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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引下奋力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

新时代对外工作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让济南走向世界  让世界了解济南

外媒眼中的济南：国际化的泉城令人惊叹



市领导会见来访贵宾

7月11日，市委副书记、市长孙述涛为获得2019年度泉城友谊奖的外国专家克里斯
特·霍姆伯格先生颁奖。

8月1日，省委常委、市委书记王忠林会见省外办主任、党组书记，省人民对外友好协会
会长蔡先金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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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济南市在解放思

想、优化环境、动能转换、推动

高质量发展等方面做了大量工

作，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与先

进地区相比，还有很大差距。

我们认为，济南最大的差距，还

是差在敢想敢闯上，差在创新创

造上，差在精细精致上，差在体

制机制上，必须认真贯彻落实省

党政代表团赴北京上海雄安新区

学习总结会议要求，发扬自我革

命精神，大力推进制度创新，抓

好流程再造。当前，济南市成立

了工作专班，研究制定了行动方

案，在全市迅速开展新一轮流程

再造的改革创新行动。

抓好流程再造，必须拿出

刀刃向内的狠劲。改革本身就是

一场革命，最难的是向自己动刀

子。深化流程再造，必须要有壮

士断腕的决心和勇气。近年来，

济南在这方面下了一些功夫，成

立了行政审批服务局，实现“一

枚印章管审批”，但是权力部门

化、数据不共享的问题依然存

在。下一步，我们将坚决打通部

门之间的数据壁垒，打破部门之

间的权力藩篱，打通省市区三级

的层级隔阂，实现三级联通。

抓好流程再造，必须拿出

敢为人先的闯劲。习近平总书记

指出，山东人自古就有敢闯新路

的传统，历史上一些山东人闯关

东就闯出了一条活路。改革开放

再出发，必须激活山东人“敢闯

敢试”的基因。别人能做到的，

我们也必须做到。近年来，济南

“拿地即开工”“建成即使用”

模式，就是闯出来的。但是作为

新旧动能转换先行区，济南对先

行先试的政策用得还不够好，鲜

有值得全国复制借鉴的经验，必

须进一步解放思想、大胆创新，

把16个领域、60项制度创新牢牢

抓在手上，大胆闯大胆试大胆

改，为全国全省新旧动能转换探

索经验、趟出路子、提供示范。

抓好流程再造，必须拿出

勇争第一的拼劲。学习考察中

强烈感受到，各地都在拼、都

在抢，可谓“千帆竞发、百舸

争流”“不进是退、小进也是

退”。济南这些年在发展规模、

发展质量、发展产业上已形成一

定基础，必须乘势而上，敢与好

的比，敢与快的赛，敢与强者竞

高低。近日，济南市将印发“对

标先进”工作方案，按照习近平

总书记“走在前列”目标定位，

各项工作全面对标对表北京、上

海、深圳等先进地区，努力扬起

龙头、走在前列。

抓好流程再造，必须拿出精

细精准的心劲。深化流程再造，

必须在“细”上狠下功夫，努力

实现精细化、精准化、平台化。

近年来，济南在城市治理、为民

服务方面有了新提升，但离群众

的要求还有较大差距。下一步，

我们将围绕市民群众关注的难点

堵点痛点问题，学习借鉴北京、

上海等先进地区经验，深化城乡

基层治理，细化社会服务措施，

做到民有所呼、政有所应，打造

“有温度的城市”；大力推进一

网通办，把企业服务放到离市场

最近的地方，把民生服务放在离

群众最近的地方。

抓好流程再造，必须拿出一

抓到底的韧劲。最好的行动，就

是说到做到；最好的落实，就是

一抓到底。近年来，济南围绕利

民利企，出台了一系列好政策，

但有一些成了桃子政策、抽屉政

策，问题就是抓落实不够。抓好

流程再造，必须在打通“最后

一公里”上下功夫，深化承诺兑

现、接诉即办、“在泉城、全办

成”的制度改革，能精简的环节

坚决精简，能压缩的时间压缩到

底，让群众和企业有实实在在的

获得感。

　

对标对表先进  强化制度创新
以新一轮流程再造助推省会高质量发展

□ 省委常委、市委书记  王忠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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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

第十九次会议上指出：当前，国际形势风云激荡，但

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不可逆转。“欲

粟者务时，欲治者因势。”我们要牢牢把握世界多极

化、经济全球化大势，从“上海精神”中发掘智慧，

从团结合作中获取力量，携手构建更加紧密的上海合

作组织命运共同体。

第一，我们要把上海合作组织打造成团结互信

的典范。上海合作组织保持强劲发展势头，成为促进地

区安全稳定和发展繁荣的重要建设性力量，根本原因在

于始终遵循“上海精神”、不断加强团结互信。我们要

肩负起上海合作组织各国人民的重托，心往一处想，劲

往一处使，不断汇聚实现共同目标的强大力量。

要坚持将“上海精神”作为本组织核心价值和

共同理念，并根据形势变化和组织发展不断赋予其新

的时代内涵。要恪守上海合作组织宪章、长期睦邻友

好合作条约确立的宗旨和原则，增进政治互信，加大

相互支持，扩大利益汇合点，为深化双边和多边合作

创造更加有利的条件。

第二，我们要把上海合作组织打造成安危共担

的典范。多年来，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着眼共同安全

命运，开展务实高效安全合作，确保了本地区安全稳

定大局。当前，面对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等严峻威

胁，各方需要采取有力措施联手应对。

要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

不断完善安全合作的法律基础，加强信息共享、联合

行动、网络执法，着力提升本组织应对复杂局面的能

力。要多措并举打击“三股势力”，扎牢安全篱笆，

防范恐怖极端势力回流。要以《上海合作组织反极端

主义公约》生效为契机，加强去极端化合作，有效遏

制极端思想蔓延势头。

第三，我们要把上海合作组织打造成互利共赢

的典范。上海合作组织地区整体发展势头良好，在全

球经济中所占比重稳步增加，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

率不断提升。本地区拥有资源禀赋丰富、市场规模巨

大、科技创新实力雄厚等无可比拟的优越条件，发展

动力十足，合作前景广阔。我们要顺势而为，推动地

区融合发展不断取得新成果。

要倡导维护多边贸

易体制、构建开放型世

界经济，推动在贸易和

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方面

作出更多制度性安排，

用好中国国际进口博览

会等合作共享平台，促

进区域经济进一步开

放、交流、融合。要

认真落实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成

果，充分利用本地区国家独特优势，推动共建“一

带一路”倡议同各国发展战略及欧亚经济联盟等区

域合作倡议深入对接。要发挥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

政府间国际道路运输便利化协定联委会等机制作

用，提升铁路、公路、油气管道等联通水平，着力

构建全方位互联互通格局。要坚持创新驱动发展，

在数字经济、电子商务、人工智能、大数据等领域

培育合作增长点。

第四，我们要把上海合作组织打造成包容互鉴

的典范。上海合作组织地区孕育了众多古老文明，

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不同宗教在此交融汇聚，相

得益彰。我们要珍惜本地区文明多样性这一宝贵财

富，摒弃文明冲突，坚持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为

各国人民世代友好、共同发展进步注入持久动力。

要不断深化文化、教育、旅游、体育、媒体等

领域合作，密切妇女、青年等群体交流，不断提升

民众参与度和获得感。中方愿意适时举办上海合作

组织传统医学论坛，发挥传统医学优势，改善民众

健康，提高医疗卫生水平。去年以来，俄罗斯车里

雅宾斯克市、中国重庆市分别成功举办上海合作组

织地方领导人会晤。我们要落实好本次峰会将批准

的地方合作文件，广泛调动地方和社会力量，将地

方合作打造成人文合作新亮点。

面对日益增多的全球性挑战，我们要展现应有

的国际担当，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密

切协调和配合，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

促进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

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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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克强总理在第十三届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

上指出：我们将坚定不移抓好发展这个第一要务，

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加大改革开放力度，深

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统筹推进稳增长、促改革、

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保稳定，着力做好稳就

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各

项工作，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推动经济高质

量发展，确保实现全年发展主要目标任务。为此，

我们要深入落实已出台的宏观政策措施，继续创新

和完善宏观调控，注重预调微调，为经济保持平稳

运行创造条件。我们稳增长首要是为保就业，就业

是经济运行合理区间的下限，不能有闪失。

发展的根本动力在于改革。我们要不断深化

改革，着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

境，进一步激发市场主体活力。优化营商环境就是

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就是增强国际竞争力。要着力

抓好实施更大规模减税降费和“放管服”改革两件

大事，以减税降费为市场主体减负减压，以“放管

服”改革给市场主体加油助力，两者相辅相成、并

驾齐驱，形成激发市场主体活力、优化营商环境

的强大合力。目前更大规模减税降费正按预期顺利

推进，我们将及时解决落实中遇到的问题，确保不

折不扣落实到位。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进一

步放宽市场准入，大力压减行政许可和整治各类管

理措施中的变相审批，坚决打通企业开办经营和投

资建设两大堵点，加强公正公平监管，优化政府服

务，依法严格保护产权，为各类所有制企业、内外

资企业打造一视同仁、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围

绕缓解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综合采取降准、降

低实际利率水平、扩大直接融资、支持市场化创业

投资加快发展等措施，推动融资状况明显改观、融

资综合成本明显降低。要加强普惠金融服务，采取

定向降准、定向中期借贷便利、提高不良贷款率

容忍度等措施，鼓励金融机构加大对小微企业的信

贷投放。支持大企业与中小微企业融通发展、优势

互补，打造更具竞争力的产业链。大力优化民营经

济发展环境，落实好普惠性减税降费等财政支持政

策，加强政策性融资担保，用好民营企业债券融资

支持工具，坚决消除民

营企业投资的各种隐形

障碍。只要把营商环境

搞好了，使亿万市场主

体的活跃度保持住、提

上去，中国经济平稳增

长就有了坚实基础。

发展要靠创新引

领。我们将深入实施创

新驱动发展战略，培育壮大发展新动能。强化科技

支撑能力，落实和完善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等举措，

鼓励企业增加研发投入，加快创新成果转化应用。

支持“互联网+”升级，拓展“智能+”，为传统

产业改造升级持续赋能。坚持实施包容审慎监管，

促进新兴产业持续健康发展。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

育，培养各类高素质的技术技能人才。深入推进大

众创业万众创新。进一步完善创新发展政策，加强

全方位公共服务，打造开放共享平台，不断增强经

济创新力和竞争力。

发展的目的是改善民生。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

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要促进经济发展与民生

改善良性互动，持续释放内需潜力。中国有近14亿

人，中等收入群体超过4亿，民生改善、消费升级

无不蕴含着巨大的市场需求，在适应民生需求中促

进形成强大国内市场、增强发展动力大有可为。我

们要大力引导社会力量发展服务业，增加医疗、文

化、旅游、体育等服务供给，特别是瞄准民生的痛

点和堵点，加快发展社区养老、托幼服务，实施消

费促进政策，激发消费潜力，提升人民生活水平。

合理扩大有效投资，加强水电路和新一代信息基础

设施等建设。改造城镇老旧小区，是群众所盼，还

能拉动有效投资、促进消费。今年我们将加大试点

力度，中央财政给予支持，运用市场化方式吸引社

会力量参与。改善民生、发展民生没有终点，只有

新的起点。中国政府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

想，持续推进民生工程建设和创新，提供更多优质

产品和服务，使改革发展成果更好惠及人民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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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七十周年。七十年来，在中国共产

