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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城市信用联盟在山东济南成立——

“一带一路”信用建设正当时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顾 阳

双学位项目正式开启 联合培养中医药人才

高等教育合作成为中匈合作新亮点
本报驻布达佩斯记者 翟朝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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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健康发展的背后，离不开信用
建设。信用，既是城市的软实力，更是城
市实现高质量发展的硬支撑。”在日前举
办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城市信用联盟
高峰会议上，国家发展改革委国际合作中
心主任黄勇的一席话，引发了现场嘉宾的
共鸣。来自中国、法国、意大利、沙特、蒙
古国、泰国、缅甸7个国家、35个城市的代
表汇聚济南，共同发起成立了“一带一路”
国际合作城市信用联盟。据悉，该联盟将
致力于建设成员城市间高效信用合作机
制和国际合作服务平台，以信用为纽带，
打造信用“一带一路”，助力城市间互联互
通、投资贸易合作与经贸往来。

跨国信用建设意义深远

良好的信用是市场经济发展的重要
基石，社会信用体系是市场经济体制中重
要的制度安排。国家公共信用信息中心
主任周民在接受经济日报记者采访时表
示，城市作为国家治理和经济建设的基本
单元，是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重要主体。
随着国家层面制度设计的不断完善，信用
在城市治理中的作用日益凸显。

近年来，“一带一路”倡议得到了沿线
各国和地区的高度认同和积极响应，加大
招商引资力度，加快对外开放步伐，成为
各地的强烈愿望。与此同时，随着“一带
一路”建设的推进，文化差异、信息不畅、
信用信息不对称等问题逐渐显现。周民

表示，跨国界的信用管理约束缺位、互信
互认机制不足、信任缺失造成交易成本大
幅提高等，已成为制约“一带一路”相关国
家经贸往来和合作发展的重要瓶颈之
一。由“一带一路”相关城市共同成立国
际合作城市信用联盟，并以此作为改革的
试点平台，对于加强政策协调、促进信息
共享、深化信用合作、保障投资贸易发展，
继而促进“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
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不仅是当前的
迫切需要，未来也意义深远。

“在中国致力于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
型经济、加快推动形成全面改革开放新格
局的新时代，我们愿意加强‘一带一路’城
市间信用体系建设，打造新时代的诚信

‘丝绸之路’，为‘一带一路’经济社会发展
提供更多更好的信用产品和信用服务。”
黄勇说。

信用建设标准化再加速

对于很多发展中国家来说，“信用”本
身还是个新事物，即便在一个国家内部，
不同地区、不同发展水平的城市对于信用
建设的认识和理解也存在差异。因此，信
用建设的标准化问题变得格外重要。

近年来，我国积极推进以城市为重点
载体的信用体系建设，一批试点示范城市
脱颖而出，它们结合各自城市及行业的不
同应用场景，形成了一系列好的经验和做
法。去年以来，全国连续召开了两次信用
城市峰会，相互学习交流、取长补短。

“不过，当前各城市信用建设依然自
成体系，信用信息不共享、信用标准不统
一、信用评价不互认等问题凸显，共享共

建的机制尚未建立，距离实现‘守信一路
畅通、失信寸步难行’的目标还有相当大
的差距。”黄勇说。

周民表示，“一带一路”相关国家数量
多，之前在信用建设上并没有过交往，当
务之急就是要建立像国际合作城市信用
联盟这样的对接平台和机制，尽快建立起
数据对接和信用评价的标准规范，促进开
展更深层次、更广维度的发展合作。

截至目前，我国已在 30 多个领域出
台了失信联合惩戒或守信联合激励备忘
录，制定了100多条惩戒和激励措施，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基本实现了全覆盖。“当
前，信用建设进入了高质量发展新时代，
社会各界对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充满了更
高期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周民表示，
在政务、司法、社会、商务、个人等领域，信
用建设还需进一步细化深化，需要通过整
合优质资源、提炼经验做法，上升为通用
的规范标准。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城市信用联盟
成员之一、蒙古国乌兰巴托市第一副市长
巴雅尔呼在会上表示，“一带一路”相关国
家和城市必然存在着文化差异和信息不
对称，希望未来各个城市联合起来，在合
作过程中构建并不断完善信用体制，为

“一带一路”建设顺利推进及相关各国各
城市的发展保驾护航。

着力形成信用建设合力

多位与会专家表示，“一带一路”国际
合作城市信用联盟的成立只是第一步，未
来还需群策群力，积极发挥联盟作用，形
成推动信用“一带一路”建设的“合力”。

国家发展改革委秘书长丛亮表示，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城市信用联盟要发
挥联盟作用，充分利用信息化手段，加强
信用建设，构建信用体系和通用标准，共
同防范投资风险，增加国家间的信任，实
现各国共赢。他指出，联盟应该依托国际
合作机构，完善国际信用组织的机构建
设，共同合力打造国际化的营商环境，增
强“一带一路”相关国家城市的吸引力和
竞争力。

