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第二届“一带一路”
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举办期
间，全世界的目光都聚焦
中国。海外媒体高度关注
习近平主席在第二届“一
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
坛开幕式上发表的主旨演
讲，认为在当前保护主义、
单边主义抬头的复杂形势
下，“一带一路”坚持“大家
的事大家商量着办”的伙伴
精神，通过双边合作、三方
合作、多边合作等各种形
式，推动相关国家和地区共
同发展。

英国《金融时报》报道
称，习近平主席在主旨演讲
中强调开放、包容和可持
续，这将使得“一带一路”项
目的国际化程度、质量标准
得到进一步提升，将吸引更
多国家政府、国际投资者和
私人资本参与其中。未来，
将会有更多欧洲国家参与

“一带一路”建设。
英国广播公司（BBC）

报道称，习近平主席在主旨
演讲中强调加强互联互通
和务实合作。“一带一路”建
设预计将涉及超过1万亿
美元投资，该倡议已经为许
多国家和地区的铁路、公路
和港口提供了建设资金。
同时，他强调对腐败零容
忍。这有力地回击了西方
国家对“一带一路”倡议的
质疑。

英国路透社报道称，
习近平主席的主旨演讲强
调了环境保护和绿色发展
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重
要性。建设高质量、可持
续、抗风险、价格合理且具
有包容性的基础设施项目
将有助于各国充分利用其
资源禀赋，促进“一带一路”
项目高质量发展，惠及“一带一路”相关国家和地区。英国
财政大臣哈蒙德表示，英国将致力于帮助中国进一步挖掘

“一带一路”建设潜力。
法国《回声报》以中国与瑞士间多年来的务实互利

合作为例，认为两国未来在“一带一路”框架下合作将取
得更大成果。该报指出，瑞士联邦主席此次出席峰会进
一步拓展了两国未来在第三方市场贸易、项目投融资等
领域的合作范围。

日本NHK电视台及多家电子媒体报道了习近平主席的
主旨演讲内容。《日本经济新闻》电子版称，习近平主席称

“一带一路”将确保商业性和对方国家财政的可持续发
展，并提出基础设施建设将在国际标准基础上推进，改进
招标和建设材料的采购方法，在重视国际规则的同时尊重
各国法律。中国提出制定防止融资过剩的原则和分析有
关国家债务状况的框架标准，对国际金融合作非常重要。

巴基斯坦主流英文媒体《新闻报》认为，习近平主席主
旨演讲中关于不搞封闭排他的小圈子，共同以零容忍态度
打击腐败，清理废除妨碍公平竞争，扭曲市场的不合理规
定、补贴和做法，进一步降低关税水平，不断开放中国市场
等内容具体、实在，符合“一带一路”相关国家和地区的利益。

保加利亚著名媒体集团《24小时报》刊文称，中国的
市场将进一步开放，并欢迎来自世界各地的优质产品。
中国不追求贸易顺差，希望进口更多的优质农产品、工
业品和服务贸易，达到平衡发展。

德国《商报》报道称，代表德国出席高峰论坛的德国
经济部长阿特迈尔表示，习近平主席的主旨演讲“十分
令人鼓舞”。海德堡大学中国问题专家路德雅克也表
示，“一带一路”倡议自身也在经历一个“学习过程”。德
国汉学家赫尔尼希表示，德国没有理由对“一带一路”倡
议产生恐惧，而是应当积极参与其中。

乌兹别克斯坦《东方真理报》报道称，高峰论坛主要
关注点在于进一步深化经济合作、加强合作共同探索新
经济增长点、推动绿色经济和创新、落实优先基础设施
项目，“一带一路”已经成为全球性经济平台。

哈萨克斯坦国际通讯社援引哈首任总统纳扎尔巴
耶夫在高峰论坛上的讲话指出，“一带一路”不仅意味着
大量的经济合作机会，还体现了全球120多个国家和地
区对安全、扩大贸易和繁荣发展的强烈需求。“一带一
路”倡议是新型全球化模式，历史进程正将全球化的中
心转向东方。

吉尔吉斯斯坦Akchabar新闻网在报道中说，中国
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愿意进口更多国外有竞争力的优
质农产品、制成品和服务，促进贸易平衡发展。

塔吉克斯坦ASIA-Plus通讯社报道称，中国的“一
带一路”倡议有助于维护全球自由贸易体系，促进全球
经济平衡和可持续发展。

新加坡《联合早报》刊文称，习近平主席的主旨演讲
逐一回应国际社会对“一带一路”的种种疑虑，强调“一
带一路”倡议将坚持绿色与廉洁理念，推动高质量发展。

马来西亚《星洲日报》报道称，马来西亚全国总商会
总会长丹斯里戴良业表示，高峰论坛对扩大各国企业合
作和加速世界经济有着非常积极的作用，今年首次举办
的“一带一路”企业家大会，为共建“一带一路”相关国家
和地区工商界提供了一个沟通交流平台，促进共建“一
带一路”国家和地区贸易投资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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匈牙利国会议员、长城匈
中友好协会主席欧拉·劳约什
接受经济日报记者采访时表
示，习近平主席在第二届“一带
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
式上的主旨演讲为“一带一路”
指明了前进方向，让所有参与

