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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燃世界的未來

自2013年習近平主席提出共建“一帶一路”倡
議以來，已有150多個國家和國際組織與中國簽署
共建“一帶一路”合作檔。“一帶一路”倡議和建
設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理念已被納入聯合國決議。五
年來，“一帶一路”合唱團譜寫了一曲和諧共贏的
交響曲。“一帶一路”蘊含著前所未有的機遇，是
世界期待的。
架起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合作的橋樑。發達
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在政治、經濟、文化、歷史、風
俗習慣等方面有很大不同。政治互信、經濟融合、
文化包容來之不易。“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主要是
發展中國家，但“一帶一路”合作面向世界，歡迎
發達國家積極參與。正如白俄羅斯前副總理阿納托
利·托齊克(anatoly tozik)所指出的，這一倡議與
歐亞大陸無關，而是與整個地球有關。在風險和不
確定因素增多的國際形勢下，“金磚四國”已成為
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開展合作的重要橋樑。它把
分歧變成了互信，把隔閡變成了包容，把衝突變成
了合作。
這將為發展中國家的轉型與發展提供機遇。“
一帶一路倡議”尋求解決全球核心問題——自1945
年以來占世界人口85%的發展中國家的轉型。“一
帶一路”沿線國家總體上仍處於工業化進程中，轉

型發展任務繁重。基礎設施建設、貿易投資便利化
、扶貧攻堅、平衡包容、包容可持續發展，對落後
地區的發輾轉型將大有裨益。“一帶一路”倡議不
僅涉及發展中國家的專案融資、交通改善和南南合
作，而且涉及可持續發展目標和對多邊主義的承諾
。

為全球經濟增長提供新的引擎。全球經濟增長
面臨多重困難。第一，世界經濟週期面臨全球投資
下降、貿易增長放緩的問題。第二，反全球化、保
護主義、單邊主義、民粹主義抬頭。第三，一些國
家國內發展遇到困難。“一帶一路”正適時成為全
球經濟發展的引擎。“一帶一路”合作平臺連接亞
洲、歐洲、非洲和美洲國家。通過投資貿易便利化
，加強國際產能和裝備製造合作，為全球資本、科
技、人才提供更好的目的地，振興絲綢之路繁榮。
“一帶一路”建設已經進入了一個新時代，這意味
著世界的共同發展已進入一個新時代。
搭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平臺。千百年來，古絲綢
之路是文明交流互鑒、人類共同進步的歷史。“絲
綢之路也提醒我們，孤立的文化不可能繁榮，不同
的文明相互影響和滋養，它們變得越包容，就會越
強大。“一帶一路”倡議旨在增進各國和各國人民
之間的信心、信任和信心，構建合作共贏、和諧共
處、命運共同體。一帶一路框架中有一句至理名言
:“讓我們為了全世界人民的美好生活而互相幫助
!”

“舊秩序”與“革命”
本報特約評論員

美國代表團的兩名高級代表星期五會見了中國國家
主席習近平和國務院副總理劉鶴。美國宣佈談判氣氛良
好，習表示“取得了重要進展”。但雙方尚未就貿易休
戰達成最終協議，下周將在華盛頓重啟談判。
“首先，延長談判期限，就個別問題達成共識，在談
判進程中顯示建設性進展，並不意味著取得突破。與仍
在談判中的進一步讓步相比，中國現有的讓步要容易得
多，這些讓步包括增加對美國產品的採購，以及擴大對
本國市場的准入。美國要求中國停止政府補貼等扭曲市
場的做法，但這種做法的經濟和社會後果過於嚴重，中
國無法立即接受。如果中國只是部分削減電動汽車補貼
，美國人會滿意嗎?與此相比，用外交手段解決技術轉
讓問題似乎更容易。
其次，即使中美兩國解決了雙邊貿易爭端，也並不
意味著特朗普會改變整個對外貿易的方向。例如，他一
直威脅要對所有國家的進口汽車徵收高額關稅。美國商
務部是否會允許對進口汽車徵收懲罰性關稅，將其列為
國家安全威脅?這個問題將在幾天內得到答覆。”
第三，如果美國能夠迫使中國進行某些經濟改革，
這些改革將如何影響新興經濟體?這個問題還不清楚。
中國經濟正以30年來最慢的速度增長，但它仍是全球主
要的增長引擎。如果這些改革進一步削弱增長怎麼辦?
回憶起美國是如何迫使日本在一場貿易爭端中讓步，並
簽署了《廣場協定》，隨之而來的是嚴重的經濟泡沫，
最終導致數十年的經濟疲軟。兩位作者認為，對中國而
言，中美貿易戰中讓步的長期後果很難預測。它還涉及
美國與歐洲、甚至英國與歐盟之間的貿易關係。
“也許中國將不得不調整其經濟發展計畫。這可能導
致中國企業就業崗位的減少，也可能導致中國企業防線
的快速調整，在外部壓力下，中國企業在全球市場上獲
得了更高的競爭力。“在沒有政府補貼的情況下在全球
運營的中國企業，與專注於國內、受到政府青睞的國有
企業之間的差距，會進一步擴大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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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件事是明確的:對中國來說，2019年在貿易爭

