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 欧亚经济论坛”近日在古都

西安再次拉开帷幕，这是自2005年首次

举办以来的第7届论坛。从最初的地方

性国际会议升格为欧亚区域经济合作大

平台，14 年间，伴随着国际政治经济形

势和区域发展主题的变迁，欧亚经济论

坛的议事模式日渐成熟，内容设置更加

务实，组织架构趋于健全，规格层次不断

提升。一句话：高水平务实合作的特征

日渐凸显。

“共建‘一带一路’：高水平合作，高

质量发展”是本届欧亚经济论坛的主题，

也是区域内合作各方的愿景。欧亚经济

论坛是以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和观察国

为主体，面向上合组织所覆盖的广大欧

亚地区、开放性的高层次国际会议。作

为上海合作组织框架下的经济合作机

制，14 年来，欧亚经济论坛有效发挥了

公共外交、投资促进、政策协调和项目对

接的平台作用，不仅成为中国“向西开

放”的重要战略窗口，更对推动中国与欧

亚国家经贸往来、完善国家对外开放总

体格局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独行速，众行远，携行乐。当前，国

际经济形势错综复杂、国内发展方式正

面临深刻变革。因此，高水平推进欧亚

区域经济合作更显迫切。实现高水平合

作不仅需要顶层设计，更需要基于专业

精神深入、务实、切合各方共性需求的合

作项目载体。前不久，习近平主席在上

合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十九次会议

上关于在陕西设立上合组织农业技术交

流培训示范基地的提议，得到了与会各

方首脑的积极回应。此举带来的启发

是，研究、探求具有最大公约数的合作项

目是保障合作成功的关键所在。利益相

关自然通力携手。笔者注意到，除金融、

科技、生态、文旅等传统分会以外，本届

论坛还专设了气象、建筑和地矿等多个

专题分会以及电子商务、国际创新设计

和智库会议等特色化深度议题。为与会

各方实现高水平务实合作提供了充分的

对话渠道和项目落地机会。

从宏大走向具体，从深入迈向高

端。可以预见，“2019欧亚经济论坛”必

将让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欧亚国家和地

区进一步融合互补。这不是简单的数量

相加，而是旨在共同实现高质量发展的

乘数效应。世界将从中感受到欧亚大陆

腹地加快发展的强劲脉动。

促进高水平务实合作
张 毅

“2019 欧亚经济论坛”设开幕式暨
全体大会和金融、生态、文旅、气象、科技
等 10 场平行分会，以及涵盖会、节、演、
赛在内的 14 场系列配套活动。与往届
相比，本届论坛愿景目标更加明确，办会
理念更加务实，内容形式更加多样，各方
参与更加积极，与会嘉宾共享开放融通
的思想盛宴，共奏活力澎湃的发展乐章。

打造区域合作升级版

欧亚经济论坛发起于2005年，每两
年举办一届，永久会址设在西安。2015
年3月份，《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和行动》发
布，明确将欧亚经济论坛列为推动“一带
一路”建设的重要平台。10 多年来，欧
亚各国政商学界人士以欧亚经济论坛为
平台，广泛参与、深度交流、务实洽谈，历
届论坛先后促成了一系列大型合作项目
的成功实施。

“2019欧亚经济论坛”围绕“依托上
合组织，服务‘一带一路’，促进地方发
展”这一宗旨，基于搭建“‘一带一路’建
设、欧亚区域经济合作、新时代西部大开
发”三大平台定位，进一步凝聚起欧亚合
作交流的强大合力。

开幕式上，陕西省委书记胡和平表
示，陕西是古丝绸之路起点和“一带一
路”重要的枢纽和门户节点。近年来，共
建“一带一路”倡议使陕西站在了对外开
放的前沿，与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和欧亚
各国的联系日益紧密。面向未来，陕西
将致力于推动高质量发展并推动大开
放、大保护，大力发展枢纽经济、门户经
济、流动经济。愿以本届论坛为契机，同
各国加强互联互通，在能源、先进制造、
贸易投资、生态旅游、绿色基础设施、客
货运枢纽建设等方面深化合作，共同绘
制“一带一路”工笔画。

