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昨天， 第二届虹桥国际经济论坛 “70 年中国发展与人类命运共同体” 分论坛在上海举行。 新华社记者 范培珅摄

■本报首席记者 顾一琼

与全球深情互动，贡献中国智慧方案与力量
围绕“70 年中国发展与人类命运共同体”主题，世界各国专家同堂交流探寻共识

这是一个你一旦读懂就会深深迷恋的地

方。 世界透过这里，看到了现代化的多样选择，

看到了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光辉未来。 新时

代，中国将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愿景在

世界面前徐徐铺展 ，与全球深情互动 ，并在其

间不断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

来自 10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智库界、 媒体

界 400 余人昨天齐聚一堂， 共同出席第二届虹

桥国际经济论坛 “70 年中国发展与人类命运

共同体” 分论坛。

论坛开场播放了一部由中央广播电视总

台为此次论坛专门制作的短片， 反映了 70 年

来中国的沧桑巨变，以及为世界和平发展这一

崇高事业所作出的重要贡献，引起全场热烈反

响。 很多与会代表在随后的交流互动中渐渐形

成共识 ：坚持合作共赢 ，促进世界各国发展经

验化作远见卓识 ；坚持与时俱进 ，打造全球发

展新动能 ，推进开放包容 、普惠共赢的新型经

济全球化 ；坚持求同存异 ，做人类共同发展的

促进者，在认同、参与、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

构建过程中，凝聚强大精神动力。

从历史长镜头看， 中国发
展属于全人类进步的伟大事业

“从历史的长镜头来看， 中国发展是属于

全人类进步的伟大事业。” 论坛交流中， 国务

院发展研究中心党组书记、 副主任马建堂这样

开宗明义。 他列举了一组数据： 1949 年 ， 中

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49.7 元 ， 到 2018 年 ，

这个数字上升为 2 万多元 ， 扣去物价上涨因

素 ， 实际增长 59.2 倍。 特别是中国打响脱贫

攻坚战 ， 对全球减贫的贡献超过 70%， 近年

来 ， 中国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始终保持在

30%左右， 是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

马建堂说， 中国能取得如此历史性的成就

和跨越 ， 其根本所在是依靠中国共产党的领

导， 始终为人民谋幸福， 为民族谋复兴。

当下 ， 中国正推动全面深化改革落地生

根， 着力推进高质量发展， 进一步释放巨大的

国内需求潜力， 实施更大范围、 更宽领域、 更

深层次的全面开放， 不断优化营商环境， 提高

投资自由化水平。 马建堂说， 中国发展的巨大

成就是在开放的条件下取得的， 是各国朋友给

予的。 中国也将坚定支持全球化和维护多边贸

易体系， 继续推动形成更加公平、 合理、 民主

的全球治理体系。

马建堂建议， 在全球化的十字路口， 各国

要正视挑战， 拿出更大勇气， 不断推动经济全

球化朝着开放、 包容、 普惠、 平衡、 共赢的方

向发展， 借由此次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加强合

作沟通， 增强相互理解， 促进文明互鉴。

数年前， 曾经担任塞尔维亚总统的托米斯

拉夫·尼科利奇首次访华， 现在再次来到中国

时， 两国签署了双边合作计划， 将在金融、 文

化、 教育、 旅游、 技术等方面展开多项合作，

涉及矿业、 基础工程等， 整体项目的合同价值

达 100 亿欧元。 根据 2018 年欧洲议会发布的

信息， 塞尔维亚与中国的合作项目数量已位列

欧洲第四位 ， 这不仅有助于降低塞

尔维亚的失业率， 更能提

升其经济竞争能

力 。 在发言

中 ， 尼

科利

奇感谢中国对塞尔维亚的支持， 并希望两国关

系能走得更近。

尼科利奇说， 世界再也不会是单极的， 而

必然是多极的———各国之间要求平等， 更尊重

彼此的法律体系。 他说， 在联合国， 中国以自

身的实际行动向全世界证明了其所倡导、 推动

构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在价值核心和清晰

蓝图， 而 “一带一路” 更是给各国带来了巨大

机遇， 带来新鲜的理念和更多合作机会。

“来到中国， 我看到这里的人们共同庆祝

