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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水平开放带来新机遇

中东欧国家是欧洲最具活力和潜力的
地区，自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合作机制建立
以来，宁波充分发挥自身优势，主动寻求与
中东欧合作对接，形成了多层次、宽领域、
高质量国际合作格局。随着中国—中东欧
国家博览会升格为国家级涉外机制性展
会，宁波作为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合作机制
的平台和主要承载地的作用日益增强。

2018 年，宁波市与中东欧国家贸易
额达 39.9 亿美元，增长 26.8%，占全国比
重为 4.5%，其中进口额较 2016年增加一
倍以上。中东欧商品常年展销中心已开
设匈牙利、波兰、罗马尼亚等15个国家23
个特色商品馆，常年展示 3000 余种中东
欧特色商品，成为全国最大中东欧商品集
散地。宁波保税区设立了中东欧贸易物
流园，在西安、青岛等地设立了30余个中
东欧商品直销中心，帮助中东欧商品开拓
中国市场。2018 年，宁波舟山港与中东
欧四港的集装箱运输量达 33.4 万标箱，
同比增长16.5%。

在第五届中国—中东欧国家投资合
作洽谈会上，拉脱维亚经济部副国务秘书
埃德蒙兹·瓦兰蒂斯表示，宁波正在积极
探索电子商务，这是一个新的合作领域，
未来通过跨境电商平台，拉脱维亚的特色
产品能够更快速直接地进入中国市场。
塞尔维亚的果汁、匈牙利的火腿、黑山的
威尔娜红酒……可以预见的是，未来将有
更多中东欧商品经宁波进入中国，给人们
的日常生活带来变化。

“宁波智造”走向全球

进入6月份，宁波美诺华天康药业有
限公司的两条固体制剂生产线越发忙
碌。每天，这里会有近300万片（粒）药品
包装入库，等待发往欧洲市场。美诺华天

康的“蝶变”源于同斯洛文尼亚最大药企
KRKA 的深度牵手。这是“宁波智造”借

“17+1”合作机制东风，加快向“一带一
路”相关国家和地区拓展的缩影。

作为中国最重要的先进制造业基地之
一，宁波一直把发展智能制造作为推动实
体经济转型升级、提质增效的主攻方向。
制造业是宁波的优势和根基，“宁波智造”
更是与中东欧国家合作共建的优势。

宁波与中东欧国家落地的双向投资
项目数量居全国前列，涵盖医药、汽配、光
伏等领域。最近，宁波正在争取在罗马尼
亚设立首个宁波中东欧产业园，帮助企业
抱团“走出去”。截至去年底，宁波“走出
去”的企业遍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一
带一路”相关国家和地区投资总量占比近
20%。

在以“一带一路”为统领的开放大格
局中，宁波与中东欧国家迎来了合作的

“黄金时代”。截至去年底，宁波与中东欧
17 国累计双向投资合作项目达到 141
个。“我们希望以一个个项目为媒介，将宁
波打造成为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双向投资
合作的‘首选之地’，并促进中国与中东欧
国家之间形成持久务实高效的合作伙伴
关系，拓宽双方互联互通对接渠道。”宁波
市商务局相关负责人说。

随着宁波与中东欧国家合作愈发紧
密，越来越多宁波企业获得了中东欧高端
智力支持。2017 年，宁波在国内率先成
立中东欧国家引智工作站，已经与100余

家中东欧国家的高校、科研院所、企业建
立了合作关系，为包括宁波华翔在内的多
家企业引进海外工程师提供服务，引进各
类技术数十项。

目前，克罗地亚 H2O Robotics 有限
公司已与宁波明科电子有限公司和宁波
福特继电器有限公司达成合作意向，将在
余姚研发一款新式水上机器人；保加利亚
ECOFOL 科技公司将与宁波慧泽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合作，研发生物矿物叶面肥等
产品；保加利亚乳化重油项目、乌克兰地
铁隧道防漏水碳材料项目、克罗地亚电子
差速器项目、塞尔维亚仿真滑雪材料等多
个项目正在积极对接中。