“一带一路”建设的国家继续保
持足够信心。

“我很高兴受邀参加第二
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
论坛，这几天一直在朋友圈分
享我的心情。近 6 年来，‘一
带一路’朋友圈在扩大，我的
微信朋友圈也在不断扩大，

‘一带一路’让我认识了更多
中国朋友，找到匈中合作更多
机遇。”劳约什表示，合作是

“一带一路”的核心，大家都是
自愿的，都认为合作对彼此有
利，这才愿意参与其中，这也

是“一带一路”有旺盛生命力
的原因。

对于“一带一路”带来“债
务陷阱”的不实言论，劳约什
直言：“所谓的‘债务陷阱’是
无稽之谈，一个国家与另一个
国家合作，必然就要有投资和
借贷，这是最正常不过的经济
行为。匈牙利是最早签署‘一
带一路’合作备忘录的欧洲国
家之一，已经分享到了早期红
利。”劳约什说，匈牙利与中国
的合作领域不断拓展和深化，
中国在匈牙利的投资正在创
造大量就业岗位，中国游客到
访 匈 牙 利 的 数 量 也 在 不 断
增长。

今年是匈牙利与中国建交
70周年，他相信今后两国在经
贸、基础设施、物流、旅游、航空、
教育等领域的合作将更加深入。

参加第二届“一带一路”
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的澳大利亚
维多利亚州州长安德鲁斯接受
经济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此
次论坛提供了重要的交流合作
机会。去年，维多利亚州与中
国发改委签署了“一带一路”
建设合作谅解备忘录，今年双
方将进一步落实有关合作协
议。维多利亚州与中国有着密
切的经贸合作与人文交流，

“一带一路”为双方合作带来
很多机会。

安德鲁斯表示，截至去年
底，维多利亚州与中国贸易额
超过 260 亿澳元，中国许多大
型企业在这里设立了地区总
部。“我相信维多利亚州将在

‘一带一路’建设中发挥关键作
用，成为卫生、教育、基础设施、
技术创新、食品和纤维制品等

领域的领先者。”
安德鲁斯表示，2016 年，

维多利亚州正式启动了繁荣伙
伴关系战略，这是一项建立在
相互尊重历史基础上的新战
略，旨在加强维多利亚州与中
国之间的交往。战略发布3年
来，已经实现了4个10年目标
中的 2 个，包括将对华出口从
65 亿澳元增长近一倍至 100
亿澳元以上，维多利亚州在中
国对澳投资总额中所占份额从
8%提高到 27%，增加了两倍
多。此外，维多利亚州还努力
加强与中国的文化交流。

“自从我担任州长以来，我
每年都会访问中国。每次访问
中国都有新的
发现并找到新
的合作机会。”
安德鲁斯说。

促进协调合作 实现互利共赢
——海外人士热议“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

匈牙利国会议员欧拉·劳约什：

所谓“债务陷阱”是无稽之谈
本报驻布达佩斯记者 翟朝辉

澳大利亚维州州长安德鲁斯：

“一带一路”带来很多机会
本报驻堪培拉记者 翁东辉

巴基斯坦计划发展部中巴
经济走廊项目总监哈桑·达伍
德接受经济日报记者采访时表
示，中巴经济走廊着眼于为巴
基斯坦带来更广阔的互联互
通、更高标准的基础设施、更可
持续的发展以及更紧密的人文
交流，众多在建走廊项目将帮
助巴填补在通信、教育、农业等
多领域的短板，增强巴基斯坦
抵御金融和经济风险能力。

哈桑·达伍德说，近6年来，
巴基斯坦积极响应“一带一路”
倡议并与中方共商共建中巴经
济走廊，最显著收获是使能源和
基础设施两大长期限制巴经济
增长的瓶颈得到了根本改善。巴
政府坚定致力于通过中巴经济
走廊建设发展本国经济，尤其是
更充分地利用好自身地理位置

优势，扮演区域贸易枢纽的角
色。哈桑·达伍德认为，巴基斯坦
在与中方合作，共同将中巴经济
走廊由愿景变成现实过程中积
累了不少好的经验，可以与其他

“一带一路”相关国家和地区分
享，其中一个重要经验就是要确
保相关合作能够始终最大化服
务两国的共同利益。

哈桑·达伍德认为，巴基斯
坦坚信中巴经济走廊建设能使
巴以更高水平的区域互联互通
促进本国经济发展。此外，巴
基斯坦还十分期待第三国参与
投资中巴经济走廊框架下的经
济特区。在向所有外商平等开
放投资机遇的同时，巴基斯坦
仍希望中巴工业合作优先推
进，以实际成果为其他国家投
资巴基斯坦起到示范作用。