据介绍，“一带一路”相关国家和地区
的有关部门、市场机构以及国际组织，将
通过建立合作机制与合作联盟、信用法律
制度研讨机制、信用信息共享机制、联合
奖惩机制和加强信用服务机构的跨国合
作五个方面展开交流合作，推进“一带一
路”信用体系建设。

国家发展改革委财金司副司长张春
建议，“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城市信用联盟
要健全各层次信用合作机制，形成政府、
信用服务机构等多层次信用体系。联盟
城市要加强信用法律制度交流，探索实现
信用信息的跨国共享，防范风险，服务跨
国经贸，同时加强信息服务机构的跨国合
作，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

“大数据时代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带
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黄勇认为，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城市信用联盟建设
要更加注重系统性、应用性、创新性、
国际性，着力构建新时代城市信用建设
新格局，着力打造以优化城市营商环境
为重点的信用建设新高地，着力发展与
数字经济相适应的城市信用新产业，着
力形成与“一带一路”建设相适应的信
用合作新局面。

当前，在中国和中东欧“16+1”合作
框架下，中国和匈牙利以“一带一路”为指引，
不断深化两国在人文交流方面的合作并
取得了显著进展和成果。2017 年 11 月
份，李克强总理访问匈牙利并出席中国—中
东欧国家领导人会晤期间，专门与匈牙利
总理欧尔班就在匈设立中国大学深入交
换了意见。两国以此为契机，逐渐深化和
拓展与中国高等教育机构多领域、多层面
的交流和互动。中国驻匈牙利大使段洁
龙表示，中匈高等教育正受到两国政府的
高度重视和支持。高等教育合作与孔子
学院以及多层次的文化合作共同成为“一
带一路”在人文交流合作方面健康发展的
驱动力之一。

复旦启用首个海外教学点

2018 年 10 月 5 日，复旦大学首个海
外教学点——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匈牙利
布达佩斯教学点正式启用，同时该教学点
的首个合作项目“复旦—考文纽斯硕士双
学位项目”也正式开启。该项目将于
2019 年 2 月份招收首届学生，采用全英
文授课方式，共开设27门课程，由复旦大
学经济学院、匈牙利国家银行和考文纽斯
大学商学院联合三方师资力量合作授
课。毕业学生将被授予复旦大学金融硕
士学位证书和布达佩斯考文纽斯大学
MBA学位证书。

出席揭幕式的复旦大学副校长陈志
敏对经济日报记者说：“匈牙利地处中欧
的地理优势以及较高的教育水准是促成
这次合作的主要因素。为体现中国特色，
在课程设置上将研究和讨论中国经济现
状、发展和经验，同时引导学生思考在‘一
带一路’倡议下发现更多中匈合作机会。”

此次联合办学对中匈高等教育合作
具有重要意义，既是落实中匈两国领导
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同时又是为进一步
加强中匈两国高等教育合作，为在匈设
立中国大学做好先行先试工作。段洁龙
表示，复旦大学和考文纽斯大学分别是
中匈两国的知名大学，两所大学强强联
手，为中匈教育合作描绘出新的蓝图，
前景可期。

深入推进中医药领域合作

黑龙江中医药大学是最早与匈牙利
开展联合办学的高校。中国驻匈牙利大
使馆教育组负责人吴华说：“2010年黑龙
江中医药大学就开始与匈牙利塞梅尔维
斯大学开展中医药合作办学，联合培养中
医药人才，并在中医药医疗、科研合作方
面积极拓展合作领域。”2017年11月份，
中匈两国政府就共同支持黑龙江中医药
大学在匈牙利办学签署了正式协议。同
时，《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布达佩斯纲
要》决定在匈牙利设立中东欧中医医疗、

教育与研究中心，目前正由塞梅尔维斯大
学负责筹建。

两校经过近8年的合作，已建立起良
好的教育模式，取得了喜人的办学效果。
塞梅尔维斯大学健康科学院副院长多内
伊说：“学院采用‘4+1’教学方式，即前4
年在匈牙利系统学习西医和中医药理论，
最后 1 年到黑龙江中医药大学从事中医
实践。2017 年有了第一届毕业生，他们
已开始在匈牙利中医领域工作，以中医技
术服务匈牙利人民。”