与会的摩尔多瓦议长齐奈达·格雷
恰尼在大会演讲中表示，中国从世界工
厂变成了“世界实验室”，中国的发展经
验对很多国家都具有借鉴意义。

务实合作迈上新台阶

自“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中国
与欧亚各国贸易合作规模进一步扩大，
贸易结构持续优化，投资领域互利合作

不断深化，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水平得以
提升，创新领域合作亮点不断，中国与欧
亚地区的务实合作不断迈上新台阶。

在国际经贸发展分会上，清华大学
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主任傅莹指出，加
强中国与欧亚地区经济合作，对于稳定
世界经济具有时代意义，农业等传统产
业和人工智能等高新科技都可以成为欧
亚合作的新亮点。

推进欧亚地区经济合作，需要金融
发挥重要支撑作用。近年来，中国与欧
亚多国的开发银行以项目投融资、机制
建设、人员交流培训等为重点，开展了多
种形式的合作。记者从金融合作分会上
获悉，截至 2019 年 6 月份，国家开发银
行已高质量完成 2500 亿元等值人民币
专项贷款合同签约任务，其中，欧亚地区
国际业务余额约1000亿美元。

除了经贸合作，在科技创新、文化艺
术、观光旅游等方面的合作，欧亚经济论
坛也大有可为。

8 名绣娘缝制 10 个月制成的汉代
皇后礼服、佩戴VR头盔体验现场“寻宝
考古”……在“欧亚经济论坛—2019 丝
绸之路国际创新设计周”上，来自“一带
一路”相关国家和地区的设计师齐聚一
堂，向市民展现大到国之重器，小到衣食
住行的创新设计。在生态分会上，中外
专家学者共商生态环境改善大计、碰撞
绿色发展智慧；在气象分会上，西安气象
大数据应用中心正式落成揭牌，各参与
国将共同开展包括风云卫星遥感数据在
内的气象大数据技术交流。

论坛期间，各项活动安排紧锣密鼓，
各方都将其视为加强沟通交流、增进合
作共识的良好平台，努力为高质量共建

“一带一路”、促进欧亚地区发展繁荣作
出更大贡献。

打造内陆开放新高地

西安是中华文明的重要源头之一。
借着“一带一路”倡议的强劲东风，全世

界的目光再次聚焦于此。当前，西安正
全力打造内陆型改革开放新高地，欧亚
经济论坛等高端平台的支撑，让更多全
球各领域的高端要素在此集聚，加快西
安对外开放、交流合作、经贸往来，助力
西安成为“一带一路”建设的前沿城市。

回首“2017欧亚经济论坛”，西安与
多方在金融、电子商务、高新技术、文化
艺术等领域签署了合作协议。西安市政

府分别与乌拉圭圣何塞市、瑞典于默奥
市、俄罗斯圣彼得堡市签署了建立友好
城市关系意向书和合作协议书，为城市
建设和交流发展创造新机遇。

有观点认为，本届论坛的举办，将进一
步把握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
势，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强化向西开
放支点作用，为绘制“一带一路”精致细腻
的“工笔画”贡献西安力量。

“2019欧亚经济论坛”聚焦高质量建设“一带一路”——

弘扬丝路精神 谱写合作新篇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周明阳

本报讯 记者周明阳报道：9月10日下午，“2019欧亚
经济论坛”文旅分会丝绸之路黄金旅游走廊主题论坛在西
安浐灞生态区举行。会上，来自中国西安和乌兹别克斯坦
的塔什干、撒马尔罕、布哈拉、希瓦 5座城市的代表共同出
席“丝路驿站首批合作城市启动仪式”。大会发布了“丝绸
之路旅游产业联盟西安共识”，并成立丝绸之路旅游产业联
盟，揭开丝路文旅融合新篇章。

