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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届万寿论坛热议——

中国改革经验为世界带来启示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袁 勇

40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

的改革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

展成就，各国政党代表对此纷

纷予以肯定。各国政党代表

表示，中国的发展经验给世界

各国和各政党带来重要启发。

各国政党代表表示，中国

的发展不仅让自己的人民受

益，也促进了全球合作，各国

政党应加强合作和交流，推动

全球合作朝着更加公平、互惠

的方向发展。

英国伦敦举行“香港龙舟同乐日”活动

日前，中国香港驻伦敦经济贸易办事处赞助的伦敦香港龙舟同
乐日活动举行了一系列中华传统文化表演，吸引了众多伦敦市民参
与。 本报驻伦敦记者 蒋华栋摄

伊拉克首都巴格达高温难耐

6月6日，在伊拉克首都巴格达，人们在街头冲凉消暑。进入6月份
以来，伊拉克首都巴格达每日最高气温均突破40摄氏度。

（新华社发）

日前，第十九届万寿论坛在安徽省小岗村举办，与会人士就中国的改革发展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等话题展开热烈讨
论。 本报记者 袁 勇摄

新法案考验日本道德底线
□ 杨 慧

近日，45 个国家和地区 66 个政
党近百位代表来到中国，走进深圳和
安徽省小岗村，亲身感受中国改革开
放以来的发展成果，并在安徽小岗村
参加了由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主办的
第十九届万寿论坛。与会人士以“改
革发展与国家治理现代化”为主题
展开讨论，他们认为，中国改革成
就斐然，为世界各国发展提供了启
示和经验。

中国成就得到广泛肯定

40 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改
革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各国
政党代表对此纷纷予以肯定。

俄罗斯联邦共产党中央主席团成
员吉奥尔吉·卡姆涅夫说：“中国共
产党领导的改革是令人震撼的，中国
共产党用实践告诉我们应该怎样改
革。显然，中国的改革经过了慎重和
全面的思考。我认为，改革之所以能
够成功，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坚持并创
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巴勒斯坦民主联盟总书记扎希
拉·可迈勒表示，在建设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过程中，中国共产党积累了宝
贵的经验，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创新
发展，“中国共产党用创新的、充满
活力的方式激活了马克思主义，证明
了马克思主义可以结合各国国情不断
发展”。

“此次访问，我们看到了中国取
得的进步和历史性变革，也看到了中
国共产党为了加强与其他政党交往所
做的努力。”葡萄牙共产党中央政治
局委员若泽·阿尔维斯说：“中国人
民的温饱、住房、医疗、教育、就业
水平得到了显著提高，国家更加重视
教育和环保，也认识到这些领域仍然
面临着巨大的挑战，这就是中国要推
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原因之一。”

黎巴嫩共产党政治局委员卡迈
勒·哈姆丹说：“中国共产党一直坚
持马克思主义，我们对这种坚守以

及取得的成就表示赞赏，这对国际
社会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很多国
家没能很好地处理国家与市场之间
的关系，也没能实现可持续发展，
中国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妥善处
理了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创造
了令世界瞩目的经济发展速度，社
会发展基础得到了巩固。此外，中
国在保障就业、打击腐败、精准脱
贫、不断提高经济发展质量等方面
都取得了显著成就。”

秘鲁共产党 （团结） 全国执委伊
尔德布兰多·卡瓦纳表示，建设一个
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国家，需要现代化
的治理理念，中国有这样的治理理
念，那就是追求开放、包容、环保、
创新等。“中国注重不同区域之间的
协调发展，平衡各个区域之间的利
益。强调绿色发展，注重对环境的
保护。此外，中国也强调市场开放，
促进国家对外开放水平的提高。在
治理国家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充分
考虑了国情，每个国家的政府都应该
在充分考虑自己国家国情的基础上推
动经济发展。”