人文交流描绘动人画卷

近6年来，宁波在实现产品“上岸”更
便捷的同时，同“一带一路”相关国家和地
区的人文交流也越发密切。首届中国—
中东欧国家博览会期间，中东欧美食展、
中东欧商品创意互动展、“诗画浙江·百县
千碗”展示、诗画北岸·文旅非遗互动体
验、“邂逅·艺术风情”演绎交流、“别有风
味·食材”美食交流、“打卡，舌尖上的相
遇”互动体验等活动在宁波江北老外滩次
第上演。浙江的宁波汤圆、雪菜大黄鱼、
缙云烧饼、开化气糕、蒲草乌饭，斯洛伐克
的烤肉、立陶宛的奶酪、塞尔维亚的香肠、
克罗地亚的煎饼、保加利亚的酸奶……来
自中东欧国家及浙江省各地级市的美食

与文化在宁波碰撞出了绚烂的火花。
“与君远相知，不道云海深”。早在4

年前，宁波就提出要打造中国—中东欧国
家双边人文交流的首选之地。眼下，宁波
与中东欧国家的合作已经从经贸拓展到
教育、科技、人才、文化、卫生、体育、旅游
等诸多领域，呈现出一幅不同文化相互了
解、相互欣赏、相互学习的动人画卷。

在旅游合作方面，宁波市政府连续 4
年主办的“百团千人游中东欧”活动，吸引
了近 7000 名市民参加，今年将扩展至希
腊，实现“17+1”全覆盖；在友好城市合作方
面，宁波已经与中东欧国家21座城市建立
友好关系，争取与17个中东欧国家都建立
友好城市关系，越来越多的中东欧国家学
生来宁波留学和工作；在文化交流方面，由
宁波市政府与文化和旅游部共建的索非亚
中国文化中心，是中国政府在保加利亚设
立的官方文化机构，自2017年11月份运营
以来，已举办展览、演出活动30余场。

“艺术是不同文化交流的最好桥梁。”
波兰艺术家提图斯参加宁波文化广场举
办的中东欧文化艺术交流展后不无感慨
地说。文化的交流、文明的对话，正让越
来越多的人对中国与中东欧乃至世界有
了新的解读视角。站在中国—中东欧国
家合作新起点上，宁波将扩大和丰富与中
东欧国家的人文交流，造就越来越多的文
化传播者、“宁波故事”讲述者和民心相通
推动者，为语言、习俗、文化不同的人们，
架起一座座相互沟通与理解的桥梁。