作为一直推动两校合作的参与者，中
东欧中医药学会联合会主席于福年深有
感触：“匈牙利已对中医实行立法，中医可
以在匈牙利合法行医，相信中医药这一中
华优秀文化的瑰宝能在中匈交流中发挥
更大作用。”

匈牙利高校期待科技合作

日前，匈牙利圣伊斯特万大学、潘诺
尼亚大学与匈牙利欧陆技术产业园签署
合作协议，分别联合成立了科技研发和转
移中心，除为产业园入园企业和机构提供
科技基础和技术支持服务外，还着重在智
能农业工程、智能建筑机器人、环境治理
等方面，在欧洲为中国科技企业发展提供
服务，并努力将科技成果商业化和工业
化。这两个联合科技研发和转移中心的
设立，也将为科技产业发展服务基地提供

有力的智力支持。
潘诺尼亚大学校长阿德诺斯表示，匈

牙利的大学大多参与了欧盟及国家的科
技项目，与欧洲许多大学间有科技项目合
作，与大型跨国企业也有合作。借助产业
园的合作平台，希望找到更多中国伙伴。
圣伊斯特万大学副校长绍鲍说，中国企业
利用匈牙利科技资源，既能满足欧洲技术
标准和市场要求，又能提升技术及品牌价
值，有助于增强中国企业的全球竞争力。

目前，虽然匈牙利高校某些科研项目
具有世界领先优势，但由于匈牙利经济体
量小，技术转化形成的产业规模也小，在
一定程度上制约了高校科研技术成果的
转化。产业园项目公司总经理张志刚说，
中国企业对匈牙利高校适合中国市场的
科技项目非常感兴趣。比如，匈牙利的智
能农业灌溉系统适合中国西部缺水地区
使用。另外，匈牙利罗兰大学的尾矿及冶
炼废渣处理技术很有吸引力，正积极开展
与中国地方政府及矿业企业间的合作。

在高等教育领域的密切交往和合作，
不仅把中匈两国人民间的交流推向更高
层次和水平，更为未来在匈牙利设立中国
大学奠定了基础。正如匈牙利外交和对
外经济部部长西亚尔托所说：“匈牙利已
有从小学到高中的正规中文学历教育，我
们期待匈牙利能有一所中国大学，这不仅
将为两国架起更宽广的沟通桥梁，还可以
培养更多了解两国文化的优秀人才。”

本报讯 记者杨阳腾报道：日前，比

亚迪在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向尼泊尔文化

旅游与民航部交付首批纯电动巴士 C6。

这批巴士将在深受空气污染的蓝毗尼地区

运营,标志着尼泊尔公交电动化革命正式

启动。

尼泊尔被誉为全世界离天堂最近的国

家，是全球登山爱好者的“圣地”，同时

也是联合国批准的最不发达国家之一，

2017年GDP总值为263.88亿美元。为了

守护世界屋脊下的“净土”，保护旅游资

源，尼泊尔选择大力发展电动车。据悉，

尼泊尔的目标是到2020年实现全国至少

20%的车辆是电动车，同时将把加德满都

谷地的1000多台出租车及全部校车替换

成电动车。

图为行驶在加德满都街头的比亚迪纯

电动巴士C6。 （比亚迪公司供图）

比亚迪向尼泊尔交付

首 批 纯 电 动 巴 士

角膜盲患者赖春梅又能看见眼前的这个五彩缤纷的
世界了，这也让她对“一带一路”多了一份特殊的感情。在
厦门眼科中心，赖春梅通过手术换上的眼角膜，正是“一带
一路”国家斯里兰卡国际眼库捐赠给中国的。

中国和斯里兰卡的眼科医疗交流源于“一带一路”互
利合作。2014 年 9 月份，应中国驻斯里兰卡大使馆邀
请，厦门眼科中心派出以业务副院长张广斌为代表的专
家医疗组，为斯里兰卡 12000 名患者免费筛查眼疾，并
在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为当地居民免费实施了1006例
白内障手术。这是中国医疗专家首次在斯里兰卡开展医
疗活动。为回馈中方，斯里兰卡国际眼库自 2014 年至
2016年，每年向厦门眼科中心赠送200枚眼角膜。

重见光明的赖春梅只是“一带一路”倡议下众多受惠
者之一。靠近赤道的斯里兰卡日照时间长，白内障发病
率高。张广斌至今清晰地记得，在“爱的回馈——中斯友
好光明行”活动启动仪式现场，一名9岁中国男孩因斯里
兰卡的眼角膜复明，一位斯里兰卡老奶奶则因中国医疗
队的免费手术重见光明。