党领导下，我国对外工作历经风

雨、披荆斩棘，为国家发展和民族

复兴作出了重要贡献。当今世界面

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华民族迎来

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

大飞跃。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

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接过历史的

接力棒，带领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

锐意进取、开拓创新，开创了中国

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中国的国际

地位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升，我们

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

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目标。当前，我国发展正处于

“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

汇期。对外工作战线要深入学习贯

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外交思想，全面

把握我国发展的历史方位和世界发

展大势，继续奋力推进中国特色大

国外交，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而不懈

奋斗。

一、在党的领导下，新中国成

立七十年来中国外交取得了辉煌成

就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开启了中国与世界关系的新纪元，

也开启了新中国外交波澜壮阔的历

史征程。近代的中国积贫积弱，饱

受列强欺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一直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最伟大

的梦想。中国共产党一经成立，就

把实现共产主义作为党的最高理想

和最终目标，义无反顾肩负起为中

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

的历史使命。正是这个初心和使

命，激励中国共产党人不断前进，

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了民族独立

和国家富强，深刻改变了中华民族

的前途和命运，深刻改变了世界发

展的格局和趋势。

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

中国共产党人，经过28年浴血奋战

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

从此站立起来，把命运牢牢掌握在

自己手中，以崭新的姿态屹立在世

界的东方。新中国从一开始就坚定

地站在社会主义和世界和平民主阵

营一边，坚定支持各国人民的正义

斗争，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

策。中国倡导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准则，提出

“三个世界”划分理论，无私支

持亚非拉国家民族解放运动，坚决

反对殖民主义、霸权主义和强权政

治。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领导

人亲手奠定了新中国外交的基石，

直接领导和采取了一系列重大外交

行动，包括调整同美国的关系、形

成中美苏大三角格局，有力维护了

国际战略平衡和世界和平稳定。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中国恢复在

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开始全方位大

在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引下奋力推进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

□ 杨洁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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踏步走向国际舞台。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

产党人，洞悉世界大势，把握时代

特征，明确提出和平与发展是时代

主题，世界大战打不起来，中国应

该抓住时机发展自己，作出了把党

和国家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

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

及时调整了内外政策，开启了建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期。中国

先后同日本、美国建交，实现了中

苏关系正常化，全面发展同世界各

国友好关系，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

义现代化建设创造了良好外部环

境。在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的历史

关头，邓小平同志面对国际风云变

幻，提出了对外工作必须坚持的战

略方针，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同

时坚持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确保

了中国这艘巨轮的正确航向。

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

以江泽民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

产党人，正确分析和把握世界多极

化、经济全球化趋势，在复杂严峻

的国际形势下捍卫了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开创了全面改革开放新局

面，成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

二十一世纪。中国同主要大国建立

了新型大国关系，积极发展同周边

国家的睦邻友好关系，推动建立公

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到

世纪之交逐步建立起全方位多层次

的对外关系新格局。

党的十六大以后，以胡锦涛

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

准确把握中国与世界联系日益紧密

的发展趋势，顺应世界求和平、谋

发展、促合作的时代潮流，统筹国

内国际两个大局，抓住重要战略机

遇期，在新世纪新阶段坚持和发展

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我们始终不

渝走和平发展道路，奉行互利共赢

的开放战略，推动建设和谐世界，

致力于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

展，在国际事务中的重要影响和作

用不断扩大。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我国发展

新的历史方位，着眼世界百年未有

之大变局，提出“两个一百年”奋

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

梦，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

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把握中

国和世界发展大势，提出推动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倡导共建“一带

一路”，引领全球治理体系变革，

体现了全人类共同价值追求，指明

了国际社会的前进方向，对中国和

平发展、世界繁荣进步都具有重大

而深远的意义。在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

外交思想指引下，我国对外工作攻

坚克难、砥砺奋进，坚定维护国家

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积极拓展

全方位外交布局，开创了中国特

色大国外交新局面。我国国际影响

力、感召力、塑造力进一步提高，

成为国际社会公认的世界和平的建

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

序的维护者。

新中国成立七十年来，我国对

外工作参与和见证了国家发展和民

族复兴的历史进程，走出了一条中

国特色大国外交之路，形成了一整

套具有中国特色、顺应时代潮流、

促进人类进步的方针原则，积累了

丰富的宝贵经验。

——七十年来，我们始终坚持

党的领导、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历史和人民的

选择，党领导我们开辟的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道路是唯一正确的道路，

这是中国外交的根本底色和最大优

势。新中国成立以来，不管国际风

云如何变幻，我们一直坚持这一原

则，毫不动摇。苏东剧变后，我们

顶住西方压力，始终坚持中国共产

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新时

代，我们进一步高举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旗帜，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

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

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

——七十年来，我们始终奉

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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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是中国外交的优良传统。我们

历来主张：中国的事情要由中国人

自己做主，世界上的事情要各国一

起商量着办。新中国成立之初，我

们就通过“另起炉灶”、“打扫干

净屋子再请客”全面收回了国家主

权，实现了外交的独立自主。我们

一贯坚持根据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

决定自己的立场和政策。新时代的

中国外交更加强调秉持公道、伸张

正义，强调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

发展道路的权利，绝不把自己的意

志强加于人，也绝不允许任何人把

他们的意志强加于中国人民。

——七十年来，我们始终倡导

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核心的国际

关系基本准则。上世纪五十年代，

中国与有关国家一道提出和平共处

五项原则，得到广大发展中国家的

热烈响应，以及越来越多国家的支

持和赞同，成为世界公认的国际关

系准则。多年来，中国一直推动在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建立国际

政治经济新秩序，在国际社会发挥

了积极建设性作用。今天，中国已

经成为联合国所有会员国中第二大

出资国和五个常任理事国中派遣维

和人员最多的国家，在一系列国际

热点问题上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

作用，成为维护多边主义、推动国

际体系变革的中流砥柱。

——七十年来，我们始终反对

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新中国成立

以来，中国不畏强权，不惧压力，

坚决反对各种形式的霸权主义和强

权政治，坚决反对以大欺小、以强

凌弱那一套。进入新时代，中国坚

持倡导国际关系民主化，坚持国家

不分大小、强弱、贫富一律平等，

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和平解决国家间

的分歧和争端，反对动辄诉诸武力

或以武力相威胁，坚决反对霸凌主

义，并庄严宣告中国不认同国强必

霸的陈旧逻辑，坚持与各国共同走

和平发展道路，中国无论发展到什

么程度，坚持永不称霸、永不扩

张、永不谋求势力范围。

——七十年来，我们始终坚定

地同广大发展中国家站在一起。中

国既是社会主义国家，也是发展中

国家，这就决定了我们的自身定位

和角色。一直以来，我们坚定支持

广大发展中国家争取民族独立和解

放、谋求和平与发展，积极促进南

南合作和南北对话，推动国际秩序

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进

入新时代，我们坚持发展中国家定

位，支持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事务中

发挥更大作用，维护发展中国家在

国际体系中的正当权益，加大对发

展中国家的援助力度，通过互利合

作带动更多国家实现共同发展。

——七十年来，我们始终坚持

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国家利益至

上，这是我国对外工作始终如一的

出发点和落脚点。从新中国成立初

期到改革开放，我们坚决捍卫国家

主权安全和民族独立，巩固和发展

了社会主义制度，维护了国家发展

稳定大局，提出了“一国两制”方

针，收回了香港、澳门主权，开辟

了海峡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新局面。

进入新时代，我们坚决捍卫国家利

益和民族尊严，在涉台、涉海、涉

疆、涉藏、涉港以及经贸摩擦等一

系列问题上展现了铁一般的意志和

决心，任何人都不要幻想让中国吞

下损害自身利益的苦果。

——七十年来，我们始终坚

持将维护自身利益与促进人类共同

发展相结合。中国共产党是为中国

人民谋幸福的政党，也是为人类进

步事业而奋斗的政党。我们一贯坚

持从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

益出发，把中国的前途命运与世界

的前途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我们

一直致力于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

同发展，尊重并推动世界文明多样

化。进入新时代，我们积极倡导和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与各国

一道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

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

界，共同开创人类美好未来。

——七十年来，我们始终坚持

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开拓创新。

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在实

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既是我

们党的思想路线，也是指导对外工

作的根本原则。毛泽东同志从中国

的实际出发，带领我们走上自力更

生建设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使中

国从一个落后的东方大国快速发展

成为在世界上有重要影响的大国。

邓小平同志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

是，带领中国实现了由封闭半封闭

到全方位开放的历史转变，闯出了

一条改革开放的新路。党的十八大

以来，习近平同志带领全党和全国

各族人民，承前启后，继往开来，

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强国

之路，开创了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

局面，对当代中国与世界的发展进

程产生了深远影响。

七十年来我国发展的巨大成就

和中国外交的光辉历程充分证明，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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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道路是完全正确的，中国人民