宁波 古丝路“活化石”绽放新魅力
本报记者 周明阳 郁进东

近期，所谓中国“一带一路”倡议令

一些国家陷入“债务陷阱”的论调甚嚣尘

上。这种推论不符合事实，是抹黑中国，

挑拨中国与相关国家关系。从理论和实

践两个层面看，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

倡议与有关国家的债务问题并没有直接

联系。

迄今，没有一个国家因为参与“一带

一路”合作而陷入债务危机。在世界银

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认定的 17

个非洲债务危机国中，多数国家的债权

人是欧美国家银行、企业等，不是中国。

美国波士顿大学《2019 年拉丁美洲和加

勒比地区中国研究》报告称，中国贷款绝

大多数并未超过 IMF的债务可持续性门

槛。可见，以非洲和拉美为例，基于债务

风险问题指责中国故意“掠夺”他国是没

依据的。

对出现债务困难的合作伙伴，中方从

不逼债，而是本着友好协商原则妥善解

决。美国荣鼎集团 4 月底发布研究报告

称，中国通常采用延长还款期限、再融资、

减免部分甚至所有债务等方式帮助借贷

方走出困境。

究竟有没有掉入所谓“债务陷阱”，参

与“一带一路”合作方最有发言权。肯尼

亚总统肯雅塔 2018 年公开表示，肯尼亚

有非常健康的债务组合，不仅从中国借

钱，还向美日法等国和世界银行、非洲开

发银行等机构借钱，并质疑“为何偏偏只

关注一国借贷”。

围绕斯里兰卡汉班托塔港“债务危

机”，斯里兰卡总理维克勒马辛哈2018年

9月份公开否认所谓“陷阱”问题，并强调

中国投资不是威胁。斯前总统拉贾帕克

萨撰文，用数据回击西方媒体不实报道，

重申中国报价方案低于丹麦和加拿大工

程咨询公司在可行性研究中给出的预

算。斯在 2016 年底已顺利还掉 17.61 亿

美元贷款中的5亿美元。此外，缅甸国家

安全顾问当吞也公开否认所谓“债务陷

阱论”。菲律宾财政部长也表示，来自中

国的主权贷款，菲方不需要提供抵押，而

且有能力偿还。

就算没有这些当事国实事求是的公

开驳斥，单从经济金融常识来看，是否滑

向债务危机也并不取决于是否对外借贷，

而是能否将贷款转化为产生有效收益的

资产，促进贷款方经济增长，增强长期可

持续还款能力。

事实上，“一带一路”合作着眼区域和

全球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包括中国贷款在

内的投融资资金在为相关合作方“赋能造

血”上发挥了独特作用。世界银行在

2019 年 4 月份发布《公共交通基础设施

——量化模型与“一带一路”倡议评估》显

示，根据对相关国家的研究，“一带一路”

交通基础设施项目为这些经济体带来了

3.35%的GDP增长，除去基建成本还会有

2.81%的增长。这些项目还可以为非“一

带一路”合作国家带来 2.61%的 GDP 增

长、为全球带来2.87%的GDP增长。

反倒是西方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贷

款，渊源远早于中国，金额规模远大于中

国，影响效果却是充满争议。一些人大

炒子虚乌有的“债务陷阱”，无非是双重

标准和损人不利己的心态在作祟。国务

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一针见血地说，“自

己做不到，也不让别人做，自己做不好，

也不希望别人做得好”。

为推进融资体系建设和加大金融支

持力度，包括中国在内的 28 个国家共同

核准了《“一带一路”融资指导原则》。

2019年，中国发布了《“一带一路”债务可

持续性分析框架》，倡导与各国、多边开发

银行、各类金融机构等各方通力合作，提

高投融资决策科学性和债务管理水平。

中国将与世界银行共同研究“一带

一路”环境和社会标准，发挥好中国与亚

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 8 家多边开发机

构共同设立的多边开发融资合作中心作

用。此外，中国还将通过加强与多边金

融机构合作，推动上合银联体、中国—中

东欧银联体等合作机制发展，倡导引入

更多商业性资金、尽量减少减让性资金

和政府性资金等多种方式，加强多元化

投融资来源、创新投融资方式，让“一带

一路”投融资实践更加适应发展中国家

需要和遵循市场规律，并惠及更多的利

益相关方。

（作者系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美国研
究所助理研究员）

一带一路“债务陷阱论”可以休矣
龚 婷

宁波地处“一带一路”和长

江经济带交汇点，是古丝绸之路

的“活化石”和“一带一路”节点

城市。日前，首届中国—中东欧

国家博览会在浙江省宁波市落

幕。从2014年 6月份承办中东

欧特色商品展起步，到连续4年

举办中国—中东欧国家投资贸

易博览会，再到启动建设国内首

个中国—中东欧国家经贸合作

示范区，宁波先人一步，在经贸、

科技、人文等方面与中东欧结下

了不解之缘

本报东京电 记者苏海河报道：由“一带一路”日本
研究中心、JST 中国综合研究所、日本华人教授会议、国
际亚洲共同体学会联合举办的首届“一带一路”东京论
坛日前在东京举行。中日两国专家、学者围绕“一带一
路”与 21世纪全球治理、中日第三方市场合作等专题展
开深入讨论，200 多人参加研讨会，并发布了“2019 东
京宣言”。

中国丝绸之路城市研究院名誉院长、中国银行原副
行长张燕玲介绍了国际金融合作助力“一带一路”项目的
具体成果，希望日本发挥国际开发合作的经验优势，通过
第三方市场合作，促进中日关系再上新台阶。

“一带一路”日本研究中心代表进藤荣一表示，不久
前在北京举行的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取
得圆满成功，说明这一构想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欢迎。
日本前驻联合国大使谷口诚提出，21 世纪是亚洲的时
代，“一带一路”将亚洲的文化、文明和世界观推向了全世
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应该成为全球治理的指导思
想。专家们一致认为，“一带一路”已成为当今国际社会
的公共产品，应维护好、利用好并使其更好发展。