新中国成立 70 年的巨大成就， 而每个参与者

都为中国的高速发展深深感到自豪 。” 这些 ，

都让尼科利奇深有感触。 他说， 现在中国站在

了时代的前沿， 彰显了越来越大的影响力， 体

现了惊人的发展速度， 并在很多领域成为全球

范围内的领头羊。 比如， 中国去年在创新方面

的投资增幅惊人， 人民币加入国际一篮子储备

货币， 世界 500 强中越来越多涌现出中国公司

的身影……这些都是创新和努力的结果。 他深

有底气地说， 2050 年之前， 中国将成为全球

最有影响力的国家之一。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 “密
码”，藏在兼容并蓄的文化中

“1949 年新中国成立时， 大概没人能想

到， 在接下来的 70 年间， 中国将完全改变世

界。” 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亚洲研究中心高

级客座研究员、 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资深研究

员马丁·雅克这样感慨。 他说，联合国刚成立时

有 51 个成员国， 而现在增至 193 个成员国，越

来越多发展中国家及其人口将变成全球治理中

重要的、有影响力的因素。

马丁·雅克说，中国的崛起不仅带来了最快

的经济发展， 更是现代化的榜样。 从中可以看

出， 创新的基因与动能不仅仅是西方的专利。

“新时代已经开启，越来越多的体制机制创新层

出不穷。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要理解构建人类

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意义，有了新的使命感”———

中国创造了更包容、更民主的发展机遇，可以帮

助大家共同来应对很多带有共性的问题， 比如

全球气候变化等。

马丁·雅克还从另一个维度解读了中国推

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 “基因 ”所

在。 他说，从中国源远流长

的历史长河中 ，我

们可以看出 ，

中国对于

“命运

共

同体”理念是有着深厚根源的，中国对于“天下”

概念更是没有物理界限、充满包容和智慧的。今

天的中国， 为全球经济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和

方法，也使世界对中国有了全新的审视和认知。

“21 世纪将是中国的世纪”，中国推崇的文

明互鉴、治理制度完善等，都将为全球开启新视

野。中国创造性地解决了自身发展中的问题，也

在世界上创造了发展的奇迹。他也强调，中国从

来都是一个非常强大的学习者， 其积累的发展

经验对很多发展中国家都有着巨大参考价值，

更触发其他国家进一步发展的灵感。“尤其是改

革和开放，已化身为巨大的全球公共产品，为更

多国家发展提供参考。 ”

“敦煌莫高窟里的文化遗产中，藏着人类命

运共同体的‘密码’”，论坛现场，被称作“敦煌女

儿”的敦煌研究院荣誉院长樊锦诗从这样一个全

新的视角来解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意义。她

说，莫高窟文化遗产中蕴含的包容创新，对于当

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也有着积极启示。

古时张骞出塞，打通了丝绸之路，成为中西

往来的主要通道。 中华民族不仅创造了辉煌灿

烂的文化， 也积淀了伟大的民族精神。 在她看

来，蕴藏于莫高窟的文化遗产壁画，就是古代中

西文化在东方交流、 交融的见证———古老的敦

煌莫高窟展现给世界人民一份独特的中国智

慧，集纳了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奥秘和密码，见证

了古丝绸之路上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文化

之间共同谋求自由、幸福的历史。

由此，她表示 ，如今世界各个国家各种文

明之间也应该形成丰富多彩 、充满活力 、和谐

共处的积极关系 ，文明交流互鉴 ，能让世界变

得更美好。 在这一过程中，各国更需要超越自

我狭隘主义，共同着眼于人类共同美好的未来。

只有各国文化兼容并蓄、取长补短，才能让

更多民族获得文化的创新发展， 以及更为持久

的生命力。“我真诚祝愿世界各国‘看见’东方文

化之大成，以及千年文化交流的历史经验，坚持

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利共赢，为促进人类共

同繁荣发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继续努力。 ”