普。中國，或者俄羅斯，現在不願意也不能接受美國以

端上與美國達成妥協，將對其經濟結構調整產生深遠影

前的角色。迄今為止，中國和俄羅斯都做出了在符合自

響。”2019年，中國將經歷痛苦和外部壓力，但這一

身利益的情況下使用秩序的姿態。當它損害自己的利益

過程將使其經濟成熟，並融入一個全球化的世界。

時，就破壞了秩序。

“2019年對中國經濟的重要性，就像1985年對日本經
濟的重要性一樣。”

，但也不全是壞事。這種情況迫使社會和政府考慮有哪

未來的世界將由美國和中國領導嗎?

舊秩序是建立在國際機構、規範、條約體系的基礎

上的，是由西方民主國家建立的。聯合國、國際貨幣基
金組織、世界貿易組織、北約、歐盟、歐安組織、《歐
盟基本權利憲章》、《不擴散核武器條約》……但舊秩
序只有在一個國家必須承擔違反規則的後果時才有效。
換句話說，需要有人來保護秩序。多年來，是美國保護
了它，但現在它失去了興趣。現在，全球輿論是否仍支
持美國的角色，取決於總統是誰，以及他的形象。特朗
電話：（852）35250592

“舊秩序的崩潰導致了風險的上升。新秩序尚未形成

承印人：5 COLOR LIMITED

些替代途徑，哪些更好，哪些更壞。曾經被認為過時的
聯盟或團體可能會重新獲得吸引力。
“如今，有很多人在談論所謂的G2:老牌超級大國美國
和新興超級大國中國將共同領導世界。”但這是一種什
麼樣的合作與對抗關係呢?這符合歐洲的利益嗎?這些問
題都沒有答案。在過去的十年裡，中國沒有像西方希望
的那樣開放，導致民主和法治。相反，今天的中國越來
越專制。美國和歐洲有盟友，中國和俄羅斯則沒有。基
於規則的國際秩序並未消亡。面對新模式的挑戰，既有
秩序更有價值，歐洲也更有價值。

承印地址：香港柴灣祥利街18號祥達中心20樓4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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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世界貢獻更多的中國智慧方案

Paciﬁc News

本報特約評論員
習近平總書記席在在慶祝改革開放40周年大會上，
他再次強調，中國正以自己的智慧、規劃和力量，為世
界和平與發展不斷作出貢獻。當前，世界正處於大發展
大變革大調整時期。人類比過去更能應付各種挑戰。作
為一個人口和經濟大國，中國應該為人類發展貢獻更多
的智慧、計畫和力量。
是堅持走自己的道路，不斷探索發展中國家現代化
建設的新途徑
一、改革開放40年來，我們實現了人類歷史上前所未有
的發展。
之所以取得這樣的成就，是因為中國已經走上了一
條符合國情、順應民意、反映時代需要的現代化道路。
這條道路內涵豐富，至少具有以下特點:
我們建立了適合本國國情的體制機制，沒有盲從，
沒有照搬。習近平總書記曾指出，這雙鞋合腳不合腳，
穿了才知道。我們始終堅持獨立自主的原則，根據本國
國情探索發展道路，建立符合自身發展要求的體制機制
。改革開放後,我們學習西方發達國家的經驗,“摸石頭
過河”,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我們也不能完全
符合這些國家的做法, 而不是所謂的“自由放任”,但注
重更好的發揮政府的作用,為了克服市場失靈,彌補市場
的不足。
堅持改革、發展、穩定相結合，推動現代化建設不
斷取得新進展。中國發展相對成功的關鍵原因之一，是
處理好改革發展穩定關係的能力。發展是解決一切問題
的基礎和關鍵。只有通過改革，才能消除制約生產力發
展的體制制約，增強發展動力。只有保持政治和社會穩
定，改革和發展才能前進。
我們要用好政府，用好市場，促進生產力發展。在
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過程中，市場在優化資源
配置、提高資源配置效率方面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
。在宏觀經濟穩定運行的時期，政府著眼於長期發展目
標，將資金、技術、人才等資源配置到只有通過財政、
金融、產業政策才能看到中長期效益的戰略項目中。在
宏觀經濟波動的情況下，政府充分利用宏觀調控、監管
政策和應急響應政策的結合，防止局部風險演變為系統
性風險，實現了“無危機增長”。

洋河酒系列：

我們要以國際合作和參與全球化為核心，以開放謀
發展。中國在發展中始終注重發展能力建設，強調依靠
自身力量推進現代化。但是，我們也十分重視通過國際
合作和參與實現經濟全球化。通過對外開放，我們不僅
吸引了資本，擴大了市場，而且學習了先進的技術和經
驗，推動了改革，完善了體制。
在發展過程中，要考慮不同階層的利益。在建立社
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過程中，我們鼓勵一些人先富起來，
但我們從未忘記共同富裕的目標。我們始終關注廣大人
民的利益，努力解決社會各方面的利益和關切。
二、

