦媒体代表参与报道中共十八
大的塔阿巴尔迪耶夫表示，这
些年他亲眼见证了中国的快速
发展。在国际经济形势不景气
的大背景下，过去 5 年间的
GDP 增速足以证明中国经济
发展动力十足。近些年，中国
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
30%，是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
引擎，中国经济对世界的影响
力显而易见。同时，“一带一
路”倡议正在稳步实施，“丝
绸之路经济带”的前期成果已
为中亚国家带来了诸多利好，
中国的投资对中亚尤其是对吉
基础设施领域建设大有裨益，
将有助于加速中亚融入国际运

输走廊，为中亚地区发展提供
强劲动力。

塔阿巴尔迪耶夫认为，中
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巨大进
步。他指出，一方面，中国
经济结构日趋合理，产品和
服务都能很好地满足国内民
众的需求；另一方面，中国
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具备足够
竞争力，中国制造愈发具有吸
引力。中国发展模式不仅
具 有 很 好 的 政 策 延 续
性，同时也能不断自
我调整，特别是中
国正在大力推进的
供 给 侧 结 构 性 改
革，产业结构调整
将会为经济发展释
放出更多潜力。他
还指出，中国发展
模式的成功还体现
在以人为本的治国
理念上。只用了
30 多年的时间，
中国就将国内贫

困人口减少了 7.9 亿，近 5 年
来更是将脱贫攻坚摆到了治国
理政的突出位置。

塔阿巴尔迪耶夫表示，相
比 5 年前，中国在国际舞台上
的影响力明显提升。得益于巨
大的经济体量和发展潜力，中
国在国际上正在并将继续扮演
愈发重要的角色。

近日，保加利亚记者协会主
席斯杰内卡·托多洛娃女士在接
受《经济日报》记者专访时表示，
中共十九大是中国政治生活中
的一件大事，不仅关系到未来5
年的发展，还将为中国经济社会
的未来发展注入新动力。

斯杰内卡·托多洛娃表示，
经过改革开放近 40 年的发展，
中 国 社

会生产力水平明显提高，人民生
活显著改善。中国人民希望过
上更有品质的生活，中共十九大
报告提出，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已
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
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
展之间的矛盾，并为中国经济下
一步发展指明方向。通过中共
十九大，世界也可以了解中国同
世界各个国家共同发展的积极

愿望。比如，中国提出的“一
带一路”倡议，得到包括保

加利亚在内的国际社会
积极响应。

谈到中国经济发
展前景时，斯杰内卡·
托多洛娃认为，中国
经济保持稳定可持续
发展非常重要，这也
是实现“中国梦”和“一

带一路”倡议的重要基
础。如今，中国已经是
全球第二大经济体，
在世界上的影响力越
来越大。事实证明，

中国的经济政策是正确的，方法
是有效的，中国经济具有稳定增
长的基础。当前，世界各国都希
望与中国开展经济合作，将中国
视为稳定和可以信赖的伙伴，这
首先得益于中国社会的稳定和
经济的持续增长。近年来，中国
推动建立了一系列国际投资机
构，为世界经济稳定发展作出了
贡献。比如，亚洲基础设施投资
银行、丝路基金、金砖国家银行
等，中国都是主要投资国之一。
同时，人民币保持稳定，正在成
为世界的储备货币之一。

斯杰内卡·托多洛娃说：“我
不同意西方一些媒体看衰中国
经济的观点，那是因为他们没有
到中国看看，或是对中国缺乏真
正的了解。”她认为，中国的发展
为全球瞩目，几乎所有世界级跨
国公司都在中国设有分支机构，
不少还将其总部或研发中心移
到中国，这不仅是因为中国拥有
广大的市场，更因为他们看好中
国的发展前景。

谈及十九大开幕会，哈萨
克斯坦24kz电视台记者莫尔印
象最深的是“一带一路”建
设。他认为，如同中国所说
的，“一带一路”倡议不是一家
的“独奏曲”，而是相关各国共
同参与的“交响乐”。

莫尔非常赞同十九大报告
中提到的“积极促进‘一带一路’