中国正在以自己的行动践
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人类命运共同体，其包含着共商、共建、共

享原则， 将有助于克服全球治理问题的高度复

杂性和不确定性， 有助于超越以往国家秩序构

建中的竞争思想和博弈思维， 以合作共赢来改

革完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政策目标， 这是推

进和解决全球治理问题的根本， 财政部原副部

长朱光耀在发言中这样解读。

朱光耀说，经过 70年艰苦奋斗，特别是经过

改革开放 40多年快速发展， 中国已成为世界第

二大经济体，并对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事业作出了

更大贡献。中国已将发展同各国的外交关系和经

济文化交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政

策目标，写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这是中国行

动的指南，也是对世界的庄严承诺。 当下中国已

经与 15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签署共建“一带一

路”协议，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

通、民心相通，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举办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这是一项伟大创

举。中国正在以自己的行动践行构建人类命运共

同体理念，为世界的和平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事关全球发展，这是

中国站在历史的角度主动去承担更多使命和责

任，为全球人民带来了重大机遇。泰国前副总理

披尼·扎禄颂巴说，当下中国的发展方向与时代

一致，不仅带来本国的辉煌，也给全球带来更多

机会。中国发展经历众多挑战，取得了社会和经

济发展的众多奇迹，这对于世界都非常重要。在

贸易保护主义抬头、 各种地缘政治问题出现的

当下，每个国家都应该学会如何应对挑战，克服

困境，服务民生。 在他看来，中国为亚洲区域合

作作出了积极贡献，东盟各国应发挥自身优势，

在合作机制中找到更多共同点，打破现有掣肘，

从而打造区域共同体，借鉴中国发展模式。

以往， 全球化背后的推动因素大都有资本

跨境流动的作用，但近十年来，中国在推动全球

化中扮演的角色，带来了新的思考和探索。俄罗

斯科学院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研究所所长沃洛

托夫斯基·根里霍维奇院士说，未来已来，多极

化的世界会带来更多变化， 不同经济体之间将

高度相互依存，形成竞争合作。全球各国都希望

能有个好的国际合作机制，更稳定、更可靠地推

动全球经济发展， 而中国在这当中所做的努力

和作用是显著的、有目共睹的。

美国彭博新闻社首席内容官马丁·申克则

从媒体的角度来审视这样的合作新机制 。 他

说 ， 现在彭博新闻社有更多专业化团队 ， 从

更为全局 、 更广泛的角度来展现各产业的新

机遇和挑战 。 比如 ， 聚焦新能源车的发展 ，

彭博社有个全球化记者团队 ， 关注追踪这个

行业的发展 。 他特别提到了中国市场的政策

透明度和数据透明度 ， 他说 ， 数据透明 ， 便

于市场配置资源时得到更高效率 。 “以数据

驱动这样的透明方式来实现增长， 中国做了很

多努力， 路线图清晰， 便于全球商业投资者更

好地布局未来。”

昨天，来自 10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智库

界、媒体界 400 余人齐聚一堂，共同出席第

二届虹桥国际经济论坛 “70 年中国发展与

人类命运共同体”分论坛。 图为参会嘉宾在

论坛现场聆听发言。

均新华社记者 范培珅摄

■ 坚持合作共赢， 促进世界各国发展经验化作远见卓识； 坚持与时俱进，

打造全球发展新动能， 推进开放包容、 普惠共赢的新型经济全球化； 坚持求

同存异， 做人类共同发展的促进者， 在认同、 参与、 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

构建过程中， 凝聚强大精神动力

与会代表
形成共识

11特刊
ｗww．whb．ｃｎ

２０19 年 11 月 6 日 星期三

责任编辑/靳 玮
视觉设计/李 洁

聚焦虹桥国际经济论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