为推动“一带一路”相关国家人文交流和经济交流，中
国一批文旅企业在政府有关部门支持下，提出了由丝路沿
线数十座城市承接的“丝路驿站体系”计划，以此推动丝绸
之路黄金旅游走廊建设，带动各城市经济文化发展，促进各
国“民心相通”。中国西安、乌兹别克斯坦的塔什干、撒马尔
罕、布哈拉、希瓦 5 座城市成为“丝路驿站”第一批落地
城市。

据介绍，“丝路驿站体系”作为丝绸之路上的主客
共享型文化客厅、深度体验型现代旅游综合体、线上线
下结合的商贸平台，将为丝绸之路黄金旅游走廊提供旅
游住宿餐饮、现代信息中心、文化展示与交流、旅游与
研学活动组织、地方特色商品销售等多方面的服务。根
据规划，“丝路驿站体系”将为相关国家建造 100 个驿
站，使其成为相关地区与国家提供文化商贸交流与服务
旅游往来的新平台。

9月10日至12日，以“共建

‘一带一路’：高水平合作，高质

量发展”为主题的“2019欧亚经

济论坛”在陕西西安举办。来自

58个国家的政界、商界人士及学

者齐聚西安，共商“一带一路”合

作与发展，展开多领域、多层次

的深入对话，推动形成国家层

面、国际组织、大型企业、地方政

府广泛参与的伙伴关系，打造休

戚 与 共 、利 益 交 融 的 命 运 共

同体。

“丝路驿站”首批合作城市启动

“聪明的休闲”“移动文明”“‘酷’时
代与夜经济”“熬最晚的夜，买最贵的眼
霜”……在以“交流 共融 互鉴”为主
题的“2019 欧亚经济论坛”文旅分会
——品牌赋能文旅融合发展主题论坛系
列活动上，来自全球的专家学者们用一
个个新鲜生动的“旅游金句”，聚焦文化
和旅游深度融合，挖掘文化传承与创新，
探索产业重构与升级等话题，展示了欧
亚经济合作过程中文旅发展的新生态。

中国未来研究会旅游分会副会长刘
思敏曾提出“移动社会”“旅游恩格尔系
数”理论。他在论坛上表示，后工业文明
的显著特征是第三产业占据重要位置，

作为现代服务业和第三产业的龙头，旅
游业将成为最具活力的朝阳产业。同
时，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对幸福的追
求，以旅游为载体的移动生活，作为一种

“聪明的休闲”将成为高级生活方式和品
质的象征，并成为一种国际潮流。

中国人民大学文化创意产业研究所
所长金元浦通过大数据分析，画出了一
幅“夜猫子”活动图。他表示，夜经济发
展水平是考察城市市场化、国际化程度、
文化品格及市民生活品质的重要标尺。
当前，我国夜经济需要以文化创意产业
为导向，以商业服务业为供给保障，以高
新科技作为技术支持，以信息服务业为
重要手段，彰显城市精神的引领力、开放
的包容力和卓越的创造力。

除了紧追热点，专家学者们还将触
角伸向文旅融合的多个领域。在以“文

化品牌赋能：新时代下的文旅融合”为
主题的“高端对话”中，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战略规划局副局长默罕穆德·吉里
德、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副秘书长严
晗、中国与全球化智库副秘书长刘宇、
罗托鲁阿经济发展局首席执行官米歇
尔·坦普勒围绕文化品牌新内涵及其打
造——从“长安十二时辰”“文化遗产

（非遗和物质文化遗产） 如何形成品牌
在文旅融合中发挥作用”“5G时代，科
技助力文化品牌搭建”等热点话题各抒
己见，探讨文化品牌如何为文旅融合发
展注入新动能。

中国旅游研究院副院长李仲广表
示，西安是世界著名旅游胜地之一，作为

“世界旅游目的地”，西安要继续提升旅
游品质化和国际化水平。在这方面，曲
江可以起到领头作用。本次分会，既展

示了文旅融合发展新愿景，也为西安文
化旅游“补短板”。分会相关负责人表
示，近年来西安以建设国际一流旅游目
的地为目标，构建全域旅游大格局。曲
江新区也在积极探索文化遗产、文化场
馆、文化 IP、文化精品、文化新经济与旅
游深度融合的发展新途径。相信通过在
本次分会上的思想碰撞，一定能为西安
乃至中国文化旅游融合带来可资借鉴的
宝贵经验。

