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共 创 中 外 合 作 美 好 未 来
——习近平主席贺信在2017年广州《财富》全球论坛与会嘉宾中产生热烈反响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廉 丹 袁 勇 周明阳 在2017年广州《财
富》全球论坛上，苹果公
司 CEO 蒂 姆·库 克 表
示，中国近年来的变化
让他感到惊讶，“我第一
次来中国是25年前，那
时候我根本不会想到今
天的中国会拥有这么现
代化的城市。这次还没
有出机场，我就感到震

撼了，中国拥有全世界最现代化的基础设施”。
近年来，中国对于苹果公司的重要性与日俱增，凭

借革命性的产品设计，苹果公司的手机等产品受到了
很多中国消费者的喜爱，中国也成为苹果在全球最重
要的市场之一。库克表示，今天，不仅仅是产品设计需
要创新，产品的生产加工也需要创新。“我们希望在保
持生产速度的同时，能够减少产品不良率，精细化的生
产对苹果公司来说非常重要。而中国正是苹果公司产
品最重要的生产加工基地之一。”库克说。

苹果公司为什么选择“中国制造”？库克表示，这
是因为他对中国的制造业水平有很大的信心。“很多人
认为，我们在中国寻求那么多的供应商，是因为中国的
劳动力成本低。但事实并非如此，而是因为中国拥有
出色的生产技术和高质量的生产工艺。”库克说，中国
已经拥有非常成熟的制造技术。

库克认为，中国出色的教育培训体系是“中国制
造”能够实现高水平的重要原因，同时也让中国的高质
量人才优势越来越突出。

文/本报记者 袁 勇

苹果公司CEO蒂姆·库克：

中 国 制 造 技 术 非 常 成 熟

12月6日，在2017
年广州《财富》全球论坛
上，腾讯公司董事会主
席兼首席执行官马化腾
参加了《财富》杂志执行
主编、财富全球论坛联
席主席亚当·拉辛斯基
主持的访谈，腾讯公司
的“王牌应用”微信和阿
里巴巴的竞争成为马化

腾谈论的焦点。
马化腾表示，如今，微信已经超越了过去的设计，

从连接人和人变成了连接任何服务，如现在微信支付
已经非常普及了。2017年初，腾讯开发的微信小程序
正式上线，引发了广泛关注，马化腾对于小程序的未来
很看好，“扫描一下就能进入一个不需要安装的小程
序，未来的世界将没有需要安装的app，只有一个浮动
的代码，扫描之后就可以直接应用”。

作为中国最大的两家互联网科技企业，腾讯和阿
里巴巴的竞争已经成为很多场合不断被讨论的话题。
马化腾坦言，两者确实存在很多竞争，但是正常合理的
竞争可以促进发展，是有好处的。“我们的移动支付在
全球是领先的，这得益于与阿里巴巴支付宝的竞争。”

马化腾表示，他希望腾讯能成为一家赋能公司，帮
助其他公司发展。“在很多领域，我们都是‘半条命’，另
外半条命掌握在我们这个领域的生态合作伙伴手上。
我们要求团队不要跟他们竞争，而是帮助他们，为他们
赋能。我们的赋能是一种去中心化的赋能，是让你可
以百分之百在自己的生态里面成长，你的利润也掌握
在自己手中。”

文/本报记者 袁 勇

腾讯公司董事会主席马化腾：

正常合理竞争对企业有益处

12月6日，在2017
年广州《财富》全球论坛
上，阿里巴巴集团创始
人兼董事局主席马云就
中国未来发展、新技术、
全球化以及阿里巴巴的
定 位 等 问 题 发 表 了
看法。

马云表示，中国经
济的发展势头将在未来

得到持续。“我去过很多国家，对比之下，我对中国的发
展充满了信心。回顾过去5年，和很多国家相比，中国
的政治环境非常稳定，社会治安状况良好。”马云说，中
国市场潜力巨大，但过去一直是一种“浅市场”，现在中
国市场的开发程度逐步加深，中等收入群体数量稳步
增长，人民受教育程度和文化水平越来越高。此外，尽
管已取得了巨大成就，中国还在坚持走包容式、普惠式
的发展之路，这都是中国保持良好发展势头的重要
因素。

谈及如何对待新兴技术时，马云表示，新兴技术对
于人类来说利大于弊，“阿里巴巴希望帮助中小企业，
打通他们进入市场的通道。通过云计算和电子商务平
台等新技术可以做到这一点。任何企业都不应该惧怕
新技术，而是要积极拥抱技术、适应变化，一刻不停地
学习新模式”。

谈及全球化的未来，马云认为，没有任何因素能阻
挡全球化进程的推进，但是全球化必须加以改进。“过
去，全球化只让少部分人受益，因此经济全球化必须更
加包容，比如更加包容年轻人、发展中国家和小企业。
要实现这一点，我认为就要发挥技术的作用。”马云说。