有勇气、有能力、有智慧改变自身

命运并为世界作出更大贡献，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推动构建人类

命运共同体已经并将进一步展现出

更加光明的前景。

二、在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引

下，我们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大国

外交新路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推进“五

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

个全面”战略布局，取得全方位、

开创性重大成就，推动党和国家事

业发生历史性变化。站在新的历史

起点上，习近平总书记着眼世界百

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战略全局，提出了一系列新理

念新主张新倡议，带领我们谱写了

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恢宏篇

章。正是在这个实践过程中，形成

和确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外交思想即习近平外交思

想。习近平外交思想是新中国七十

年外交理论与实践的结晶，是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

重要组成部分，是新时代我国对外

工作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习近

平总书记运筹帷幄、擘画蓝图、亲

力亲为，为全面开创中国特色大国

外交新局面作出了历史性、决定性

贡献。

在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引下，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

强领导下，我们坚持统筹国内国际

两个大局，就当今世界重大问题提

出中国主张，在国际事务中体现大

国担当；充分发挥元首外交战略引

领作用，成功举办一系列重大主场

外交活动，主客场、双多边、点线

面相结合，实现了对重要地区、重

要国家、重要机制、重要领域全覆

盖，完善和拓展了对外工作战略布

局；加强顶层设计、策略运筹和底

线思维，形成一整套行之有效的战

略思想和策略方法，不断增强对外

工作的战略性、策略性、协调性。

新时代对外工作展现出鲜明的中国

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取得

了一系列历史性、开创性的重大成

就。

（一）准确把握新时代中国

和世界发展大势，提出世界面临百

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重要论断。放眼

全球，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加

速发展，第四次工业革命初露端

倪，各国深切感受到世界变革大潮

的冲击，同时又对自身发展方向和

世界何去何从感到迷茫。在这个历

史转折关头，习近平总书记高屋建

瓴地指出，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

有之大变局，这是任何国家都无法

回避的。这场大变局的核心是一个

“变”字，国际力量对比正在发生

历史性变化，新兴市场国家和广大

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世界多极

化加速发展。中国的发展与世界的

发展同步交织、相互激荡。当前，

中国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时

期，不断为人类社会发展作出巨大

贡献，成为推动世界大变局的重要

力量。同时也要看到，国际形势更

加错综复杂，国际环境中的不稳

定、不确定因素显著增多，世界大

变局不会一蹴而就，将不断向纵深

发展。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断，

深刻揭示了什么是世界百年未有之

大变局以及如何塑造和引领这场大

变局，深刻揭示了世界发展的潮流

所向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

景，深刻揭示了国际体系转型过渡

期与我国发展历史交汇期相互交织

的阶段性特征，为我们准确把握世

界大势、抓住用好重要战略机遇期

指明了方向，坚定了信心。

（二）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

运共同体，明确新时代对外工作的

目标方向。当今世界，人类交往比

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深入、更广泛，

同时全球发展的深层次矛盾和全球

性挑战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突

出、更复杂。习近平总书记站在人

类历史发展进程的高度，2015年出

席联合国大会和2017年访问联合国

日内瓦总部期间发表重要讲话，明

确指出：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

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

你的命运共同体，没有哪个国家能

够独自应对人类面临的各种挑战，

世界各国要开展全球性协作，共同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要实现这一

目标，世界各国应该共同走和平发

展道路，共同推动建设相互尊重、

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

系，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

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

界。这一重大倡议，为人类社会实

现共同发展、持续繁荣、长治久安

指明了方向和途径，受到国际社会

的高度评价和热烈响应，多次被联

合国文件引用，产生了广泛而深远

的国际影响。中国是构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的倡导者，也是积极践行

者。我们坚持把中国发展与世界共

同发展相结合，坚持把中国梦与世

界梦相结合，为实现中国人民和世

界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而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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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已经成为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鲜明标识，得

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为实现

“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争取了更

多理解支持。

（三）倡导和推进共建“一

带一路”，开创新时代全方位对外

开放新模式和国际合作新平台。习

近平总书记准确把握国际合作新需

求和我国对外开放新趋势，传承和

弘扬“丝路精神”，在2013年提出

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

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合作倡议。

“一带一路”不仅是我国今后相当

长时期对外开放和对外合作的管总

规划，也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的重要实践平台。2017年和2019

年，我们成功举办两届“一带一

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取得丰硕

成果，历史性地开创了各方携手共

建“一带一路”的新局面。我们坚

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本着开放、

绿色、廉洁理念，追求高标准、惠

民生、可持续目标，共同推动共建

“一带一路”合作高质量发展。我

们已同16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签

署相关合作文件，政策沟通不断深

化，资金融通不断扩大，设施联通

不断加强，贸易畅通不断提升，民

心相通不断发展。“一带一路”已

经从倡议变成了现实、从“大写

意”深入到“工笔画”。“一带一

路”倡议源于中国，机会和成果属

于全世界，不仅带动了沿线国家经

济发展，而且促进了世界经济增

长，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共识、

全球平台、全球行动，为经济全球

化开辟新路径，为国际合作拓展新

空间。

（四）深化拓展对外战略全

方位布局，打造全球伙伴关系网

络。习近平总书记着眼各国相互依

存日益加深的大趋势，带领我们协

调推进与不同类型国家关系全面发

展，扩大我国同各方利益交汇点，

完善了我国的对外战略布局。我们

着力运筹同主要大国关系，深入发

展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

系，坚定主张按照中美两国元首共

识推进以协调、合作、稳定为基调

的中美关系，积极打造中欧和平、

增长、改革、文明四大伙伴关系，

推动构建总体稳定、均衡发展的大

国关系框架。我们按照亲诚惠容理

念和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周边外交

方针，加强同周边国家睦邻友好关

系，深化同东盟等地区组织的合

作。我们成功主办中非合作论坛北

京峰会、金砖国家领导人厦门会

晤、上海合作组织青岛峰会，大力

支持和发展中拉、中阿战略合作，

不断增进同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

国家的团结合作，巩固壮大和平发

展的积极力量。我们始终支持联合

国及其安理会发挥维护国际和平安

全、促进发展稳定的应有作用，在

地区热点问题上积极斡旋，推动各

方通过对话协商以和平方式解决争

端，得到国际社会广泛赞赏和高度

评价。我国已与世界上110个国家

和地区组织建立了不同形式的伙伴

关系，其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达60

对，形成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

的全球伙伴关系网络，打造了遍及

全球的“朋友圈”。

（五）积极提供中国智慧和

中国方案，深入引领全球治理体系

变革。习近平总书记本着“以天下

为己任”的情怀和担当，在亚太经

合组织领导人北京非正式会议、第

70届联合国大会、二十国集团领导

人杭州峰会、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

2017年年会等多边场合发表重要讲

话，提出一系列攸关人类发展和世

界前途命运的重大倡议和主张，为

世界发展与国际合作把脉引航。我

们积极参与全球治理进程，引领塑

造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方向，坚定维

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

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支持扩

大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

性和发言权。我们深入参与应对气

候变化、反恐、维护网络安全等领

域国际合作，认真履行相关国际责

任和义务，为应对全球共同挑战作

出了巨大贡献。我们大力倡导多边

主义，反对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

坚定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推动建设

开放型世界经济。我们举办中国国

际进口博览会，展示了中国扩大对

外开放的决心和诚意，为经济全球

化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我国负责

任大国作用更加彰显，国际制度性

权力和全球影响力全面提升。

（六）坚决捍卫国家主权、

安全、发展利益，为改革发展和民

族复兴保驾护航。习近平总书记统

揽国家安全全局，提出总体国家安

全观，要求我们坚持底线思维、增

强忧患意识、发扬斗争精神，坚决

维护国家核心和重大利益，全面维

护各领域国家安全。我们坚决维护

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制度。在台湾问题上坚定维护一

个中国原则，坚决遏制和打击一切

形式的分裂行径。在涉藏、涉疆、

10

2019

年
第2

期

重

要

言

论



涉港等问题上坚决驳斥反华势力的

歪曲抹黑，绝不允许外部势力干涉

中国内政。在南海等问题上坚持原

则，坚决捍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

益。妥善应对经贸摩擦，有力维护

我国发展空间和长远利益。贯彻

“外交为民”宗旨，进一步完善海

外利益保护体系，切实保障中国公

民和企业的海外合法权益。我们在

这些涉及国家核心和重大利益的问

题上原则坚定、立场鲜明、敢于碰

硬、坚决斗争，振奋了党心军心民

心，也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尊

重，为改革发展和民族复兴提供了

坚强保障。事实证明，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的前进步伐是谁也阻挡不了

的。

（七）加强同世界各国交流

互鉴，牢牢占据国际道义制高点。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我们既不

“输入”外国模式，也不“输出”

中国模式，不会要求别国“复制”

中国的做法；要尊重人类文明多样

性，加强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

同文化的交流互鉴，建设开放包容

的世界。我们成功主办中国共产党

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加强同有

关国家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支持发

展中国家维护主权和安全、坚持自

主发展的努力，受到广大发展中国

家的高度赞扬。我们深入宣介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

别是习近平外交思想，全面阐述中

国发展战略和对外方针政策。习近

平总书记主持亚洲文明对话大会，

深刻阐述中国的文明观，倡导不同

文明平等对话、交流互鉴、共同发

展，给国际思潮和舆论注入正本清

源、激浊扬清的强大正能量，为亚

洲命运共同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建

设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引领。

（八）坚持外交大权在党中

央，加强党对对外工作的集中统一

领导。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外交是

国家意志的集中体现，必须坚持外

交大权在党中央，坚持以维护党中

央权威为统领加强党对对外工作的

集中统一领导。在中央全面深化改

革总体部署下，中央外事工作领导

小组改为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推

进对外工作体制机制改革取得重要

成果，加强了党中央对各领域各部

门各地方对外工作的统筹协调，确

保了对外大政方针和战略部署得到

有力贯彻执行。党的十八大以来，

中央召开首次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

和两次外事工作会议，进一步加强

对外工作的顶层设计、战略谋划和

统筹协调。政党、政府、人大、政

协、军队及地方、企业、民间对外

交往蓬勃发展，形成了党总揽全

局、协调各方的对外工作大协同局

面。

新时代我国对外工作取得一系

列辉煌成就，为我国改革发展稳定

创造了有利条件，这个局面来之不

易。展望未来，我们坚信有习近平

外交思想的科学指引，有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

有全国各族人民的大力支持和共同

努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一定能继

续不断攻坚克难，迈上新台阶、开

辟新境界。

三、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外交

思想，全力做好历史交汇期的对外

工作

当前，我国发展正处于“两个

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

这个阶段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

进程中具有特殊重大意义。做好对

外工作具备很多有利条件，同时也

面临一系列风险挑战。我们要深入

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外交思

想，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

5月15日，亚洲文化嘉年华活动在北京国家体育场“鸟巢”举行。这

是打击乐《鼓舞飞扬 百舸竞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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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紧