从大雁塔到明城墙，从兵马俑到华
清池，作为文化与旅游资源富集之地的
西安，正以全域旅游理念，聚焦“商养学
闲情奇”新业态、新模式，加快建立大旅
游产业生态圈，全面实施文化复兴工程，
建设西安优秀传统文化资源数据库，用
好兵马俑、大小雁塔、城墙等名片，丰富

“西安语言”，讲好“西安故事”。

坐在战斗机模拟机舱，
现 场 体 验 飞 行 驾 驶 ；通 过
5G+VR看钟楼全景影像；与
机器人“优友”对话，享受最
方便的办事流程；可爱的“克
鲁 泽 ”跳 舞 唱 歌 …… 走 进

“2019 欧亚经济论坛”主题
展会——中国（西安）电子商
务博览会展馆，数字经济的
浓浓气息扑面而来。

作为本届论坛重要主题
板块，第五届中国西部国际
电子商务大会暨博览会深度
聚焦电子商务平台、智慧城
市、智慧社区等主题。中国
石化、中国移动等百余家国
内外知名企业盛装亮相。据
介绍，本届博览会展出规模
及展商数量均创纪录，且企
业重复参展率高，体现了数
字经济和跨境电商在欧亚经
济合作中的巨大活力。

在本届西部国际电子商
务大会上，包括谷歌、洋码
头、Wish等跨境电商企业代
表在内的500多名嘉宾积极
互动，寻找商机。洋码头联
合创始人及全球优选 CEO
蔡华在主旨演讲中表示，随
着消费结构不断升级，中国
西部消费群体对跨境商品需
求呈现井喷式增长，有望成
为新的增长点。下一步，洋码头将加快与西安合作，打造零
距离跨境购物体验，满足消费者碎片化、全球化消费需求。

建设网上“丝路”，做实平台是关键。作为“丝绸之路”
经济带的新起点，西安自2014年获批国家跨境电子商务服
务试点城市以来，经过5年精心谋划，搭建了国内一流的跨
境电商软硬件基础设施，引入了一批跨境电商龙头平台企
业，培育了一批竞争力强的本土跨境电商大卖家，跨境电商
增长速度每年保持在30%以上。2018年7月份，西安获批
国家第三批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跨境电商已经成为
引领西安外向型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极。

网上联通，网下联动。经过多年建设，西安港已成为目
前国内唯一拥有国际、国内双代码的内陆港，拥有一类铁路
口岸、二类公路口岸、入境粮食指定口岸、进口肉类指定口
岸和整车进口口岸。向西开通了直达中亚、欧洲的13条中
欧班列长安号干线，覆盖“一带一路”相关 44 个国家和地
区，向东与青岛、宁波、天津、上海等沿海港口城市合作开行
了陆海联运班列，襄西欧、徐西欧、蚌西欧、冀西欧常态化运
营，中欧班列西安集结中心织线成网，陆海内外联动、东西
双向互济的开放大格局加速形成。

凭借长安号中欧班列的快捷物流通道和跨境电商综合
试验区的政策优势，西安正成为国内外知名跨境电商平台
重点布局区域。西安国际港务区管委会副主任马选利表
示，结合跨境电商产业发展实际需求，西安国际港务区创新
实行了“长安号+跨境电商”“长安号+保税”模式，助力企业
实现“买全球、卖全球”。2018 年园区电商交易额突破
1500亿元，注册跨境电商企业超过300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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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大咖共商欧亚文旅融合
本报记者 雷 婷

西安街头随处可见“2019欧亚经济论坛”标识。 周明阳摄

在电子商务博览会上，参观者在国家航空产业基地展

台用模拟器体验飞行乐趣。

雷 婷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