中国经验得到普遍认可

改革开放 40 年来，中国积累了
宝贵的发展经验。各国政党代表表
示，中国的发展经验给世界各国和各
政党带来重要启发。

“中国共产党敢于不断推动国家
持续发展，这是非常宝贵的经验。”
埃及阿拉伯民主纳赛尔主义党主席赛
义德·阿卜杜勒加尼说：“中国在反
腐倡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人民脱
贫速度在全世界也是绝无仅有的，中
国的法治不断完善，中国坚持共产党
的绝对领导，不断推动国家治理体系
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坚持以人民为
中心的发展理念，这些都是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成功的因素，都是值得我们
各国政党认真思考的经验。”

埃及社会主义党总书记艾哈迈

德·沙班认为，中国共产党还非常重
视青年人在党和国家机构中发挥的作
用，使党和国家保持了活力。此外，
中国的发展不依靠“等靠要”，而是
以自力更生的精神实现国家的进步和
社会的发展。

乌拉圭人民参与运动党领袖亚力
杭德罗·桑切斯说：“中国的经验给
我们打开了一扇全新的全球化大门。
通过学习中国经验，我们能够利用好
自己的基础资源和能源，促进生产力
的提高，促进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我
们还看到了中国各级政府对于推动

‘一带一路’建设的决心，我们相信
这样一个多方合作的倡议，一定能够
促进全球性的共同繁荣。”

印度全印前进同盟中央委员会
副主席、泰米尔纳德邦委员会总书
记戈提拉万·维卢曼迪说：“在深圳
和小岗村，我们都能找到自己国家
需要的经验。我祝愿中国在推进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取得更
大的成就，同时希望中国给我们提
供更多的发展理念予以借鉴。印度
在农村发展方面存在很多问题，中
国的农村发展非常好，是印度学习
的对象。”

“中国走过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
是具有典范性的，我相信通过学习中
国的经验，我们国家能够探索出一条
环境友好型、资源节约型的发展道
路，能够制定出真正适合本国的发展
策略。”秘鲁共产党 （红色祖国） 全
国执委莱昂尼西奥·阿库里奥说：

“我们不仅需要赚钱，还要像中国展
示给我们的一样，结合自己国家的现
实国情，走出适合自己国家的发展道
路。”

加强合作促进公平互惠

各国政党代表表示，中国的发展
不仅让自己的人民受益，也促进了全
球合作，各国政党应加强合作和交
流，推动全球合作朝着更加公平、互

惠的方向发展。
捷克和摩拉维亚共产党国际部部

长雅罗斯拉夫·罗曼表示，在国际交
往中，国际法应该得到普遍的尊重，
而不是被某些国家根据自己的利益需
求选择性使用，这需要世界各国政党
共同发挥作用，推广这一理念。不同
国家的政党之间应该加强互信和沟
通 ， 克 服 分 歧 ， 为 世 界 和 平 作 出
贡献。

“中国经济实现了飞速发展，目
前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共
产党也致力于让发展成果惠及所有人
民，能够更加公平地分配财富和资
源。”突尼斯左翼工人联盟党总协调
人尼扎尔·阿玛米说：“现在，世界
很多国家都在追求可持续发展，追求
治理体系现代化。中国所提出的‘一
带一路’倡议，就是在这方面作出的
全新尝试，致力于实现世界各国的共
同发展。我相信中国在全新的全球化
方案中能够发挥积极的作用，能够维
护世界的和平与稳定。”

毛里塔尼亚进步力量联盟副主席
卡利卢·代德说：“全球治理体系正
面临改革，中国等金砖国家应该通力
合作，在各个国际组织框架内提出倡
议，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加公正，能够
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互惠合作，促进各
国治理体系的改革和现代化。”

斯里兰卡共产党政治局委员、
国 际 部 部 长 吉 加 呐 吉 · 维 拉 辛 哈
说：“在贸易、网络、贫困、气候变
化、恐怖主义等方面，国际合作应
该不断加强。中国提出的‘一带一
路’倡议，为很多国家提供了更多
的合作机遇，使得这些国家之间能
够加强互联互通。当前，一些西方
国家仍在采取不公正的贸易措施，
不断退出国际合作平台，我认为中
国以及其他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
家应该加强团结，提出促进全球经
济合作的新举措，推动全球治理向
更好的方向发展，这样才能够真正
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