紧围绕历史交汇期的目标和使命，

保持战略定力，加强战略谋划，积

极担当作为，坚持底线思维，妥善

应对和防范化解各种风险挑战，全

面推动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开创新局

面。

（一）深入学习和贯彻落实

习近平外交思想，牢牢把握对外工

作的正确方向。习近平外交思想明

确了新时代我国对外工作的历史使

命、根本目标和必须坚持的一系列

方针原则。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和

深刻认识把握习近平外交思想的科

学体系、丰富内涵、精神要义，掌

握贯穿其中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

方法，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

为推动对外工作提供强大动力。新

形势新任务不断对我们提出新要

求，要坚持以习近平外交思想为指

引，勇于推进外交理论和实践创

新，不断深化对中国特色大国外交

的规律性认识，不断增强对外工作

的生机活力。

（二）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

作重要节点，更好服务国家发展和

民族复兴。庆祝新中国成立七十周

年是贯穿今年全年、统领各项工作

的一条主线。明年，我国将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

奋斗目标，并将开启全面建设社会

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2021年，

我们将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

年。我们要全面把握历史交汇期的

阶段特征，准确判断国际形势和

世界发展大势，坚持稳中求进工作

总基调，围绕上述重要时间节点和

重大活动，加强谋篇布局，通盘考

虑、综合运筹对外工作，确保国家

发展和民族复兴进程顺利推进。

（三）全面深化对外战略布

局，营造更加有利的外部环境。坚

持全方位对外开放，推动建设新型

国际关系，全面发展同各国友好合

作，不断丰富完善全球伙伴关系网

络。促进与主要大国关系全面均衡

发展，为世界和平发展提供稳定基

础和战略保障。做好周边外交工

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为我国和

亚太地区发展营造有利环境。坚持

正确义利观，做好同发展中国家团

结合作的大文章。秉持共商共建共

享理念，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

路”走深走实、行稳致远。高举构

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旗帜，推动引领

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

方向发展。

（四）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

局，不断增强对外工作“一盘棋”

意识。坚持党对对外工作的集中统

一领导，统筹协调政党、政府、人

大、政协、军队、地方和民间开展

对外交往，在更高层次、更高水平

上加强各领域各部门各地方相互配

合、协同发力。坚决维护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

一领导，不折不扣贯彻落实党中央

对外大政方针和决策部署，确保令

行禁止、步调统一。持续深入推进

落实对外工作体制机制改革，促进

对外工作不断提质增效。

（五）坚持底线思维，防范化

解外部环境中的风险挑战。我国发

展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重要战略机

遇期。同时，我们必须始终保持清

醒头脑，增强忧患意识，积极主动

作为，坚决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

攻坚战。我们要紧紧围绕统筹推进

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

伟大梦想的总要求，充分认识具有

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的长

期性、复杂性、艰巨性，在对外工

作中发扬斗争精神，敢于斗争，善

于斗争。要加强战略谋划，讲究策

略运筹，不断提高斗争本领。

（六）加强组织保障，建设一

支忠于党、忠于国家、忠于人民的

对外工作队伍。按照习近平总书记

对新时期对外工作队伍建设的总要

求，坚持以政治坚定、业务精湛、

纪律严明、作风过硬的标准，锤炼

外交外事党员干部忠诚干净担当的

政治品格，坚定理想信念，强化使

命担当，增强工作积极性、主动

性、创造性，鼓足干事创业的精气

神，聚气凝神服务民族复兴大业。

要以政治能力为统领，全方位提升

外交外事干部的专业能力和综合素

质，做到让党中央放心、让人民群

众满意。

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

史征程中，对外工作使命光荣，责

任重大，任务更加艰巨。我们要更

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周围，在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

平外交思想指引下，坚守初心，勇

担使命，埋头苦干，开拓进取，奋

力创造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辉煌，

以更加优异的成绩迎接新中国成立

七十周年，为实现“两个一百年”

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中国梦，为推动人类和平与发展

的进步事业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信息来源：《求是》，作者

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

委员会办公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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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外

交思想指导下，中国特色大国外交

不断取得新的重大成就。进一步学

习研讨习近平外交思想，对于凝聚

共识、统一思想，进一步增强对中

国特色大国外交的理论自信和行动

自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理论是

实践的指南。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

分，习近平外交思想从党和国家事

业全局出发，准确把握中国和世界

发展大势，在全面总结党的十八大

以来我国对外工作取得的历史性成

就基础上，以“十个坚持”为总体

框架和核心要义，深刻回答了新时

代如何做好对外工作的重大理论和

实践问题，明确了新时代我国对外

工作的历史使命、总体目标和必须

坚持的一系列方针原则，深刻揭示

了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本质

要求、内在规律和前进方向，是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

政思想在外交领域的重大理论成

果，是新时代我国对外工作的根本

遵循和行动指南。深入学习宣传贯

彻好习近平外交思想，是当前和今

后一个时期对外工作最主要的政治

任务，也是进一步开创中国特色大

国外交新局面的关键。

牢牢把握服务民族复兴、促进

人类进步这一主线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把握国际

形势要树立正确的大局观，就是不

仅要看到现象和细节怎么样，而且

要把握本质和全局，抓住主要矛盾

和矛盾的主要方向，避免在林林总

总、纷纭多变的国际乱象中迷失方

向、舍本逐末。当今时代，最鲜明

的时代特色，就是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

局的历史交汇。习近平外交思想强

调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就是

坚持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使

命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坚持以

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为宗

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并把

两者有机统一起来。

在人类发展的十字路口，面

对“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的

时代之问，习近平外交思想给出了

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答

案。这一理念站在全人类整体利益

的高度，顺应时代发展潮流和各国

人民共同期待，超越社会制度和发

展阶段的不同，为人类社会实现共

同发展、持续繁荣和长治久安指明

了方向，已成为习近平外交思想的

核心理念和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

交追求的崇高目标，必将对国际关

系走向和人类历史未来产生重大和

深远的影响。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

产党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党，也

是为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的党。中

国共产党所做的一切，就是为中国

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

为人类谋和平与发展。构建人类命

运共同体的理念深刻反映了中国共

产党的初心和使命，充分体现了中

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世界情怀和国

际担当。当然，在推动构建人类命

运共同体的过程中，我们始终坚持

以国家核心利益为底线维护国家主

权、安全、发展利益，决不会放弃

我们的正当权益，决不会牺牲国家

的核心利益。任何外国不要指望我

们会拿自己的核心利益做交易，不

要指望我们会吞下损害我国主权、

安全、发展利益的苦果。这是习近

平外交思想的鲜明立场。

牢牢把握“我们需要一个什么

样的中国与世界关系以及如何构建

这种关系”这一主题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把握国

际形势要树立正确的角色观，就是

不仅要冷静分析各种国际现象，而

且要把自己摆进去，在我国同世界

的关系中看问题，弄清楚在世界格

局演变中我国的地位和作用，科学

地制定我国对外方针政策。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社会主义

中国正前所未有地接近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正在前所未有

地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中国与世

界的关系正发生前所未有的重大变

化。面对国际力量对比特别是中美

实力的此消彼长，美国的战略焦虑

感和冒险性空前上升，将中国定位

为战略竞争对手，试图通过所谓

“全政府政策”对华进行全面遏

制，严重冲击中美关系大局和全球

新时代对外工作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 宋 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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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稳定，成为世界大变局中最大

