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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
论坛将于 5 月 14 至 15 日在北京
举行，习近平主席将出席高峰论
坛开幕式，并主持领导人圆桌峰
会。应习近平主席邀请，目前，28
个国家的元首和政府首脑确认
将出席论坛，这些国家包括阿根
廷、白俄罗斯、智利、捷克、印度
尼西亚、哈萨克斯坦、肯尼亚、老
挝、菲律宾、俄罗斯、瑞士、土耳
其、乌兹别克斯坦、越南、柬埔
寨、埃塞俄比亚、斐济、希腊、匈
牙利、意大利、马来西亚、蒙古、
缅甸、巴基斯坦、波兰、塞尔维
亚、西班牙、斯里兰卡。

其中 14 国已经与中国签署
“一带一路”合作协议，分别为：蒙
古、俄罗斯、乌兹别克斯坦、白俄
罗斯、柬埔寨、斯里兰卡、马来西
亚、土耳其、波兰、塞尔维亚、捷
克、哈萨克斯坦、老挝、匈牙利。

高峰论坛的重大意义

第一，“中国方案”将引领国
际合作。“一带一路”是中国首倡
的国际合作倡议，此次论坛更是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中国
就此主办的规格最高的国际会
议。论坛将为世界经济冲破低迷
困境、扭转“反全球化”逆潮提供
更强大的正能量。

第二，“中国方案”将成为影
响范围极广、程度极深的国家间
合作计划。“一带一路”倡议从提
出伊始就明确表示，既面向所有
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也向所
有域内和域外国家开放。此次论
坛期间，各方将进一步总结 3 年
多的成果经验，汇聚更大智慧、
凝聚更多共识，吸引更多伙伴一
道共襄盛举。

第三，“中国方案”将从地区
性合作升级为国际性合作。此次
论坛已有 110 个国家的官员、学
者、企业家及金融界、媒体等各
界人士确认参加，总数达到 1200
多人，涵盖欧、亚、北美、拉美、非
洲等地区。“一带一路”倡议超越
了传统的地域限制，为世界大多
数国家所认可，成为真正的全球
化合作平台。

经过 3 年多发展，“一带一

路”已经从理论构想变为创新实
践，进入全面推进务实合作的新
阶段。

值得期待的论坛看点

其一，达成合作协议数量更
多、层次更高。目前，中方已与 40
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就共建“一
带一路”签署了合作协议，此次
论坛期间这一成果有望扩大一
倍，再与近 20 个国家和 20 多个
国际组织商签合作文件。同时，
此次论坛将推动参与各方深入
对接政策举措，协商确定下一阶
段重点合作领域，构建战略对
接、规划对接、政策对接的高层
次合作平台，带动提升地区整体
发展水平。

其二，推动“一带一路”工作
的落实更加务实高效。此次论坛
的召开，将形成未来数年内“一
带一路”的整体合作规划和行动
方案，有望形成类似 G20 的工作
机制，为实质行动奠定基础。论
坛期间，各方将进一步梳理对接
重点合作项目，制定合作项目清

单，确保项目落地，进一步强化
“一带一路”框架内双边、多边合
作机制的带动作用。

其三，此次论坛召开，将推
动世界经济互联互通迈出坚实
一步。“一带一路”的本质，是一
场规模宏大的、极其深刻的、相
互关联的重塑世界经济地理革
命，其关键是实现基础设施的互
联互通。初步预计，此次论坛上，
中方有关部门将与沿线国家对
口部门共同制定近 20 项行动计
划，涉及基础设施、能源资源、产
能合作、贸易投资等多个领域。
这将进一步重塑“一带一路”经
济地理，实现欧亚非大陆一体化
和共同发展，最终重塑世界经济
地理，推动全球基础设施现代
化，提高全球经济增长，实现全
球一体化。

此次论坛召开，不仅将推动
“一带一路”建设进入新的发展
阶段，也昭示着中国将以更加自
信的姿态当好经济全球化的倡
导者、推动者和引领者。

综合央视网、新华网

“中国方案”引领国际合作

在当前有不少人对全球
化和自由贸易提出质疑的时
候，“一带一路”倡议为国际社
会应对气候变化、粮食安全和
水短缺等全球性挑战提供了
新的机遇。中国提出“一带一
路”倡议并在推动倡议落实方
面取得积极进展，可以说，中
国在团结国际社会共同解决
全球性问题方面“发挥着核心
作用”。
——— 联合国秘书长 古特雷斯

“一带一路”倡议和菲律
宾政府提出的基础设施建设
计划高度契合，两国合作空间
广阔，相信“一带一路”倡议将
会拓宽菲中经贸交往，造福菲
律宾人民。

——— 菲律宾总统 杜特尔特

这个时代，世界面临的不
确定性增加，美国政策不稳
定，出现了英国‘脱欧’的情
况，自由贸易受到挑战，“一带
一路”倡议已经成为各国寻找
合作的新希望，而泰国非常欢
迎“一带一路”这个新希望，从
政府到民众一定会支持、关注

“一带一路”，泰国的发展也要
与“一带一路”对接。

——— 泰国副总理 颂吉

“一带一路”倡议重视各
地区国家间的互联与合作，为
参与的国家提供“非常及时和
独特的机会”，通过触发投资、
创造就业来弥合基础设施差
距，促进经济繁荣，“这是一个
各方共赢的主张”。
——— 各国议会联盟（议联）主
席 萨比尔·乔杜里