文/本报记者 袁 勇

阿里巴巴集团董事局主席马云：

中国市场开发程度逐步深入

初冬时节，一场财富与广州的约会在
历久弥新的千年商都、改革开放的前沿之
地上演。

2200 多年前，中国商船从这个古老
的东方港口起锚；1978 年，中国吹响改
革开放的号角，广州成为中国改革开放
的先行者；时至今日，已有 297 家世界
500强企业在广州投资或设立机构。广州
的发展是中国发展的缩影，《财富》全球
论坛 5 次选址中国，今又落子广州。近
40 年来，这片土地上处处涌动着改革创
新、开放包容的气息，并以举世瞩目的
发展成就向全世界诠释着中国竞争力的
内涵。

中国经济要发展，就要敢于到世界市
场的海洋中去游泳。20 世纪 70 年代末，
中国重新开启了与全球经济融合的大门。
作为南中国的贸易重镇，广州一直在中国
的对外开放中扮演着关键角色，担当起连
接港澳和中国内地的桥梁，同时也是海外
的制造业资本和企业家进入中国内地的第
一站。

经过近 40 年改革开放，中国已经成
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坚持对外开
放基本国策，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
略，不断提升发展的内外联动性，在实
现自身发展的同时更多惠及其他国家和
人民。中国以鲜明的全球化主张，走出

了在开放中谋求共同发展的成功之
路。中国的实践向世界昭示：经济全
球化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和
科技进步的必然结果，不是哪一个
人、哪一个国家人为造出来的；经济
全球化为世界经济增长提供了强劲动
力，促进了商品和资本流动、科技和
文明进步及各国人民交往。

坚持创新驱动，打造富有活力的增
长模式已成为中国竞争力的核心要素。
敢于创新、勇于变革，也是突破世界经
济增长和发展瓶颈的良方。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经济已由高速增
长阶段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转变，优化经

济结构、转变发展方式、转换增长动力的
创新之路任重道远。

花城广州今天格外美丽。来自世界
各国的 1000 多名嘉宾就“开放与创新：
构建经济新格局”主题，探讨中国模
式、聚焦全球发展面临的关键问题。当
今中国正前所未有地接近世界舞台中
心，中国在论坛上再次郑重宣布，中国
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
中国将继续发展全球伙伴关系，推动经
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
衡、共赢的方向发展。

相约广州、共享世界。中国发展的脚
步更加铿锵有力。

相约广州 共享世界
廉 丹

千帆竞发，广州黄埔古港曾经的繁忙
盛况犹在眼前;时空轮回，海上丝绸之路从
未走远。主题为“开放与创新：构建经济新
格局”的 2017 年《财富》全球论坛 12 月 6
日在广州开幕，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发来
贺信。来自世界各国的嘉宾热议习近平
主席向论坛发来的贺信。

创新催生新产业新模式

让 7 亿多人口摆脱贫困，正向着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快步前进，中国走出了
一条举世瞩目的改革创新道路。嘉宾们关
注中国发展模式，对中国未来经济发展充
满信心。

中国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这对中国
好，对世界也好。瑞士Horasis公司致力于
研究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和企业的成长。公
司总裁弗兰克·尤尔根·里克特表示，习近平
主席向论坛发来贺信非常振奋人心。中国
经济多年来的快速发展为世界经济作出了
很大贡献，中国已经形成了浓厚的创新氛
围，很多公司在新技术开发方面取得了令
人瞩目的成绩，例如华为公司。通过新技术
的开发应用，中国还涌现出一批新兴产业，
例如共享出行等。应当有越来越多的企业
和中国加强接触，以分享经济发展的经验
并共同推动经济全球化。

科技创新是第一生产力。大力推动科
技创新和体制创新，加快建设创新型国
家，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支撑。
作为一家大型IT企业、国内领先的云计
算厂商，浪潮集团董事长兼 CEO 孙丕恕
听了习主席的贺信觉得备受鼓舞。他表
示，数字经济时代，数据将成为人类社会
发展的核心要素和统一介质，将更深层次
地打破原有产业、地域的界限，汇聚各种
生产要素融合创新，进而催生新产业、新
模式。在全新的环境之下，以往的创新发
展模式也会呈现出全新的特点：由“封闭
式创新”变成“开放式创新”，从“独立
式创新”转为“融合式创新”。“未来，我
们将致力于用科技的方法论，为传统产业
插上数据化翅膀，让传统产业焕发新活
力。”孙丕恕说。

中国经济发展进入了新常态，经济发
展方式和动力都正在发生重大变化。但中
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美的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裁方洪波表
示，随着党的十九大以后系列科技创新利
好政策落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日益
增长，相信包括美的在内的众多中国企业
的转型升级之路会走得更加坚实。随着互

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
合，相信中国企业的市场地位和竞争力还
将进一步提高。

开放中谋求互利共赢

多年来，我们坚定不移发展开放型经
济，在开放中分享机会和利益、实现互利共
赢。中国走出了一条在开放中谋求共同发
展的道路。

摩拜单车联合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王
晓峰告诉记者，习近平主席在贺信中提到，
要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深入推进