的不确定因素。

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在国际上

扮演什么角色、发挥什么作用、履

行什么责任特别是如何处理中美关

系备受国际社会关注。针对国际社

会关切，适应中国国际地位变化，

习近平外交思想明确中国特色大国

外交要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

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强调中国

始终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

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

提出坚持以共商共建共享为原则推

动“一带一路”建设，坚持以相互

尊重、合作共赢为基础走和平发展

道路，坚持以深化外交布局为依托

打造全球伙伴关系，坚持以公平正

义为理念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

提出“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理

念、“真实亲诚”的对非政策理念

以及新发展观、新安全观、新合作

观、新文明观、新全球治理观等倡

议主张，其着眼点就是把中国的根

本利益与各国的共同利益结合起

来，把实现中国梦与实现世界梦联

系起来，努力在中国与世界的良性

互动和共同发展中实现自身发展，

推动形成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

作共赢的中国与世界关系。

特别是面对美国单边主义、保

护主义和霸凌主义，我们在对美错

误言行进行坚决斗争的同时，坚持

推进以协调、合作、稳定为基调的

中美关系，坚持多边主义，促进贸

易自由化、投资便利化，构建全球

互联互通伙伴关系，推动“一带一

路”高质量发展，积极引领全球治

理体系变革，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

更加包容、开放、普惠、均衡、共

赢的方向发展。这些都充分体现了

习近平外交思想既坚持原则、敢于

斗争又把握大势、与时俱进的政治

品格，为新时期中国特色大国外交

把握机遇、应对挑战，实现“两个

一百年”奋斗目标指明了方向、提

供了遵循。

牢牢把握坚持党对对外工作的

集中统一领导这一根本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把握国

际形势要树立正确的历史观，就是

不仅要看现在国际形势什么样，而

且要端起历史望远镜回顾过去、总

结历史规律，展望未来、把握历史

前进大势。中国在共产党领导下走

上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是人民的选

择，更是历史的必然。没有中国共

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就没有中国今天的繁荣进

步。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这些基本

结论是在我们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

基础上得出的，体现着对历史发展

规律与历史前进大势的深刻把握。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党的历史、新

中国的历史都告诉我们：要治理好

我们这个大党、治理好我们这个大

国，保证党的团结和集中统一至关

重要，维护党中央权威至关重要。

正是基于这些基本结论，习

近平外交思想将坚持党的领导、维

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安全作为

对外工作管根本的一点，旗帜鲜明

地提出坚持以维护党中央权威为统

领加强党对对外工作的集中统一领

导，坚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根

本增强战略自信。为此，我们要理

直气壮地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

让更多人了解中国共产党；要立场

坚定地坚持党的领导，把践行“两

个维护”贯彻到对外工作的全过程

和各方面，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

的优越性，统筹协调各方力量，为

巩固党的领导和执政地位，坚持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服务，确保中

国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始终

保持战略主动地位，维护和拓展国

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维护和

延长我国发展的战略机遇期，为实

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构建人类

命运共同体提供坚强的政治保证。

党的对外工作是党的一条重要

战线，也是国家总体外交的重要组成

部分，我们将充分发挥自身特色和优

势，加强对国际社会的引领，交往、

交流、交心，为我们坚持党的领导和

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争取更多

理解者、支持者和同行者。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理论上

坚定成熟，什么力量也不能动摇我

们。”当前，我们党正在开展“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我

们要按照党中央的要求，把坚持思

想建党和理论强党落到实处，把学

习宣传贯彻习近平外交思想作为学

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

重要内容，做到学思用贯通、知信

行统一，不断深化对习近平外交思

想科学内涵、哲学基础、理论逻

辑、时代特征和世界意义的理解和

认识，为开创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

外交新局面、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

智慧与力量！

（信息来源：《瞭望》，作者

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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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1日，2019国际泉水文化景观城市联盟会议在济南举行，各友好城市代表团

成员、世界500强企业代表团成员、国内外知名专家学者等因泉水相聚，分享泉水故

事，推动泉水文化与城市生态、遗产保护共同进步，和谐发展。

原中国外经贸部副部长、中国入世谈判首席代表、中外企业家联合会联席主席

龙永图受邀出席活动。其间，济南日报记者就济南如何打造现代化国际大都市、扩

大城市国际朋友圈等问题，与龙永图先生现场对话，听取他的真知灼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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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制度创新方面实现新作为

记者：作为加大对外开放、积

极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机

遇，9月初中国(山东)自由贸易试验

区济青烟三片区正式挂牌。请问您

对自贸区试验区济南片区的建设有

何建议?

龙永图：我希望自贸试验区在

制度创新方面能够有新的作为。从

国家层面来说，经济金融方面的制

度主要是依靠顶层设计。那么从地

方来讲，主要是要让一些国家的法

律法规，特别是经贸方面的法律法

规能够细化、落地，能够可操作。

从这个角度来说，如果我们能够根

据国家法律法规出台一套具有可操

作性、既有地方特色又适合企业要

求的执行细则，我想对于整个自贸

试验区的制度创新会有很大贡献。

记者：感谢您对自贸试验区建

设提出的宝贵建议，能够落地操作

的细则确实对政府和企业双方都能

提供便利，大大提高效率。当前除

了自贸试验区，济南还在加快建设

新旧动能转换先行区，您觉得基于

这些机遇，济南未来的城市发展重

点在何处?

龙永图：对于济南的城市发

让济南走向世界  让世界了解济南
——对话中外企业家联合会联席主席龙永图

自1992年开始，龙永图介入中国复关谈

判。1997年2月被任命为外经贸部首席谈判代

表，负责贸易谈判及多边经济与法律事务，是

中国复关及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谈判的首席谈判

代表。2001年11月，中国终于成功地加入世贸

组织。龙永图这位中国入世的功臣，以他的自

信、果敢、从容与睿智，赢得世界尊敬。2003

年初，龙永图出任非官方国际组织——博鳌亚

洲论坛的秘书长，致力于让博鳌论坛成为最活

跃的国际经济论坛，成为全球研究亚洲问题最

权威的智囊机构和高层次的对话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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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我认为重要的一点是产业链，

特别是先进产业链的培养问题。产

业链的发展需要几十甚至上百个企

业的合作，那么在这些企业间的合

作交流中，注定会有一些相互交叉以

及体制性的障碍。对此，政府还有许

多要做的工作，比如如何能够在培养

全产业链方面消除体制障碍，解决企

业之间沟通、企业和政府之间沟通的

问题，如何协调理顺产业政策和地方

法律法规间的问题。

同时，济南又在打造新旧动

能转换先行区，先行区和试验区的

叠加效应，能够更好地推动产业发

展，就好比我们的“工具箱”里多

了一把“工具”。所以我希望济南

能够明确战略定位，在一些重点产

业，比如人工智能、健康医养等，

以及诸多重要产业方面有所作为，

打造济南自己的先进产业链。

更广泛地听取企业建议

记者：优化营商环境是当前的

一个热词，也是一个城市竞争力的

体现，各个城市都以此为吸引力，

争取优质项目和人才落地，您怎么

看待一座城市的营商环境?

龙永图：营商环境并不是一个

大的概念。实际上它是由千千万万

个在投资、贸易、兴业等方面的具

体困难和问题组成的，解决了这些

问题，解决了这些困难，实际上就

是改善了营商环境。所以我认为，

不要把优化营商环境当成一个大的

概念，而是当成一个非常细致的、

应该一条一条落地的具体行为。

记者：把概念转化为实际问

题，才能找到明确的解决方案。近

几年济南正着力于采取一系列措施

不断优化营商环境，您对济南有何

建议?

龙永图：我认为济南在改善营

商环境方面，应当更有针对性，更

广泛地听取广大企业，包括外商投

资企业和民营企业对于营商环境的

一些具体的建议和做法。比如今天

的会议，济南市政府就召集了全球

众多知名企业，广泛听取他们对营

商环境的意见，而且有针对性地给

予解决，我觉得这些都是非常具体

的举措。

通过城市文化景观加强国际交流

记者：泉水是济南城市的特

色名牌。济南泉城文化景观于今年

6月已被正式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

产预备名单，此次2019国际泉水文

化景观城市联盟会议的举办，也将

为泉城济南的文化遗产保护和旅游

资源开发带来更广阔的发展平台，

以及推动联盟城市间泉水文化与城

市文化的合作交流。请问您对于推

动济南泉水文化走向世界,并以此

推进济南市城市国际化发展有何建

议?

龙永图：泉水作为济南的一张

文化名片，也是一个城市的文化景

观。现在的济南已经开始以泉水为

品牌，加强和国际上其他城市的交

流合作，然而我觉得还可以扩大一

步，广交国际友人。

记者：您所说的“扩大一步”

具体如何理解呢?

龙永图：仅仅通过泉水的话，

我们的朋友圈范围是有限的，还可

以通过其他城市文化景观加强国际

交流合作。比如维也纳并没有泉

水，但维也纳城市公园中的施特劳

斯雕像举世闻名，成为了一张知名

的城市名片。这同样可以成为我们

的合作交流城市。

记者：您的意思是利用济南丰

富的文化景观连接世界，形成交织

碰撞，那么在具体措施上您有何建

议?

龙永图：济南可以和全球众多

城市在文化景观方面加强合作，组

建联盟，通过城市文化景观进而拓

展双方在文化、科技、经贸等多方

面的合作。

希望大家更多地关注济南

记者：据了解，您曾多次到

访过济南。正如您所看到的，济南

全球传播全媒体平台今天启动上

线了，该平台是由“济南脸书英文

专页”、“济南推特英文专页”、

“济南市政府英文网”和“Hi Jinan

双语微信号”四个部分构成，将在

第一时间对外传播济南声音、讲好

泉城故事。对于传播平台，请您为

海内外网友们分享一下您的看法。

龙永图：济南的世界知名度，

与其经济实力、产业能力等，还是

有一定的距离，这就说明我们在宣

传济南、推广济南方面还要做很多

工作。

记者：最后，请您发表一下寄

语吧。

龙永图：我希望大家更多地关

注济南，使全媒体平台成为让济南

走向世界、让世界了解济南的一个

崭新的平台渠道。

（信息来源：《济南日报》）



文明之约，应者云集；多彩亚

洲，世界瞩目。2019年5月15日，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19年亚洲

文明对话大会开幕式上发表了题为

《深化文明交流互鉴 共建亚洲命

运共同体》的主旨演讲，向世界提

出了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坚

持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坚持开放

包容、互学互鉴，坚持与时俱进、

创新发展的中国方案。

当前，夯实共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的人文基础，反对和摒弃文明冲

突、文明优越等错误和片面论调，

是时代对文化建设提出的历史性新

要求。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需要文化力量

的支撑

人类正处在一个重要的历史节

点上。

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

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深入发展，

人类社会充满希望。同时，国际形

势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更加突出，

人类面临的全球性挑战更加严峻，

需要世界各国齐心协力、共同应

对。

为了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让发展的动力源源不断，让文明的

光芒熠熠生辉，党的十八大以来，

习近平总书记向世界提出了中国方

案，这就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实现共赢共享。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回答的

是“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如何

建设这个世界”这个关乎人类前途

和命运的重大课题。它反映着世界

各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共同意愿，

符合国际社会普遍的价值追求，因

而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和高度

肯定。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极

为深刻，内涵极为丰富，它囊括经

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全领

域，不仅推动不同国家和平相处、

合作共赢，而且推动人与自然和谐

相处、共生共荣，努力建设一个持

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

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

习近平总书记站在人类历史发

展进程的高度，以大国领袖的责任

担当，正确把握国际形势的深刻变

化，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

的时代潮流，为人类社会实现共同

发展、持续繁荣、长治久安绘制的

蓝图，体现了中国将自身发展与世

界发展相统一的全球视野、世界胸

怀和大国担当。它充分表明，中国

共产党不仅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

政党，也是为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

的政党，始终把为人类作出新的更

大贡献作为自己的使命。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仅是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