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共同應對全球性挑戰
現在,在人類發展的歷史和新節點,面對一百年的變
化,既是難得的機遇,也有嚴峻的挑戰:民粹主義、孤立主
義和保護主義和其他極端主義思想蔓延在某些國家或地
區,反全球化的復蘇,一些主要經濟體採取單邊措施,全球
治理遭受重創的秩序和制度。全球氣候變化、環境污染
、恐怖主義、重大傳染病等全球性問題日益突出。人類
迫切需要在改革和完善現有國際治理體系的基礎上，尋
求新的發展問題和挑戰的解決方案。
面對新的挑戰，各國必須緊密合作，攜手共進。我
們要建設人類命運共同體，維護世界各國平等。我們應
該尊重各國自主選擇社會制度和發展道路的權利，反對
把自己的發展模式強加於人。堅持多邊主義。我們應該
通過對話協商解決爭端，反對通過經濟制裁和軍事恐嚇
使爭端惡化。這最終將有助於建立平等協商、相互理解
、友好共處的夥伴關係。建立一個社區的共用人類的未
來,我們需要遵守共同的新概念,全面、合作和可持續安
全,反對一切形式的冷戰思維,應對傳統和非傳統安全威
脅以協調的方式,防止戰爭的禍害新興。建設人類命運
共同體，需要秉持開放精神，宣導互助互利，尊重人類
文明多樣性，推動文明對話，尊重自然、順應自然、保
護自然的理念，走綠色、低碳、迴圈、可持續發展道路
。
中國不僅宣導建設人類命運共同體，而且積極踐行
。當前，我們正在推動落實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一帶
一路”倡議，這是這些行動的具體體現。倡議提出在過
去的五年中,我們促進一系列基礎設施專案,並擴大“區

蘇酒集團 ( 洋河股份 ) 位於中國白酒之都——江蘇
省宿遷市，坐擁“三河兩湖一濕地”，是世界三大濕地
名酒產區之一。公司總佔地面積近 10 平方公里，總資
產 282.18 億元。
公司擁有深厚的歷史文化底蘊。洋河釀酒起源於隋
唐、隆盛於明清，曾入選清皇室貢酒，素有“福泉酒海

域”在國家的經濟,貿易和人員往來,在發展自己的同時,
也推動國家的經濟和就業增長,在促進人類命運的一個
社區建設了堅實的步伐。
三、
之路

堅持高品質發展，推動世界經濟走上新的繁榮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期，主要社會矛盾轉化
為人民對美好生活日益增長的需求與發展不平衡、不充
分的矛盾。面對重大社會矛盾的轉變，黨中央提出要推
動經濟由高速增長向高品質發展轉變。中國經濟長期穩
定健康發展，將為各國發展帶來更多機遇，促進世界經
濟新一輪繁榮。自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以來，全球經
濟的平均增長率從金融危機前的4.2%下降到危機後的
3.36%。世界經濟迫切需要走上新的快速增長軌道，發
揮中國引擎作用。
五年來，中國為世界經濟發展作出了突出貢獻。
2013年至2017年，中國經濟年均增速超過7%，遠高於
美國、歐元區、日本三大發達經濟體同期的年均增速。
不僅如此，中國經濟的穩步增長對降低世界經濟波動風
險也發揮了決定性作用。今後，在促進高品質發展的過
程中，中國經濟保持中高速穩定增長，將有利於世界經
濟穩定，有利於世界經濟復蘇，有利於世界經濟加快發
展。
中國經濟的高品質發展也將為世界各國創造更多發
展機遇。中國人均國內生產總值近9000美元，已成為
世界經濟增長最快、最有潛力的消費市場。中國是世界
上最重要的大宗商品進口國之一，在穩定大宗商品價格
、促進原材料出口國經濟復蘇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據
世界銀行統計，中國商品和服務進口總額占全球進口市
場份額已超過10%。中國對高科技產品的巨大需求也為
發達國家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合作機遇。隨著中國經濟的
發展和人民收入的提高，世界各國將在中國找到越來越
大的發展空間和機遇。此外，中國的高品質發展將有助
於減輕全球資源和環境壓力，減少溫室氣體排放，消除
絕對貧困，促進包容和共用發展，落實2030年可持續
發展議程，為人類可持續發展作出貢獻。總之，中國在
高品質發展道路上取得的成就越多，對人類發展的貢獻
就越大。

清香美，味佔江淮第一家”的美譽。雙溝因“下草灣
人”、“醉猿化石”的發現，被譽為是中國最具天然釀
酒環境與自然酒起源的地方。作為中國名酒的傑出代
表，洋河、雙溝多次在全國評酒會上獲得殊榮，彰顯了
名酒風範。

廠址：江蘇省宿遷市洋河鎮中大街 118 號
傳真：025-52489252
蘇酒集團客服熱線：95019/4001199999/400-828-1589( 座機撥打 / 手機撥打 )
電郵：webmaster@chinayanghe.com
國際業務熱線：+86 25 86438732
電郵：global@chinayangh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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