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博鳌亚洲论坛2019年年会发布四大旗舰报告——

把脉亚洲经济与区域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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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鳌亚洲论坛2019年年会的主题是“共同命运 共
同行动 共同发展”，对此，出席论坛的柬埔寨外交和国
际合作部副国务秘书索索肯向经济日报记者表示，博鳌
亚洲论坛今年的主题与当前亚洲乃至世界局势发展密切
相关，具有鲜明的现实意义。

索索肯表示，当今世界正在经历动荡，不对称的国家
间关系变得更加复杂，最重要的是，民众日常生活各方面
的不确定性都在增加。这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战略竞争、
贸易和技术对抗、保护主义和民粹主义对国际多边主义
的侵蚀，以及气候变化、跨境有组织犯罪、网络安全等非
传统安全威胁。面对这些挑战，全球缺乏有效的集体应
对，缺乏全球化的解决方案。

如何促进地区和国际和平与繁荣？索索肯表示，博
鳌亚洲论坛是一个探讨和制定应对全球挑战的方案、推
动全球化、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以及民心相通的重要平台，
也是一个从亚洲视角讨论、分享和回应国际事务、促进亚
洲内部团结认同、推动区域内外持久和平与共同繁荣的
中心舞台。毫无疑问，博鳌亚洲论坛是连接中国与亚洲
以及世界其他地区的桥梁。

柬埔寨副国务秘书索索肯：

推动制定全球化解决方案
本报驻金边记者 张 保

以“确定性”应对
“不确定性”

徐惠喜

新兴经济体经济发展良好

《新兴经济体发展2019年度报告》重
点分析了 2018 年新兴经济体在经济增
长、就业与收入、物价与货币政策、国际贸
易、国际直接投资、大宗商品、债务和金融
市场等方面的新情况和新进展，并对2019
年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形势进行了展望。

据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
研究所所长张宇燕介绍，2018 年，E11

（阿根廷、巴西、中国、印度、印尼、韩国、墨
西哥、俄罗斯、沙特、南非和土耳其）的国
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率约为 5.1%，比
2017年下降0.1个百分点，但就业形势好
转，收入水平出现改善势头，贸易增长动
力显著增强，外商直接投资逆势增长，总
体经济运行仍保持良好态势。

报告显示，展望 2019 年，E11 经济
增长和经贸合作仍受美欧货币政策走
势、全球贸易保护主义的政策与行动、债
务风险、大宗商品价格走势、全球经济治
理机制的改革进程以及主要大国的地缘
政治风险管控能力等多种因素影响，防
范风险、促进增长和深化合作仍是新兴
经 济 体 宏 观 经 济 政 策 的 主 要 目 标 和
任务。

区域一体化进程加快

过去一年，全球多边贸易和经济体系
面临重大考验，亚洲主要国家政府纷纷采
取措施，加快亚洲地区的贸易与投资的自
由化进程。《亚洲经济一体化进程2019年
度报告》对此进行了解读。对外经济贸易
大学学术委员会主任委员、国家对外开放
研究院执行院长林桂军表示，2017 年至
2018年，亚洲地区一共签署了 17个新的
自由贸易协定，70 个双边自由贸易协定
正在进行之中；2018年前 8个月，亚洲绝
大多数重要经济体进口均取得两位数以
上的增长，超过全球平均增长率。

林桂军指出，以数字经济和制造业孵
化为代表的新兴产业呈现快速发展的势
头，给亚洲经济发展带来了新的挑战。因
此，未来亚洲应重点关注国际贸易产品结
构的变化，即由制造业向服务化和数字经
济转变的趋势，以及由此带来的隐私、安
全等问题。

亚洲竞争力整体提升

《亚洲竞争力 2019 年度报告》指出，
面对不利的外部环境，亚洲经济体继续推
进改革议程，不断改善企业营商环境，修

炼内功。发展的惯性使亚洲主要经济体
得以保持稳步发展，成为继续支撑世界经
济发展的主引擎之一。值得一提的是，在
竞争力报告量化指标中，27 个经济体的
得分比上一年度有所提升，且各经济体之
间的差距正在缩小，反映出更为健康和平
衡的整体形势。

据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美欧所副
所长、研究员张焕波介绍，过去一年，亚洲
各经济体仍然保持了“雁形梯队”的模式，
排在第一阵列的是亚洲四小龙，第二个阵
列是新兴传统发达经济体，第三是东南
亚、中亚、西亚地区，最后是南亚地区。整
体相对稳定，但是板块内部竞争加剧，说
明竞争活力在提高。“一带一路”建设对亚
洲经济体的竞争的正面影响正在凸显。