作为南南合作主角之一，
中国引领着南南合作，“一带
一路”倡议已经成为南南合作
的典范。
——— 联合国秘书长南南合作
特使 豪尔赫·切迪克

综合新华社

民以食为天。伴随古代丝绸
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的开通，东
西方交往的增加，无论是中国，还
是欧洲或亚洲其他国家，人们的
生活都切切实实发生了变化，这
种变化就在身边，就在舌尖上。

一滋一味总关“情”。正是东
西方的交融，极大地丰富了人们
的餐桌：有了辣椒和胡椒，人们
在冬日火锅里才能倍感麻辣鲜
香；来个西瓜或者凉拌番茄，人
们在夏天才能消暑解渴……

“胡麻饼样学京都，面脆油
香新出炉。寄予饥馋杨大使，尝
看得似辅兴无。”唐代诗人白居
易在《寄胡饼与杨万州》中写下
了这样的诗句。大宛引进的葡
萄，也曾让诗人王翰吟出“葡萄
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

的诗句。“古来丝绸之路就是传
播之路、友谊之路、发展之路。无
论是道路连通、贸易畅通还是货
币流通，目标都是物畅其流，互
利互惠，共同发展。”中国社会科
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茶文化
专家沈冬梅说，茶文化的发展是
古代丝绸之路发展的最好见证。

“丝绸之路所通之处，当地
人也因茶文化的流行，改变着原
有的民族习惯，不断加深着中国
与外界的联系。到了清朝晚期，
中国茶叶贸易在世界茶叶贸易
中绝对领先。”沈冬梅说，“茶文
化的‘经久不衰’，也让中国的茶
文化在世界各地开花结果。比如
韩国的茶礼、日本的茶道、英国
的下午茶文化，都是受到中国茶
叶贸易影响的结果。”

沿着“一带一路”的轨迹，
中国美食走出去，更多“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的美食也正在扎
根中国。不仅仅是泰国餐厅、德
国餐厅这些人们耳熟能详的

“老牌”外国餐厅，格鲁吉亚餐
厅、巴基斯坦餐厅这些“小众”
料理，也渐渐在北京多了起来。
在北京，像“格鲁·秀色”这样的
格鲁吉亚菜，订不上位置或者
需要长时间等位是常事，问起
食客们为什么要选择这家餐
厅，都说“图个新鲜”。“哈恰普
利 ”“ 奇 克 美 露 里 ”“ 格 瓦
斯”……这些陌生的名字，实则
是来自异域的美味，虽然很少
有人去探问这些菜名的含义，
但是美食成了中外食客的“共
同语言”。 据新华社

舌尖上的“一带一路”

鼎故革新，尤需以新思维、
新方案、新动力，对全球治理理
念模式调整更新，将现有资源
重组激活，引领世界经济重新
走上兴盛繁荣之路。

“一带一路”，推动世界聚
焦发展大主题。

难民涌动，暴恐不断，地区
冲突频繁……世界的“问题单”
乱花迷眼。中国主张“必须攥紧
发展这把钥匙”，用互利合作、
共同发展的办法解决层出不穷
的国际矛盾。作为中国向世界
提供的重要公共产品，“一带一
路”倡议推动相关国家在发展
的旗帜下聚合起来，既让一些
欠发达国家看到了脱贫致富、
实现现代化的新希望，也让一
些遭遇发展困境的发达国家捕
捉到了深化结构性改革、推动
经济转型升级的新契机。

“一带一路”，塑造世界包
容大姿态。

当今世界，“文明冲突”的
论调此起彼伏，经济文化差异、
民族宗教矛盾日益凸显。“一带
一路”承继古丝路的开放包容
精神，以发展战略和经济政策
有效对接，最大限度容纳不同
的发展路径与治理理念。在这
一框架内，从“欧洲投资计划”
到非洲工业化战略，再到亚洲
各国的“光明之路”“草原之路”

“四角战略”，各域各国各策相
得益彰、五色生辉。

“一带一路”，引领世界走
向联通大未来。

互联互通是发展的王道。
“一带一路”所倡导的“五通”，
就是要打破政治上的民粹主
义、贸易上的保护主义、社会上
的排外思潮，打造商品大流动、
资本大交易、信息大流通、人员
大走动、文化大交流的大格局，
将陆地与海洋、东方与西方通
联起来，推动世界经济再平衡，
为经济全球化注入新动力。

据新华社

“一带一路”推动
全球治理新变革

国际声音““一一带带一一路路””绘绘就就发发展展蓝蓝图图

主要活动：
包括开幕式、领导人

圆桌峰会、高级别会议三
个部分

重点促成四方面成果：
凝聚更多共识
明确合作方向
推动项目落地
完善支撑体系

举办时间：
5 月 14 日至 15 日

举办地点：
中国·北京

出席人员：

外国元首和政
府首脑

28 位

国 家 的 各
界人士

国际组织的负责

人和代表 与会代表

110 个

61 个 1200 多名

“一带一路”是指“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一带一路”不是一个实体和机
制，而是合作发展的理念和倡议，是充分依靠中国与有关国家既有的双多边机制，借助既有的、行
之有效的区域合作平台，旨在借用古代“丝绸之路”的历史符号，高举和平发展的旗帜，积极主动地
发展与沿线国家的经济合作伙伴关系，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
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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