日本政府力推的“综合度假区
实施法案”正在本届国会紧锣密鼓
审议当中。这是具体落实两年前国
会 通 过 的 “ 推 进 建 设 综 合 度 假 区
法”步骤之一。新法案一旦通过，
意味着日本社会可以名正言顺地以
赌为生。日本政府将此作为吸引外
国游客、刺激经济增长的新动力，
但多个在野党和市民团体认为，这
不仅不会创造价值，反而有损国家
品格，完全是社会倒退。

综合度假区指的是集宾馆、会议
中心、游乐厅、赌场为一体的综合设
施。法案的具体内容包括：日本国内
可设立3处综合度假区，赌场占地面
积不超过总面积的 3%，外国人免费
进入赌场且不限制出入次数，但将适
当限制日本人入场，日本人入场费每
次 6000 日元，每周入场最多 3 次，

每月最多不许超过 10 次，且每次入
场需登记个人身份号码。国家将收取
营业利润的30%，由中央和地方政府
均分，用于振兴旅游和应对赌博带来
的社会问题。同时，日本国会将修改
禁止赌博的刑法规定。

2017 年访日外国游客达到 2869
万人次，日本政府预计在举办东京奥
运会的2020年将吸引外国游客4000
万人次。其中，综合度假区是吸引游
客的重要手段。为此，日本政府迫切
需要在本届国会通过赌博法案。日本
首相安倍晋三在国会作草案说明时
称，新法案对发展旅游观光、拉动投
资、振兴地方经济和增加就业将发挥
重要作用，甚至将此作为今后日本经
济增长的重要支柱。为推进赌场建
设，自民党、公明党、日本维新会等议
员曾考察了美国、新加坡等国的做法。

日本政府虽然没有拿出综合度假
区的经济效果预测，但政府相关部门
一直引用日本经济团体和民间研究机
构的报告宣传其经济效益。大和综合
研究所参照新加坡赌场运营模式，预
测在大阪等三地建设综合度假区，其
建设投资规模达到5万亿日元，每年
运营规模将达到2万亿日元。对赌场
建设态度积极的大阪府去年预测这一
建设项目将拉动投资 1.3 万亿日元，
每年运营效果达到6300亿日元。

日本在野党和一些市民团体从维
护社会道德和公序良俗的角度明确反
对赌场项目。日本共产党政策委员长
笠井亮指出，日本刑法禁止赌博并制
定了严厉的罚则。赌博不能产生任何
价值，并非国家发展的正道。把经济
发展建立在他人的不幸之上，有损社
会基本道德。日本政府以此作为经济

增长战略简直是无稽之谈，只能说明
政权的堕落。立宪民主党指出，赌博
业往往伴随洗钱、暴力等社会犯罪，
其引发的嗜赌依赖症将带来更大的社
会损失。

与此同时，日本地方政府对引
进赌场态度不一，大阪府态度最为
积极，呼吁国会尽早通过该法案，
并已划定一块填海造地的人工岛作
为建设用地。但是，此前持积极态度
的东京、横滨、长崎等热情开始下
降，冲绳县知事翁长雄明确反对在当
地开设赌场，该县官员表示本地旅游
资源丰富，建赌场会损害冲绳的景区
形象。据日本共同社今年3月份的舆
论调查，反对建赌场的日本人达到
65%，支持者仅为26%。目前看，该
法案带来的社会问题远大于其经济
价值。

本报维也纳电 记者黄海
顺报道：中国驻奥地利使馆与维
也纳国际经济比较研究所日前
在维也纳外交学院共同举办“中
奥在中东欧地区三方合作研讨
会”，并发布了中国驻奥地利使
馆委托维也纳国际经济比较研
究所完成的《“一带一路”倡议对
中东欧及奥地利的经济意义研
究报告》。与会专家认为，中国
投资符合中东欧国家发展需要，
为该地区经济发展注入了活力，
中奥在中东欧地区开展三方合
作，可实现优势互补，发展潜力
巨大。