心有界，爱无限。每天从早上8点忙到晚上七八点，
仅两周就完成1006例白内障手术，这相当于斯里兰卡医
院一年的手术量。回忆往事，张广斌颇感欣慰，“看到患
者们脸上的笑容，所有的付出都没白费”。

用爱心和技术架起中外友好合作的桥梁，推进“一带
一路”卫生合作，铺就“光明丝绸之路”，中斯眼科交流才
刚刚开始。

2015年7月份，由厦门眼科中心姚晓明博士带队的
公益医疗队再次前往斯里兰卡开展光明行活动。医疗队
两天时间为科伦坡地区200名贫困白内障患者免费实施
复明手术，为他们送去了光明。

2016 年 9 月份，应海南省政府邀请，厦门眼科中心
派出白内障专家参加柬埔寨光明行，为当地免费筛查
1100名患者，并在柬埔寨磅湛省医院为153位白内障患
者实施了复明手术。

2016年10月24日，由中国与东南亚多国领导人共
同倡导的“湄公河光明行”柬埔寨项目在首都金边启动，
承担此次任务的厦门眼科中心派出了8人医疗团队，为
201名柬埔寨贫困白内障患者实施了免费手术。

……
“在‘一带一路’相关国家，白内障等眼疾是比较普遍

的疾病。”华厦眼科医院集团副总裁、厦门眼科中心执行
院长李晓峰说，目前厦门眼科中心已与缅甸、尼泊尔、斯
里兰卡等国开展了广泛的医疗合作，架起了国际间的友
谊桥梁。

中斯眼科医疗交流惠及两国众多患者——

用爱铺就“光明丝绸之路”
本报记者 沈 慧

日前，花旗银行（中国）有
限公司副行长袁俊在接受经济日
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一带一
路”倡议提出5年来，得到了越
来越多国家的积极响应。在这一
进程中，中资企业的全球化业务
得到了快速发展，未来随着“一
带一路”建设向持久发展的阶段
迈进，需要包括跨国银行在内的
诸多金融机构进一步提供更高质
量的金融服务，助力中资企业更
好“走出去”。

“花旗银行上半年在全球举
办多场‘一带一路’业务研讨会，
除了中资企业外，很多当地经济
发展组织、金融机构和企业也非
常关注中资企业投资的方向和重
点项目，希望对接‘一带一路’建
设带来的发展机会。”袁俊说。

“一带一路”建设为中国企业
的全球化发展提供了很多契机，
中资企业对外投资也出现了一些
新趋势、新特点。袁俊表示，一是
从最早的资源类投资到“一带一
路”倡议下基础设施建设输出，再
到近来科技公司的海外拓展，如
中国的电子商务服务让越来越多
海外消费者受益，中国的技术和
管理也在逐渐“走出去”。二是越
来越多的中资企业在海外的业务
有长期打算，这就要求他们与当
地之间相互理解、彼此信任。中
资企业要在当地扎根，就要有当
地的团队，与当地的消费者、监管
机构、合作伙伴建立长期合作关
系，而不仅仅是把产品卖出去。三是中资企业在海外的
投融资活动增加，也带动了相关地区的经济增长，这意味
着更多的金融需求。

袁俊坦言，企业“走出去”之路并非一帆风顺，在企业
全球化扩张中，会遭遇很多国内碰不到的问题。例如，有
的中资企业在全球有近80个分支机构和花旗有业务往
来，但很多国家和地区本身金融市场变化很大，企业可能
遭遇货币贬值、政局动荡等风险，包括具体的项目合同内
容调整等。

“风险也意味着机遇，如何能管控风险，实现共赢，这
除了需要企业提高自身水平外，还要有相应的金融机构
提供支持。”袁俊说。随着“一带一路”建设向高质量阶段
发展，也对金融保障提出了更高要求。袁俊介绍，花旗银
行一直致力于为中国企业国际化发展提供金融服务，助
力企业“走出去”。目前，花旗已在“一带一路”上60个市
场为客户提供全方位支持，今年上半年，花旗为中资企业
在资本市场实现融资超过100亿美元。

袁俊认为，未来，金融机构需要继续在金融服务支持
方面下功夫。一是不断拓展金融服务的宽度。随着业务
发展，合作方对中资企业了解加深，对项目在当地的建设
成效认可增多，合作层面会进一步拓宽，对资金的需求也
会增加。二是中资企业在金融服务的配套服务可能也会
有一些新需求。包括资本筹集，尤其是现在越来越多项
目采取合资形态，股本如何设置，才能有效与当地合作伙
伴一起合作，这都是新的挑战。三是风险管理，通过金融
市场协助抵抗风险。无论是保险，还是有特色的资本金
融服务，让定价市场化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需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