“一带一路”建设，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
局。摩拜单车将以习近平主席贺信精神为
指导，不忘初心，坚持技术创新驱动，走更
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可持续的发展之路。
摩拜单车作为中国创新走出国门、部署国
际化战略的成功案例，不仅首创世界无桩
智能共享单车的运用模式，而且将人工智
能、大数据、物联网等前沿科技充分运用到
产品创新升级和精细化运维中，为解决全
球城市普遍存在的交通拥堵、环境污染和
城市可持续发展等问题贡献中国智慧、提
供中国方案。

苏丹共和国驻广州总领事馆总领事
阿丹·优素福表示，习近平主席的贺信内
容非常重要，解答了很多我们关心的问
题，有助于推动会议实现成果。在全球
经济发展过程中，经贸合作起着很大的
作用，推动与经贸合作相关的问题进行
广泛讨论，将使所有国家和个人都从中
受益。

阿丹·优素福说：“开放与合作将让
全世界每一个人紧密联系在一起，让每
个国家都从中受益，在这方面，中国的努
力是十分突出的。不论是构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理念，还是‘一带一路’倡议和其
体现的伟大精神，都让我感受到了这一
点。我非常荣幸能有机会参与到中国倡
议的全球开放与合作当中。”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秘书长卢迈表
示，在世界经济发展进程当中，跨国公司
无论是在推动发展还是促进创新等方
面，都起到了很大作用。“习近平主席的
贺信，可以清楚地了解到，中国将继续扩
大开放，并将继续欢迎跨国公司参与中
国的发展，参与如‘一带一路’这样的共
赢倡议当中。”卢迈说。

卢迈表示，在扩大开放方面，中国过
去做得很好，未来还将会做得更好，将有
力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提升国际竞争
力。“当前，很多国家都在积极引进资源、
人才和投资，提升国际竞争力。在经济
全球化的背景下，进一步扩大开放不仅
是中国的主动选择，对于世界各国来说，
也将会是一条正确的道路。”

推动更有活力的全球化

融入世界经济是历史大方向，中国
勇敢迈向了世界市场，并在参与全球化
过程中获得了强劲发展动力。中国坚定
推动更有活力、更加包容、更可持续的经
济全球化。

来自瑞士的 Dacadoo 公司致力于
开发数字健康和生活方式平台，与保险、
健康、制药领域的一些中国公司有密切
合作。该公司首席执行官彼得·奥纳姆
斯表示，从习主席的贺信里能够感受到
中国致力于推动全球化的决心和态度。
在贸易保护主义有所抬头的形势下，中
国已经成为推动全球化的引擎和捍卫全

球化的核心力量。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
经济体，这使中国在推动经济全球化方面
更有力量，未来在推动全球化方面也可以
有更加积极的行动。

“现场聆听了习近平主席的贺信，既
感到亲切又倍感振奋。习近平主席在贺信
中提到，中国愿推动全球伙伴关系，与各
国共享发展机遇。这表明中国改革开放的
大门将越开越大，将进一步推动经济全球
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
赢的方向发展，实现共商、共建、共享的
发展理念。”中国华信董事会委员、党委
书记蒋春余说。

蒋春余表示，中国华信是总部位于上
海的集体制民营企业，公司以获取海外资
源为战略，近年来紧紧围绕“一带一路”倡
议，以能源为主营建立国际化平台，促进全
球资源平衡和社会可持续发展，先后在欧
洲、中东、非洲等区域投资能源及其他产
业。“今后，中国华信将坚定不移地践行‘共
商、共建、共享’的发展理念，服务好‘一带
一路’倡议，坚持‘走出去、引进来’的发展
策略，投身全球资源技术整合，推动国内国
外市场联动，为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努力
作出应有贡献。”

小猪短租公司CEO陈驰表示，过去5
年来，中国企业不断在世界范围内引领创
新。尤其在互联网领域，许多新的产品和
服务形态都始于中国。就分享经济这个新
业态来说，不论在哪个国家，都需要做很多
因地制宜的改造，而今天事实已证明，中国
的分享经济市场已经迸发出强大的生命
力，并走在世界前面。

习近平主席在贺信中提到，中国将继
续发展全球伙伴关系，扩大同各国的利益
交汇点，促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
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
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对此，与会
嘉宾表示，经济全球化促进了商品、资
本、技术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动，推动了文
明交融和人民交往。未来，更多中国企
业、技术“走出去”是大势所趋。同时也
将有更多“源自中国，属于世界”的企业
诞生。这些企业拥有真正全球化的视野、
理念和创新能力，而不仅仅是面向国外市
场进行销售。在政策、市场、创新的多重
驱动下，未来中国企业必将与世界产生更
深入和全方位的互动。

在2017年广州《财富》全球论坛会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等书籍吸引中外嘉宾驻足
翻阅。 本报记者 袁 勇摄

12月6日，2017年《财富》全球论坛在广州开幕。 新华社记者 殷 刚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