通过梳理、比较与分析中奥
与中东欧 16 国在基础建设、贸
易、投资、金融和通信等领域的
合作，研究报告认为，中国投资
不仅符合中东欧国家发展需要，
更有助于降低运输成本、促进对
外贸易、盘活国内经济、挖掘区
域内及跨区域合作潜力，为该地
区经济发展注入活力。奥地利
在中东欧地区投资起步早、存量
大、占比高，在金融服务和通信
等产业具有优势。奥中在中东
欧地区开展三方合作，有利于形
成产业、资金、技术与经验优势
互补，双方应推动铁路运输线路
现代化、签订促进投资与贸易便
利化协议、商讨建立西巴尔干投
资银行等。

研讨会上，围绕“一带一路”
倡议与“16+1 合作”“中奥在中
东欧地区三方合作”等话题，来
自中国、奥地利、波兰等国的百
名政府部门代表、经济企业家人
士、专家学者展开了深入研讨。

中国驻奥地利大使李晓驷
表示，随着“一带一路”倡议、中
国—中东欧国家合作不断推进，
中奥合作呈现出超越双边范畴
的重要机遇，前景十分广阔，希
望双方抓住机遇，加强交流，积
极探讨实施双边或多边合作项
目，不断充实中奥友好战略伙伴
关系内涵，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中国外交部中国—中东欧
国家合作事务特别代表霍玉珍
大使表示，“16+1 合作”是中欧
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重要
组成部分和有益补充。奥地利
重视并积极参与“16+1 合作”，

以实际行动诠释了“16+1合作”
的开放性和包容性。相信奥方
继续深入参与“16+1合作”框架
下三方与多方合作，必将为提升
双边关系及务实合作注入新动
能，并为丰富中欧全面战略合作
伙伴关系作出新贡献。

近年来，中欧在“一带一路”
框架下合作进展迅速，取得了明
显的经济和社会效益。中国人
民外交学会前会长、前驻德国大
使梅兆荣表示，合作共赢是中欧
关系的主流，双方应正确处理和
管控好分歧，遵循相互尊重、求
同存异的原则，站在战略高度把
中欧互利共赢的合作蛋糕做实
做大，造福中欧人民，造福世界
和平、发展与繁荣。

奥经济部对外政策司司长
拉山表示，“一带一路”倡议为各
国开展互利合作提供了平台，有
力对冲了贸易保护主义逆流。
奥中在对外开放与自由贸易等
方面观点和立场相近，“一带一
路”多次成为两国经贸联委会讨
论的重点议题。奥铁集团战略
产品经理科伦认为，开展交通运
输领域的合作有利于降低贸易
成本、促进人员流动，欢迎中方
积极参与宽轨铁路延长线建设
等项目。

奥财政部长办公室顾问佩
绍尔表示，奥中合作大于竞争，
双方拥有不同背景，但可以成为
好的合作伙伴。奥方欢迎世界
一流的中国金融机构在奥落户，
并与奥银行开展合作。奥合国
际银行中国业务主管罗善表示，
奥合国际银行在奥金融机构中
参与“一带一路”建设投入最大、
程度最深，愿进一步发挥自身资
源优势，为在中东欧地区中资企
业、特别是中小企业提供优质金
融服务。

中国企业近年来投资步伐
加快，且拥有大量资金和资源优
势。奥联邦商会远东地区负责
人史万克非常看重这一点。他
说，“一带一路”倡议在短时间内
取得了巨大成功，体现了中国为
促进全球化所作的积极努力。
奥方视“一带一路”为重要机遇，
愿发挥技术、经验优势，与中方
结为合作伙伴。

中奥在中东欧地区三方合作研讨会举行

中国投资为中东欧经济

发展注入活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