国际合作，努力实
现政策沟通、设施
联通、贸易畅通、资
金融通、民心相通，

打 造 国 际 合 作 新 平
台，增添共同发展新动

力”。他说，2013 年 9 月份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出访中
亚期间，提出共建“丝绸之路
经济带”的重大倡议，为哈萨
克斯坦等中亚国家带来了新的
发展机遇。

“哈萨克斯坦是地广人稀的
国家，也是一个农业大国。中
国是哈萨克斯坦最重要的农业
合作伙伴之一，我们很注重与
中国的合作关系，已经将小

麦、面粉、大豆之类的各种农
产品向中国出口，我对两国在
农业项目上的合作前景十分乐
观。”莫尔说。

莫尔是2012年来中国工作
的哈萨克斯坦驻华记者，谈及十
八大以来中国发生的巨大变化，
他对高铁、互联网移动支付以及
共享单车印象最为深刻。“现在
从北京到上海，乘高铁用不了5
个小时就能到，不管在大商场、
超市还是街边小店，用微信、支
付宝支付越来越便利，我上下班
有时也骑着‘小黄车’，感觉方便
多了。相信中国的发展会越来
越好，人民的生活会越来越便
利。”莫尔说。

“能有机会采访到这次十
分重要的会议，我真的感到十
分荣幸。”谈及中共十九大，马
来西亚《星报》记者马盈慧直言
自己很兴奋。

中国与马来西亚两国之间
合作频繁，特别是“一带一路”
倡议的提出，有效推动了两国
关系发展。马盈慧认为，中共
十九大对于中国的未来发展意
义重大，也对中国和马来西亚
的未来关系发展有着重要影
响，“我希望中国和马来西亚两
国在未来继续保持友好稳定的
关系，增进两国人民的友谊，推
动两国合作发展”。

马盈慧说：“中国在马来西

亚有很多投资，马
来西亚也有很多企
业到中国投资，两国
在经济上的往来交
流十分频繁，希望未
来两国在人文交流上更
加深入。中国文化博大精
深，有十分吸引人的历史文化，
马来西亚也是如此，通过增进两
国之间的人文交流，可以加深两
国人民之间的了解。”

马盈慧来到中国工作和生
活时间不长，但她对中国在环
境保护方面的努力印象深刻，

“对环境保护更加重视，是过去
几年中国的一个显著变化，比
如北京的河流越来越清澈了”。

电子商务和智能设
备的发展是另一个让马盈慧感
到印象深刻的地方。“当我一来
到中国时，我首先就下载了微
信，开通了微信账号，用微信和
其他人交流。我还学会了使用
微信支付，这都是中国在电子
商务和智能化等方面的发展成
就。”马盈慧说。

国外专家学者普遍认为——

中共十九大将对全球发展产生巨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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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开幕
会上所作的报告在全球范围内引
起热议。国外专家学者普遍认
为，中共十九大不仅关系到中国
今后的发展，也将对全球发展产
生巨大影响。

自信的中国值得期待

越南计划与投资部战略研究
院前院长刘碧胡表示，中国对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方向和道路已
经作出了许多探索，并取得了很
大成绩。过去 5 年,在经济全球
化和贸易保护主义交织的复杂背
景下，中国提出“引领经济发展的

新常态”，主动将经济增长预期下
调至一个稳定区间，很有远见。

越南社科院中国研究所原所
长杜进森认为，中共十九大将为
中国未来发展指明方向。中国共
产党作为执政党，肩负着中国人
民的希望与重托，十九大将在理
论和实践上取得新成果。

法国前总理拉法兰表示，过
去5年，中国在政治、经济、社会、
民生等各个领域的成就举世瞩
目。同时，中国不仅关注自身的
发展，也重视其他发展中国家
的福祉，与各国合作共同发展。
十九大报告提出的政治、经济及
战略方针将对世界未来的稳定发

展产生积极影响。
韩国光云大学国际学部教授

申相振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在报
告中提出要将中国建设成为富强
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中国，这代
表着中国要在经济、政治、文化、
社会、环保等方面实现全面发
展。尤其是“美丽中国”，这是生
态文明建设的一个表述。只有一
个国家发展到相对较高的阶段
时，才会真正重视生态文明建
设。所以，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证
明了当前中国社会的发展程度。