交思想的重要内容，也是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

组成部分。它是对当今世界的时代

主题、历史走向和人民意愿的科学

把握，是国际社会共同应对全球性

挑战、克服各种困难和逆流的制胜

之策，是各国人民紧密合作、开创

美好未来的通衢大道。

应对共同挑战、迈向美好未

来，既需要经济科技力量，也需要

文化文明力量。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既是一项宏大而紧迫的时代任

坚持文明交流互鉴  反对文明冲突谬论
□ 严昭柱

2019年5月14日，“鸟巢”和“水立方”灯光璀璨。当晚，亚洲文明
对话大会“空间光影秀”在北京上演。 

17

外
交
新
常
态

2019

年
第2

期



务，又是一个漫长而曲折的历史过

程。它对文化建设提出了历史性的

新要求，又始终需要文化给予坚强

有力的支撑。

文明如水，润物无声，沟通心

灵，开阔眼界，让人们在持续的以

文化人中提升素养，让文化为人类

进步助力。推动不同文明相互尊重

和谐共处，需要让文明交流互鉴成

为增进各国人民友谊的桥梁、推动

人类社会进步的动力、维护世界和

平的纽带。只有从不同文明中寻求

智慧、汲取营养，为人们提供精神

支撑和心灵慰藉，才能携手解决人

类共同面临的各种挑战。因此，文

化建设，不仅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推动人类

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

力。

在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

部，习近平总书记庄严陈述：文明

是多彩的，人类文明因多样才有交

流互鉴的价值；文明是平等的，人

类文明因平等才有交流互鉴的前

提；文明是包容的，人类文明因包

容才有交流互鉴的动力。

这个新的文明观，代表了中国

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方面的文化

主张，其文化精神深深贯穿于人类

命运共同体所囊括的经济、政治、

文化、社会、生态建设全部领域。

正是站在人类文明发展进步的

高度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正确

对待不同国家和民族的文明，正确

对待传统文化和现实文化，是我们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把握好的

一个重大课题。

为正确把握这个重大课题，习

近平总书记提出了需要注重坚持的

四项原则，这就是维护世界文明多

样性，尊重各国各民族文明，正确

进行文明学习借鉴，科学对待文化

传统。

人是文明交流互鉴最好的载

体。深化人文交流互鉴是消除隔阂

和误解、促进民心相知相通的重要

途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贯穿

着一种登高望远、开放包容、和而

不同、合作共赢的文化精神和气

度。发扬这种文化精神，仔细倾听

各国人民的呼声，不断推动文化创

新，努力发展合乎时代进步要求的

文化，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发挥

长期的基础的促进作用，这是当今

世界文化繁荣发展的根本大计。

当前，随着美国一些人单方面

对我国挑起贸易摩擦，国际局势不

确定因素增加，单边主义和保护主

义甚嚣尘上，这也突出地反映到世

界思想文化领域中来。一些政治势

力着意于煽动民粹主义，鼓吹文明

冲突论、文明优越论，散布对帝国

霸权和殖民宗主国的沉迷和怀恋，

鼓励非理性的情绪发泄和迷狂，肆

意破坏国际合作与世界和平，严重

摧残着人类和谐相处的文化根基

和民意基础。对此，我们要高度

清醒、高度重视。形势越是复杂多

变，我们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信

心越是不能动摇，文化建设、文化

创新越是不能懈怠，尤其需要探索

并加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

内涵建设，发挥文化的力量，排除

各种干扰，挫败各种逆流，坚定不

移地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坚持开放包容、

合作共赢的文化立场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关键在

合作。要合作，开放包容是基础，

相互尊重、平等相待是前提，互利

共赢、互学互鉴是动力。

坚持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

文化立场，核心是坚持相互尊重、

平等相待。当今世界有70亿人口，

200多个国家和地区，2500多个民
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美丽亚洲，风光无限。2019年5月15日，“亚

洲文化嘉年华”活动在北京“鸟巢”举行。图为歌舞《亚洲风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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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5000多种语言。习近平总书记

指出，每一种文明都扎根于自己的

生存土壤，凝聚着一个国家、一个

民族的非凡智慧和精神追求，都有

自己存在的价值。人类只有肤色语

言之别，文明只有姹紫嫣红之别，

但绝无高低优劣之分。世界丰富多

彩，人类社会也从来不是整齐划一

的，无论就文明而言，或单就社会

制度和价值观而言，我们面对的都

是一个多样化的世界。人类历史告

诉我们，企图建立单一文明的一统

天下，只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

维护世界文明的多样性，应该秉持

平等和尊重，摒弃傲慢和偏见，加

深对自身文明和其他文明差异性的

认识，推动不同文明交流对话、和

谐共生。

坚持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

文化立场，就要坚持美人之美、美

美与共。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每一

种文明都是美的结晶，都彰显着创

造之美。一切美好的事物都是相通

的。人们对美好事物的向往，是任

何力量都无法阻挡的！各种文明本

没有冲突，只是要有欣赏所有文明

之美的眼睛。我们既要让本国文明

充满勃勃生机，又要为他国文明发

展创造条件，让世界文明百花园群

芳竞艳。

但是，坚持开放包容、互学互

鉴，应该是对等的、平等的，应该

是多元的、多向的，而不应该是强

制的、强迫的，不应该是单一的、

单向的，这是我们始终坚持的文化

立场。

应当清醒地看到，历史总是波

浪式前进、螺旋式发展，文明进步

也不会是一条简单的直线。当今世

界，对不同文明或不同社会制度和

价值观，采取排斥、鄙视甚至敌对

的态度，看到别人的文明与自己的

文明有不同，就感到不顺眼，就要

千方百计去改造、去同化，甚至企

图以自己的文明取而代之，是客观

存在的一个重要历史现象。

自工业革命以后，人类文明

进入了一个复杂的特殊时代。一方

面，生产力迅速发展，创造了巨大

的财富；另一方面，财富被西方资

本主义列强所占据，它们发动了全

球性的殖民战争，将世界大多数国

家和人口打入贫穷的深渊。一方

面，世界各国的联系与合作变得空

前普遍而紧密；另一方面，在很长

一段时间，这种联系与合作在实质

上不过是西方列强抢劫、霸占全球

市场、人力和资源，世界因此被分

裂为横行霸道的殖民宗主国与备受

奴役、掠夺的殖民地半殖民地。一

方面，西方列强洋洋得意地自我标

榜“民主、自由、平等”；另一方

面，它们又以救世主自居，奉行国

强必霸、赢者通吃的丛林法则，肆

无忌惮地在世界耀武扬威，推行种

族歧视、实施民族压迫，甚至大规

模贩卖黑奴、血腥屠杀印第安人。

说到底，就是少数人骑在世界大多

数人民头上作威作福、为所欲为。

现在，国际社会普遍对中国改

革开放、和平发展的成就及对世界

的重大贡献高度评价、赞誉有加。

但也出现一种说法，似乎西方与中

国合作40多年来，中国的社会制度

和价值观并没有按照西方的预想演

变，西方对此感到失望，应当把对

华政策从合作转变为全面而长期的

对抗，竭尽全力阻止中国快速发

展。这种说法的文化立场，显然不

是开放包容、相互尊重的，而是自

我封闭、妄自尊大的。然而，它却

像病菌一样在西方某些国家迅速蔓

延，日渐明显地影响其对华政策，

进而损害世界的和平与繁荣。正如

习近平总书记所说：认为自己的人

种和文明高人一等，执意改造甚至

取代其他文明，在认识上是愚蠢

的，在做法上是灾难性的！

当今世界，各国之间共同利

益大于分歧，合作是主旋律，是正

道，也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合

作，才能维护世界各国的共同利

益；加强合作、谋求共赢，这是全

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共同需求。以相

互尊重、开放包容的态度对待不同

国家不同民族，在物质文明方面互

通有无、取长补短，在精神文明方

面求同存异、互学互鉴，完全是世

界人民的普遍意愿，是历史发展的

必然要求，也完全符合世界各国各

民族的共同利益。只有坚持开放，

才能发挥各自比较优势，加强相互

经济合作，培育全球大市场，完善

全球价值链，做开放型经济的建设

者。只有坚持包容，才能推动不同

社会制度互容，不同文化文明互

鉴，不同发展模式互惠，做国际关

系民主化的实践者。

倡导与时俱进、

创新发展的文化追求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要登高

望远，把握世界文明发展的走向，

倡导与时俱进、创新发展的文化追

求，坚定不移推进世界文明在交流

互鉴中共同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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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明永