2018 年，亚洲新兴经济体总体仍保
持了6.5%的高增长率，位居世界前列，但
受不稳定因素影响，大部分经济体经济增
速均有所回落。随着世界贸易体系受到
的阻碍不断加大，各经济体将加大域内合
作力度以抵消世界贸易体系效率降低带
来的损失。

金融发展助力基建投资

随着区域经济融合步伐的加快，论坛
逐渐将研究领域从经济一体化、竞争力报

告扩展到区域金融发展等议题，形成了多
层次多角度各有侧重的报告体系。博鳌亚
洲论坛秘书长李保东表示，《亚洲金融发展
报告》聚焦基础设施投资，针对亚洲金融业
尚不发达而基础设施需求不断加大的现
状，梳理了区域总体概况和东亚、中亚、西
亚、南亚等四大地区的特点和潜力，形成了
相应的政策建议和风险提示。

李保东说，亚洲已经成为全球经济增
长最快的地区，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接近60%。在社会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基
础设施在贸易便利化、经济增长和减贫等
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亚洲及区内外国
家提出了诸多互联互通的倡议，例如中国
的“一带一路”倡议、东盟国家的“互联互
通总体规划2025”、欧盟提出的“欧亚联通
战略”等。以多边开发机构为主的国际组
织和各国的开发性金融机构在基础设施
融资领域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报告显示，亚洲经济体在基础设施融
资方面面临的共同挑战包括财政空间紧
张、公共债务不断上升、地方金融市场不
断演变、PPP 监管框架不完善、汇率变
化、信贷和地缘政治风险等。“亚洲各国需
要更好的政策框架和营商环境，来吸引社
会资本和外国资本，通过银行贷款、债券
投资、股权投资等多种形式投资亚洲的基
础设施建设。”李保东表示。

3月26日，博鳌亚洲论坛2019年

年会新闻发布会暨旗舰报告发布会

在海南博鳌举行，《新兴经济体发展

2019年度报告》《亚洲经济一体化进

程2019年度报告》《亚洲竞争力2019

年度报告》三大旗舰报告逐一发布，

年会还首次发布《亚洲金融发展报

告》。这四份报告表明，亚洲新兴经

济体不仅是世界经济的重要引擎，也

将继续成为全球化的重要推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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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确定性是生活的常态，这是哲学家们的口头禅。