《澳华财经在线》 首席评论
员牛建明表示，作为全球第二大
经济体，中国在全球资本市场上

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也正因为
此，中共十九大的召开举世瞩
目，备受澳大利亚投资人士关
注。有理由相信，未来中国的外
交政策将更加自信、经济更具活
力，势必为全球经济带来更加积
极的影响。

改革的中国带来机遇

美国奥本海默基金管理公司
副总裁李山泉表示，中国共产党
的最大功绩之一是把人口——这
个曾经被西方视为国家负担的因
素，通过多年努力变成了国家发
展的重要动力和资源。中国拥有
世界上最多的人口，这是国际消
费市场的决定力量。

富林顿投资经理马克·丁可
认为，未来 5 年中国经济走向尤
其是“一带一路”建设的相关进展
将会带来巨大机遇，全球众多投
资者已经视之为驱动投资回报的
关键因素。

黑石全球首席策略师里查
德·特尼尔表示，澳大利亚市场人
士普遍的共识是，中国经济结构
调整不断深化，此次十九大的召
开将为深入推进改革带来重要契
机。许多投资者预期，十九大能
够更好助力中国经济应对转型期
的挑战，包括国企改革与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等。

中欧数字经济协会主席鲁乙
己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在报告中

谈及通过整合互联网、大数据与
人工智能促进基础设施网络建设
和先进制造业的发展，进而造福
实体经济。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互
联网行业的相关论述，不仅促进
了中国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
还对促进民生起到了积极效应。
中国即将成为5G时代的全球领
跑者，欧洲方面需认识到，与中国
合作意味着机遇。

开放的中国惠及全球

德国联邦外贸与投资署总经
理于尔根·弗里德里希表示，习近平
总书记在报告中提出要继续加
大经济开放力度，得到在华投资
近 5200 家德国企业的高度赞
同。德国经济界也热切期盼中
欧能够尽早达成双边投资协议。

澳大利亚前副总理比兹利表
示，中国共产党十九大是当前最
重要的一场政治盛会，将对中国
今后发展产生重大影响，需要各
方面密切关注和深入研究。5年
来，中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同时
区域社会经济和地缘战略格局也
随之发生了巨大变化。特别是

“一带一路”倡议将给区域经济社
会发展带来深远的影响。

法国雇主委员会下属法中
委员会专家认为，中国近年来
推行的大型项目，一方面有效
推进了创新与信息技术行业的
积极整合，促进中国相关行业

进一步走向国际市场。另一方
面，随着相关战略的推进，中
国与世界各国的合作潜力也得
到了进一步挖掘，使世界更多
分享到了中国的改革红利，促
进各方共赢发展。

南非国际关系与合作部亚洲
及中东分部专家贾迈尔认为，

“一带一路”倡议旨在通过
实现亚欧非互联互通，推
动各国共享发展成果，
实现共同繁荣。“一带
一路”建设正在改变
世界的面貌，这突出
表现在各国日新月异
的基建计划中。他
期 待 “ 一 带 一 路 ”
建设能与非洲各国
的 发 展 诉 求 精 准
对接。

法国著名经济学
家、《社会》智库主任
让—马克·达尼尔表示，
随着各领域改革措施的逐
步推进，中国正走出一条具
有中国特色的转型发展之路，
这将为世界提供更有效、更具可
持续性的中国治理方案。随着经
济转型后的平稳发展，中国将继
续成为全球化的捍卫者，反对贸
易保护主义，鼓励国际贸易往来，
这对于世界经济的积极平稳运行
尤为重要，将进一步增强全球市
场活力，使世界贸易往来更具可
持续性。

10月18日，80
多名中外记者走进
北京中关村科技
园，亲身体验中国
在 LED 显示 、VR
互动、3D 屏幕、舞
台设计等领域的最
新成果。从 12 日
开始，十九大新闻
中心组织 15 条线
路的采访活动，让
中外记者近距离了
解中国、了解中国
共产党。

新华社记者
陈晔华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