续发展，既需要薪火相传、代代守

护，更需要顺时应势、推陈出新。

世界文明历史揭示了一个规律：任

何一种文明都要与时偕行，不断吸

纳时代精华。我们应该用创新增添

文明发展动力、激活文明进步的源

头活水，不断创造出跨越时空、富

有永恒魅力的文明成果。

倡导文明与时俱进、创新发

展，核心是正确进行文明学习借

鉴。任何一种文明，不管它产生于

哪个国家、哪个民族的社会土壤之

中，都是流动的、开放的。激发人

们创新创造活力，最直接的方法莫

过于走入不同文明，发现别人的优

长，启发自己的思维。中华文明从

与其他文明的交流中获得了丰富营

养，也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重要

贡献。自我封闭，文明就不能进

步；唯我独尊，文明就无法丰富。

正确进行文明学习借鉴，应该虚心

学习、积极借鉴别国别民族思想文

化的长处和精华，这是增强本国本

民族思想文化自尊、自信、自立的

重要条件。

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

大调整的新时代。最为突出的特征

是金砖国家等新兴经济体快速持续

发展，亚洲、非洲、拉丁美洲越来

越多的国家加快摆脱贫困的步伐，

谱写着经济腾飞的故事。这种现象

被不少学者描述为世界经济的重心

正在由西向东转移。不过，这种转

移并没有以损害西方经济为代价，

相反，西方发达国家在这种转移中

也是实实在在的受益者。而且它们

在总体上仍然占据着重大优势，只

是世界经济的盘子做得更大了，世

界经济的引擎比过去增多了，西方

发达国家在其中的比重相对有所降

低而已。

毫无疑义，这种局面确实是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世界经济格局

的这种重大发展，包括各国发展模

式、发展道路的多样化，是随着世

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

而不断演进的。跟随时代前进，就

要摆脱殖民心态、摒弃冷战思维，

尊重各国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

整，与各国平等相待、和谐相处，

结伴而不结盟，探索建立相互尊

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

际关系。

国际社会普遍认为，全球治理

体制变革正处在历史转折点上，数

百年来列强通过战争、殖民、划分

势力范围等方式争夺利益和霸权，

逐步向各国以制度规则协调关系和

利益的方式演进，建立国际机制、

遵守国际规则、追求国际正义成为

多数国家的共识。

中国提出的共商共建共享的全

球治理理念，正是与时俱进、创新

发展的生动体现。它不仅事关应对

各种全球性挑战，而且事关给国际

秩序和国际体系定规则、定方向；

不仅事关对发展制高点的争夺，而

且事关各国在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

长远制度性安排中的地位和作用。

全球治理体制变革离不开理念

的引领，全球治理规则体现了更加

公正合理的要求，离不开对人类各

种优秀文明成果的吸收。推动全球

治理理念的创新发展，需要积极发

掘中华文化中积极的处世之道和治

理理念同当今时代的契合点，继续

丰富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面对这样的新局面和新任务，

习近平总书记一直强调：中国要做

学习大国。对人类社会创造的各种

文明，无论是古代的中华文明、希

腊文明、罗马文明、两河文明、印

度文明等，还是现在的亚洲文明、

非洲文明、欧洲文明、美洲文明、

大洋洲文明，我们都应该采取学习

借鉴的态度，都应该积极吸纳其中

的有益成分。坚持从本民族实际出

发，坚持取长补短、择善而从，兼

收并蓄。不要骄傲自满，不要妄自

尊大；要谦虚谨慎，勤奋学习，不

断增益其所不能。

倡导坚持理性、

坚持理想的文化风骨

当今世界，一个值得我们警

惕的现象是：非理性思潮在某些国

家正越来越蔓延、越来越嚣张，其

乖戾、放肆实在令人匪夷所思，单

边主义、霸凌主义四处横行，冲击

着现有国际体系和国际关系基本准

则，谣言抹黑、制裁施压成为攻击

其他国家的工具，造成世界乱象丛

生。

坚持理性、坚持理想，是我们

头脑清醒、立定脚跟、沉着应对一

切挑战，坚定不移做好自己事情的

文化风骨。

日益严峻的气候变化正在严重

影响人类的生产生活和生命安全，

这是客观的事实，为各国人民所切

身感受，为世界科学界所一致公

认，国际社会为此反复商议，共同

决议一致应对。有的国家硬把“气

候变化”说成是世界各国为损害某

个特定国家的利益而精心编造的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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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这种罔顾事实、信口雌黄的非

理性，只顾损人却并不利己，更没

有正视和解决问题的诚意。

防止核扩散、反对恐怖主义

等安全问题，需要各国人民相互尊

重、加强合作、密切协同。不应该

为了自己一国的私利，推行双重标

准，对这个国家要坚持防止核扩

散，对那个国家却放任纵容核扩

散，或者只反对危害本国安全的恐

怖主义，却明里暗里扶持危害别国

安全的恐怖主义，甚至打着反恐的

旗号公然干涉别国内政。这样言行

不一、唯利是图，诚意何在？怎么

可能真正有效应对日益严峻的安全

问题？

经济全球化促进了世界生产力

的发展，使世界各国普遍受益。有

的国家的一些人却罔顾事实，把经

济全球化说成是世界各国偏偏占了

自己一国的便宜，抱怨全世界都没

有公平对待自己，公然标榜只管自

己一国独大，不惜损害其他各国的

利益，到处“退群”，以践踏国际

规则、撕毁国际协议为自己立威，

以单边主义破坏多边合作，以保护

主义破坏自由贸易，如此扰乱破坏

国际秩序，却到处指责别国破坏国

际秩序！

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的快

速发展，依靠本国人民的勤劳和智

慧，依靠本国的对外开放政策，也

离不开与世界各国的互利合作。中

国的发展成为世界发展的机遇，世

界的发展也成为中国发展的机遇。

不应该罔顾事实，故意回避中国对

世界经济发展的贡献，而刻意鼓吹

所谓“中国威胁论”，在西方散布

对于中国发展的恐惧和惊慌情绪，

以阻止中国继续发展。他们把中国

与各国正常的文化交流说成是别有

用心的敌对行动，买了中国的商品

被表述为被中国拿了自己的钱。用

这种制造种族隔阂、散布种族歧视

的卑劣手法来诬蔑、割裂人民之间

的交往，这本身就是对历史的一种

反动！

莫忘理想、不违道义，少一点

唯我独尊的执念，多一点平等相待

的诚意。西方思想中心论、西方文

明优越论流行了数百年，对于非西

方的民族和文明，居高临下、横行

霸道惯了，盛气凌人、颐指气使惯

了，尽管嘴上天天说着“自由、平

等、博爱”，真正看到原来被自己

俯视的民族和文明站起来与自己平

视，心里就不觉得“自由”，行动

上就不愿意实行“博爱”，也忘记

要实行什么“平等”了。这就是有

的人偏执地否定发展中国家的发展

权、对中国和平发展的成就感到心

惊胆战的心结。但是，这难道不正

违背了几个世纪前为现代资产阶级

开辟思想道路的启蒙运动先驱们提

出的社会理想吗？或许，他们中的

许多人从来就是以一种“殖民者”

的心态在讲关于“平等”之类漂亮

话的，如果不在他们自己的心里真

正来个“去殖民化”，那他们究竟

还文明不文明，也都难说了。

尊重事实、尊重科学，少一点

自以为是的执念，多一点实事求是

的真心。现在煽动非理性思潮的政

治势力，其实对非西方的各国国情

和社会发展了解很少，却总是自以

为是，以教师爷自居，想方设法要

这些国家照搬西方的社会制度和

发展模式，可结局却一再适得其

反。他们不去总结教训，反而把

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成功看作对

西方社会制度和价值观的挑战，

视为对其国家安全的威胁。中国

按照自己的国情、按照人民的意

愿，成功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创造了经济

腾飞的奇迹，不断提高人民的生

活水平，使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

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

跃，正是中国对世界和平与发展

的具有战略性的重大贡献。

认清大势、顺乎潮流，少一

点损人利己的执念，多一点合作共

赢的诚意。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时

代课题。在今天关系全人类前途命

运的诸多挑战面前，要始终保持理

性，推动各国人民同舟共济。经济

全球化是大势所趋，和平、合作、

发展是潮流所向，以中国这个最大

的发展中国家为首的新兴经济体，

越来越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重心和

动力，这使经济全球化在质和量上

都在向新的高度升华，越来越清晰

地显现出它根本不同于西方列强那

场以抢夺殖民地为驱动的全球化，

各国在合作共赢的大路上踢翻了

“弱肉强食”、“零和博弈”之类

西方列强的老字号旧招牌，共同努

力开拓世界和平与繁荣的新境界，

构建着前景光明的人类命运共同

体。把握住这个大势，就有利于驱

散那些非理性的紧张和恐惧、猜疑

和偏见、对抗和敌意，满怀信心地

参与到时代的潮流中，合作共赢，

奋力前行。

（信息来源：《求是》，作者

系太湖世界文化论坛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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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9日，世界银行发布的

《一带一路经济学》研究报告分

析称，“一带一路”倡议的全面

实施，可使3200万人摆脱中度贫困

（即日均生活费低于3.2美元），

可使全球贸易增加达6.2%，沿线经

济体贸易增加达9.7%，全球收入增

加达2.9%。对于沿线低收入经济体

来说，外国直接投资增加达7.6%。

这份由米凯拉·鲁塔领导的

世界银行集团经济学家团队所做的

研究发现，如果贸易便利度得到改

善，贸易限制减少，“一带一路”

经济体的实际收入可能是原来的二

至四倍。

当前，一方面全球化面对着单

边主义、保护主义抬头的历史性重

大挑战，另一方面维护和推动全球

化的力量也在快速崛起。其中，中

国倡导的“一带一路”倡议受到世

界上15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积

极响应，正在凝聚成日益深广的时

代共识，努力引领并塑造新一轮全

球化。

新一轮全球化的强劲力量

六年来，“一带一路”已从理

念变成行动，从愿景变为现实。从

倡议提出到全面实施，已经形成一

股强劲的力量，不仅推动共建“一

带一路”本身不断深入发展，而且

也推动新一轮全球化不断向前发

展。

倡议极具感召力。“一带一

路”倡议于2013年提出不久，很快

就得到了沿线一些国家的积极响

应，不少国际组织特别是联合国系

统的一些组织纷纷表示支持，目前

已有15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与中

国签署了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备

忘录。正是因为有了这样一个众多

国家和国际组织认同并积极投身共

建的倡议，为世界各国共同维护世

界良好秩序、继续推进全球化发展

创造了新局面。

内容具备凝聚力。“一带一

路”倡议的涉及面很广，其中最主

要的内容就是“五通”，即政策沟

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

通、民心相通。其本质是通过共建

“一带一路”构建起世界各国全面

的互联互通，从而促进商品、资

本、人员、信息等更好地在全球自

由流动，这实际上就是反映了全球

化的实质。因此，“一带一路”建

设内容很快就得到了广泛认同，达

成了广泛共识，进而形成了很强的

凝聚力。

“对接”形成合力。共建“一

带一路”一个很重要的战略就是在

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基本原则的

基础上，谋求广泛的“对接”，包

括不同国家、地区之间在发展战略

上的对接、在价值链上的对接、在

建设工程项目上的对接，甚至与联

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进行有

效对接。这样的对接，实际上就在

世界上形成了一股新的强劲动力，

推进大家都认同的事业向前发展，

也就从客观上推动了全球化在新的

历史条件下的进一步发展。

机制增强保障力。“一带一

路”国际合作属于一种十分务实的

国际合作，其重要表现就是要将合

作项目务实落地，促进相关国家、

共建“一带一路”引领全球化
□ 胡必亮

2018年9月14日拍摄的由中国企业承建的马尔代夫维拉纳国际机场新
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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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和人民的共同发展。做到这一