巴基斯坦计划发展部中巴经济走廊项目

总监哈桑·达伍德：

巴基斯坦从中受益匪浅
本报驻伊斯兰堡记者 梁 桐

阿布扎比国际金融中心金
融服务监管局首席执行官邓伟
政接受经济日报记者采访时表
示，中阿合作已成为“一带一路”
建设的亮点和热点，一批具有示
范性作用的项目纷纷上马：中阿
产能合作示范园是首个“一带一
路”产能工业园区，阿布扎比国
际金融中心与园区共同打造中
阿产能合作金融服务平台，利用
两国金融资源和资本优势，为开
拓中东北非市场的企业提供多
层次综合金融服务。

邓伟政表示，阿布扎比国
际金融中心自成立起就围绕中
国制定长期战略，中国代表处
是阿布扎比国际金融中心的首
个海外办公室，旨在通过加强
与中国政府和企业的联系，将
阿布扎比打造成为服务中阿两
国重要机构和重大项目的“一

带一路”中东、北非投融资中
心，促进中阿两国经济金融合
作。2015年以来，阿布扎比国
际金融中心与中国人民银行等
监管机构保持密切沟通，与中
国证监会、中国银保监会、中国
贸促会、上海自贸区、亚洲金融
合作协会、上海证券交易所、中
阿产能合作示范园区等签署合
作备忘录或框架协议。

邓伟政表示，当前，阿布扎
比国际金融中心正与中方合作
伙伴积极推进“一带一路”国际
交易所建设。此外，阿布扎比
国际金融中心目前正着力推动
阿布扎比第一银行等阿金融机
构进驻中国。阿布扎比第一银
行是阿联酋最大银行，全球12
家 AA 级商业银行之一，代表
阿联酋作为创始成员行加入中
国—阿拉伯国家银行联合体。

阿布扎比国际金融中心金融服务监管局

首席执行官邓伟政：

金融合作仍有巨大空间
本报驻阿布扎比记者 王俊鹏

保加利亚记协外国记者协会秘书长伊维

塔·巴列夫斯卡：

为中保合作带来新机遇
本报驻索非亚记者 田晓军

保加利亚记协外国记者协
会秘书长伊维塔·巴列夫斯卡
接受经济日报记者采访时表
示，“一带一路”倡议是在整个
世界范围内具有较大影响的新
合作构想，为全球经济合作与
发展搭建了新平台，受到了中
东欧国家的广泛好评。

伊维塔·巴列夫斯卡表示，
保加利亚与中国“一带一路”合
作具有非常广阔的前景。2019
年又恰逢中保建交70周年，两
国关系的进一步深化将有力促
进“一带一路”建设。随着“一带
一路”合作不断推进，两国合作
已经取得了许多实质性成果，签
署了多项重要经济合作文件。
中国与保加利亚确定了几个潜
在的优先合作项目。保加利亚

企业界对与中国合作有长期兴
趣，正努力寻找更多合作机会。

伊维塔·巴列夫斯卡认为，
农业合作是两国合作的重点领
域。两国在农作物种植、农产
品深加工、农业科技等领域的
合作经常见诸保加利亚各类媒
体。旅游业也是两国合作的重
点领域，希望访问中国的保加
利亚游客不断增长，同样在保
加利亚也希望看到更多来自中
国的旅游者。目前，中国与保
加利亚在文化合作方面也取得
了很大进展。民众已能够更多
地体会到“一带一路”建设带来
的现实利益。第二届“一带一
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的举行，
为两国在更高水平上的合作注
入了新动力。

南非外交部顾问、经济学
家帕伊接受经济日报记者专
访时表示，“一带一路”倡议的
主旨是通过推动相关国家和
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实现互联
互通，这对面临巨大基建缺口
的非洲国家而言意义重大。
非洲大陆目前正处于经济一
体化关键时期，“非洲大陆自
由贸易区”已经从构想逐步迈
向现实，但实现各国经济深度
融合的前提是完善的跨境基
础设施体系。从这一点来讲，
更多国家和地区应积极拥抱

“一带一路”。
帕伊认为，中国与非洲在

“一带一路”框架下的合作前景
十分广阔。除了基础设施建
设、产能合作外，农业领域也值

得双方深度开发。随着中国经
济不断发展，中国民众的生活
质量日益改善，对于农产品的
消费要求也将走向更高层次。
非洲国家自然条件优越，农业
开发潜力十分巨大。

在中南务实合作领域，帕
伊建议，可从医疗卫生和教育
等民生领域寻求突破口。南非
政府十分重视改善民众福祉，
在国民医疗体系、教育体系等
方面付出了巨大的投入。中国
在医疗设施和高等院校建设方
面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完全可以为南非提供经验。帕
伊表示，民生领域的投入可以
让更多南非民众切切实实地感
受到“一带一路”建设带来的发
展“红利”。

南非外交部顾问、经济学家帕伊：

更多国家期待拥抱“一带一路”
本报驻比勒陀利亚记者 蔡 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