但在现实生活中，尤其是论及经济增长时，却很少有人喜

欢不确定性，大家都希望有确定、可预测和更加美好的

未来。

当前全球经济形势面临诸多不确定因素，如世界经

济增长动能减弱、国际贸易摩擦、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生

变、英国脱欧、人口老龄化、气候变化等。在3月26日一

场题为“世界经济展望2019：确定性与不确定性”的电视

论坛上，多位重量级论坛嘉宾就此展开脑力激荡，集思广

益，为减少世界经济的不确定性献计献策。

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今年初下调了今明两年

的全球经济增长预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副总裁张涛

认为，世界经济的不确定性主要有两个，一是贸易摩

擦，二是金融紧缩。据测算，如果美国对中国商品加征

25%的关税，将“吞噬”亚洲经济 0.9%的增速；美国的货

币紧缩政策，将使全球经济失速 0.75%。张涛的论断，

得到了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张宇燕

的支持。

在张宇燕看来，美国货币政策已经发生了逆转，是

走向利率中性，还是又开始宽松？这对全球经济、资产

价格、大宗商品价格、发展中国家的债务等都将产生深

远影响，是最令人关注的不确定性。在日本央行董事

局委员、政策委员会审议员铃木人司看来，人口老龄化

不仅关乎经济增长，而且事关社会民生，其带来的挑战

不容忽视。

如何应对这些不确定性？与会嘉宾仁者见仁，智者

见智。波士顿咨询公司董事长汉斯保罗·博克纳认为，技

术进步会进一步改变世界，努力奋斗，命运是可以掌控在

自己手中，未来将是光明的。在新加坡前副总理黄根成

看来，制定正确的政策，投资教育，让更多人学习新技术

拥抱新技术，能有效应对即将发生的变化，增加确定性。

“做正确的事情，不要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这是张涛给

出的答案。的确，损人不利己的事，大家都不要做，也绝

不能做。

携手合作，尤其是加强国际合作，这是多位嘉宾应对

不确定性给出的共同答案。今天，世界经济面临的不确

定性，不少都源于国家间合作的不通畅。国际金融危机

爆发时，大家发挥同舟共济精神，迎难克艰，战胜了危

机。面对当前世界经济遭遇的挑战，各国加强沟通，以此

增进相互了解，照顾彼此关切，减少摩擦，就可以减少世

界经济不确定性。亚洲国家加快推进区域全面经济伙伴

关系（RCEP）谈判，建立区域贸易组织，可大大增加亚洲

国家经济增长的确定性。意大利经济发展部副部长迈

克·杰拉奇指出，意大利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增加了意

经济发展的确定性。

处理确定性和不确定性，在现实中发现的问题，可以

到历史中寻找答案。中国有句话叫“以不变应万变”，创

新无疑是应对不确定性的“万能钥匙”。各经济体各企业

通过投资新技术，激发新一代信息技术、新材料、新能源、

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和人工智能的活力，将为世界经

济增添新的驱动力，增强世界经济的确定性。

博鳌亚洲论坛2019年年会的议题十
分丰富，“中国”是一个大家都非常关心的
话题。在主题为“70 年与 40 年的记忆：
走进新时代的中国”分论坛上，与会嘉宾
就中国发展的成就和未来进行了讨论。

博鳌是观察中国发展的众多窗口之
一。中国原外经贸部副部长龙永图说：

“我第一次到博鳌时，博鳌还是一个小渔
村。那时候，我和一些朋友讨论在博鳌
打造一个世界级论坛的可能性，当时的
构想很朦胧，没想到，几年以后就成为了
现实，越来越多的重量级嘉宾前来参加
论坛年会。”

两位国外嘉宾从更加宏观的角度谈
论了对中国发展的印象。菲律宾众议院
议长阿罗约表示，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的
历史，向世界展示了这样一个道理：每个
国家都可以根据国情选择适合自己的发
展道路。改革开放 40 年，中国取得了世
界历史上绝无仅有的成就，大量人口摆脱

了贫困。中国凭借自己的技术和优质产
品，成为世界各国和地区的重要合作伙
伴。法国前总统奥朗德也认为，中国实施
改革开放，融入世界发展潮流当中，对世
界意义重大。

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兼总裁董明珠表示，改革开放让世界加深
了对中国的了解。40 年来，中国向世界
展示了自己的魅力，中国人民用自己的智
慧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把中国的发展成果
和世界分享，造福世界。

清华大学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
院院长李稻葵认为，经过改革开放，中国
成为了世界经济的发动机和减震器。“发

动机是指中国经济增长有力推动了世界
经济增长；减震器是指中国巨大的市场帮
助很多发达国家走出了金融危机。”

中国保利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徐念
沙对中国人民越来越开放、成熟和自信的
心态印象深刻。“前两天，美国一位知名教
授问了我一个问题。中美发生经贸摩擦，
中国老百姓是不是都很怨恨美国？我毫
不犹豫地回答，不。”徐念沙说，虽然大家
都不希望出现贸易摩擦，但是中国老百姓
已经有足够的耐心、胸怀和自信去对待这
些问题，已经学会了做好自己的事，让事
实说话。

放眼未来，中国将会面临哪些挑战？

又该如何应对？李稻葵说：“中国的发展
就像跑一场马拉松，现在跑到一半，但外
部环境发生了变化，出现了‘逆风’和‘上
坡’，需要补充动力。未来，中国必须培养
更强的内生动力，进一步调动研发人员、
企业家、基层公务员等群体的积极性。”

徐念沙表示，未来，企业要肩负起更
多的社会责任。“保利有6个定点扶贫县，
涉及200多万人口。我经常去跑一跑、看
一看。有一次，我跟一个县长座谈，他说
这是第一次有世界 500 强公司的负责人
去他们县。从这件事，我看到企业还有很
多社会责任要承担。”

龙永图说，中国还有不少贫困人口，
所以脱贫攻坚是中国当前面临的最大挑
战之一。未来，中国要相信并坚持经济全
球化。作为一个大国，中国要带头推动经
济全球化，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

阿罗约也认为，随着中国的发展，中
国对世界和区域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中国
正成为经济全球化和自由贸易的引领
者。“中国应该推动改革，扩大开放，进一
步融入世界发展潮流。世界应该把中国
的发展视为一个机遇，而非威胁。”

与会嘉宾热议中国发展成就和未来——

中国发展就像跑一场马拉松
本报记者 袁 勇

中国的发展就像跑一场马拉松，现在跑到一半，外部环境发生了变

化，出现了“逆风”和“上坡”，需要补充动力。未来，中国必须培养更强

的内生动力，进一步激发各行各业的发展潜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