论坛一致通过并发布的“2019东京宣言”提出，期待
通过践行“一带一路”倡议，促进构建更加平衡包容的国
际秩序和全球治理模式，以及可持续发展的社会；积极推
动中日第三方市场合作，携手促进广大发展中国家基础
设施建设，通过消除贫困，推进社会进步与环境保护事
业，为实现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作出积极贡献；支援各
地区中小企业人才培养，向健康与福利、农业与食品、资
源与环境等产业提供日本先进技术，推动中日产业经营
合作；推动日本早日加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以协调
融资、分享广阔的空间与社会发展红利，期待早日缔结正
在谈判中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以期
构建并强化经济领域的协同安全环境；推选丝绸之路沿
途环保中心城市，充分运用中日两国先进技术和经验，构
建智能城市网络；积极参与构建国际“一带一路”智库联
盟，呼吁设立中日共同研究基金，为促进“一带一路”倡议
的健康发展，与全球可持续发展作出智力贡献。

首届一带一路东京论坛发布宣言

期待构建平衡包容全球治理模式

本报伦敦电 记者马翩宇报道：英国兰卡斯特大学
日前举办“一带一路”研究院成立揭牌仪式。来自剑桥大
学、诺丁汉大学、清华大学、北京交通大学“一带一路”研
究院的 70多名中外专家学者出席仪式，并围绕“一带一
路”倡议与环境、法律、外交、文化等主题举行为期3天的
学会研讨活动。

兰卡斯特大学“一带一路”研究院是全英第一个实体
存在的“一带一路”研究中心，也是第一个由孔子学院牵
头参与的“一带一路”研究院。研究院将邀请有关国家专
家、研究机构及智库共同组成跨学科科研团队，阐释“一
带一路”倡议理念重要意义，介绍“一带一路”对英国及相
关国家利益影响。以定期召开学术座谈会、论坛等形式
加强学者智库间的交流合作。

中国驻英使馆公参杨晓坤表示，英国一直是“一带一
路”倡议的支持者，中英双方在制造、工程设计、金融服务
等多个领域有着广泛的合作基础。目前，有许多“一带一
路”相关的观点和现象值得研究，希望新成立的“一带一
路”研究院能够成为“一带一路”研究的领跑者，通过其研
究网络和资源整合，及时展现“一带一路”给世界带来的
新变化和新影响，为“一带一路”发展提供建设性意见。

英国成立一带一路研究中心

本报布达佩斯电 记者翟朝辉报道：“中国电影国际
巡展——中国电影走进匈牙利”活动日前在匈牙利首都
布达佩斯拉开帷幕，共举办了包括中国电影史展览、中国
优秀影片展映和电影大讲堂交流等多场交流活动，通过
电影讲好中国故事，让世界进一步了解中国灿烂的电影
文化。《流浪地球》《天将雄师》和《北京爱情故事》三部影
片还加配匈牙利语字幕参加展映活动。

匈牙利国家电影局局长米克洛什说：“最近在匈牙利
电视台播放的多部中国纪录片受到匈牙利观众的欢迎。
匈牙利政府为促进电影产业发展，吸引更多外国制作人
把匈牙利作为拍摄取景地，外国电影通过政府的文化测
试后，可享受最高投资额 30%的优惠政策补贴，目前所
有在匈牙利拍摄的中国电影都通过了这项测试。”

中国驻匈牙利大使段洁龙说：“本次电影巡展活动将
进一步推动中匈两国的影视交流，增进匈牙利民众对中
国文化的了解，期待中匈双方能够开展联合创作，为两国
文化交流开拓新天地。”

此前，中国电影国际巡展已在联合国驻日内瓦总部
和美国、俄罗斯、白俄罗斯、塞尔维亚、英国、土耳其、加拿
大、乌克兰等国家成功举办。

本版编辑 禹 洋

中国电影国际巡展在匈牙利举行

中国电影史展览向匈牙利观众全方位展示了中国电

影自 1905 年诞生以来的发展历程。图为匈牙利观众在

观看《义勇军进行曲》创作场景。 翟朝辉摄

图图①① 首 届 中 国 —首 届 中 国 —

中东欧国家博览会现场中东欧国家博览会现场

很热闹很热闹。。

图图②② 中东欧美食展中东欧美食展

上上，，宁波市民品尝来自中宁波市民品尝来自中

东欧国家的美食东欧国家的美食。。

图图③③ 首届中国—中首届中国—中

东欧国家博览会上东欧国家博览会上，，立陶立陶

宛国家展区的演出吸引了宛国家展区的演出吸引了

众多观众众多观众。。

丁继敏丁继敏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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