点，必须有一套良好的机制作为保

障。经过几年的探索，这套机制渐

已基本成型，也即政府引导、市场

主导、企业主体、项目导向的运作

模式，能较好地把政府和市场的作

用充分发挥出来。这种机制运行的

结果，也就直接促进了各种生产要

素的国际有效整合，促进了“一带

一路”作为平台支撑的新型全球化

过程。

政策沟通保证执行力。共建

“一带一路”特别重视政策沟通的

价值与意义，因为不同政府之间在

政策上保持有效沟通，将有助于项

目得以有效实施，共建目的得以更

好地实现，也就是说会产生更强的

执行力。

塑造全球化的引领力

正是因为“一带一路”具备

了几种很特别的“力”，因此它已

经成为推动新一轮全球化的重要动

力，还具备了引领和塑造新一轮全

球化合作共赢的新功能。

引领目标清晰。共建“一带

一路”的最终目标是构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促进全球共同的和平、繁

荣、开放、创新、文明。基于此，

中国又提出了“开放、包容、普

惠、平衡、共赢”的经济全球化发

展目标。很显然，这两者是高度一

致与契合的。因此，中国与世界各

国共建“一带一路”，实际上就是

在共同推进全球化向着一个更符合

人类可以持续发展的方向全面演

进。

引领动力充足。首先，参与

者众多。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已经

参与进来，世界上最重要的国际组

织也都参与进来；其次，内容覆盖

广。包括基础设施、贸易、投资、

金融、政策、人文交流等诸多内

容，加上各国动员的资源也丰富，

因此动力十足。

引领原则合理。共建“一带一

路”的基本原则是共商共建共享。

通过共建“一带一路”引领新一轮

全球化建设的基本原则，也应该是

共商共建共享。如此一来，就比较

容易在相同原则下促进两者的高度

一致发展。

引领精神合适。中国所倡导的

共建“一带一路”的基本精神就是

“丝路精神”，即和平合作、开放

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按照

这样的基本精神去推进新一轮全球

化，将会是一种新型的互利共赢的

新型全球化，可以消除旧体系主导

下全球化的不平衡、不充分和不可

持续。

引领机制得当。即将共建“一

带一路”过程中如何处理好政府、

市场、企业之间的关系的机制，运

用到推进新一轮全球化过程中，充

分发挥政府市场、企业各自的重要

作用，相互配合，谋求共赢发展。

赋予新一轮全球化新特征

正因此，新一轮全球化客观

上已打上了深刻的“一带一路”烙

印，并形成了与此前历史上的几轮

全球化所不同的时代特征。

一是创新性。“一带一路”

倡议是一个重要的具有历史意义的

创新性倡议，因此以共建“一带一

路”为特征的新一轮全球化本身就

具备了明显的创新性。这是不同于

过去各种类型全球化的一种体制性

和结构性创新，属于一种系统的整

体创新。

二是综合性。“一带一路”

倡议包括了经济、社会、文明等方

面，摆脱了旧体系主导下全球化的

纯粹经贸和跨国资本的发展特征，

具有很强的发展综合性。

三是自主性。旧体系下的全球

化主要依靠市场自发力量驱动，其

天然的逐利性和发展不均衡性引发

了一系列全球化困境。新一轮全球

化，在“一带一路”共商共建共享

机制影响下，如何有效发挥政府主

动作为以降低市场活动的盲目性，

越来越成为世界各国的实践共识。

四是开放性。共建“一带一

路”是一个完全开放的系统，无论

国家、组织、企业，任何建设性力

量都可以加入。因此，更大的开放

性也成为新一轮全球化的必然特

征。

五是包容性。合作共赢的“一

带一路”倡议及其实施，正是对旧

体制下非均衡的、贫富差别加速扩

大的、赢者通吃的全球化弊病的全

面更新，其所倡导的更多普惠性、

均衡性、共享性、共赢性的包容性

发展特点，六年来“润物细无声”

地源源不断注入到了新一轮全球化

的血脉中。

（信息来源：《瞭望》，作者

单位：北京师范大学“一带一路”

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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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天的济南，烈日炎炎。引

人关注的第二届“中国·济南新动

能国际高层次人才创新创业大赛”

正在世界各地如火如荼地进行。前

不久落下帷幕的欧洲赛区决赛，两

位欧洲“大咖”相中济南。一等奖

获得者贺宁和来自英国的医学院院

士James Scott都表示，有意将项

目落地济南。在德国工作的贺宁，

非常期待自己的“洁净肽技术”到

济南扎根，并计划依托该技术“五

年内发展成上市公司”。英国院士

James Scott的参赛项目是一种癌症

新疗法，他希望“互帮互助，借助

济南的政策、资金扶持，帮助开发

药物并作出重要贡献”。

当前的济南，吸引着世界各地

的高端人才把目光投向这片沃土，

越来越多的人“看中济南”“选择

济南”“扎根济南”。数据显示，

现在济南的人才虹吸效应已开始显

现，每年新增人才流入10万人，人

才吸引指数位居全省第一。目前，

全市人才资源总量达到160万人，

各类人才在支撑十大千亿级产业发

展、推动科技成果转化、培育壮大

新动能等方面取得明显成效。

“选择济南”的不仅仅是人

才，还有来自世界各地的投资商和

资本。仅今年5月，我市就先后赴

北京、上海招商推介，揽下超过

2500亿元的项目大单。

“走出去”的济南，经历了从

“济南了解世界”到“世界认识济

南”，进而“选择济南”的蝶变。

如今，济南正成为一个发展的“强

力磁场”，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

人才、资本按图索骥，选择到这里

创新创业。

济南以更大的步伐“走出

去”，推动“双招双引”工作迈上

新台阶

越开放越发展，越发展越开

放。志在建设“大强美富通”现代

化国际大都市的济南，深知这个道

理。近年来，济南以更大的步伐

“走出去”，积极融入全国舞台、

世界舞台，将“双招双引”工作放

到更大格局中来谋划。

山东提出“支持济南市全力打

造央企和跨国公司北方基地，建设

国家中心城市，全面对接京津冀，

主动服务雄安新区，打造环渤海大

湾区重要增长极，充分发挥省会城

市辐射带动作用，提高省会城市首

位度，切实把济南这个山东的龙头

扬起来。”

这样的目标定位，意味着济

南必须立足于更大的格局中去谋划

经济发展。5月23日，我市在北京

举办“选择济南共赢未来”济南与

中央企业合作对接会，重点对接的

是50余家中央企业及200余家知名企

业。此次对接会上，共签订了39个体

量大、质量高、效益好、牵动性广的

项目，总投资额1395亿元，主要涉及

总部经济、智能制造与高端装备、高

新技术等高端现代产业领域，创造了

济南市与央企合作的“三个最”：一

次性集中签约项目最多、签约金额最

大、涉及领域最广。

上海是跨国公司地区总部最集

中的城市。为招引更多的跨国公司

来济发展，5月30日，我市在上海

举办“选择济南 共赢未来”——

聚焦世界500强高质量“双招双

引”推介会，邀请了日本住友商

事、胡润百富、益海嘉里、德勤、

荷兰帝斯曼、上海德国中心、福布

斯在内的349家世界500强、跨国公

司、知名企业、金融机构、商会协

会，每一家都是各地招商名单上争

相抢夺的“香饽饽”。这次推介

会，济南揽下投资总额1127亿元的

40个项目。

走出去，已成为济南人的共

识。除了市级层面，各区县、开发

区也走南闯北，各显身手。今年以

来，槐荫区在杭州举办了“康养名

城活力槐荫——2019济南槐荫·杭

州招商引资招才引智推介会”，签

约11个项目，总投资意向额近100

亿元；钢城区在佛山市举办高端镀

锡薄板产业精准招商推介会，签

约5个产业链项目，总投资21.6亿

元；历下区先后赴香港、深圳举办

双招双引推介会……

数据显示，今年1-5月份全市

新设外商投资企业103家，同比增

长11.96%；实际使用外资6.52亿美

元，同比增长11.53%，高出全省平

均增幅8.58个百分点。

在引进人才方面，我市自2018

年以来共组织15批次海外引才团

组，分赴美洲、欧洲、大洋洲等

的20多个国家，实现人才项目对

接1200余项。连续两年举办“中

国·济南华侨华人双创大会——

世界选择济南，看中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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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委外事工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召开
7月9日，市委外事工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和省委

外事工作委员会会议精神，审议通过《市委外事工作委员会工作规则》《市委外事工作委

员会办公室工作细则》《关于加强和改进因公出国管理的意见》，研究部署近期重点工

作。

省委常委、市委书记、市委外事工作委员会主任王忠林主持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

记、市长、市委外事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孙述涛，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杨峰，市委常委、

组织部部长李刚，市委常委、秘书长蒋晓光和市委外事工作委员会委员出席会议。

会议指出，要旗帜鲜明讲政治，坚定不移加强党对外事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要立足

本职勇担当，坚定不移服务国家总体外交；要凝心聚力促发展，坚定不移打造对外开放新

高地；要强化统筹聚合力，坚定不移构建大外事工作格局。

市委副书记、市长、市委外事工作委员会副主
任孙述涛出席会议。

省委常委、市委书记、市委外事工作委员会主
任王忠林主持会议并讲话。



2019国际泉水文化  景观城市联盟会议举行

省委常委、市委书记王忠林会见与会嘉宾代表。

市委副书记、市长孙述涛与土耳其马尔马里斯  市市长美莫特·欧克提签署两市友好交流合作三年
行动计划备忘录。

原中国外经贸部副部长、中国入世谈判首席代
表、中外企业家联合会联席主席龙永图作主旨发言。

市委副书记、市长孙述涛在开幕式上致辞。

济南市国际传播全媒体平台上线启动。

开 幕 式

土耳其马尔马里斯市市长美莫特·欧克提致辞。



2019国际泉水文化  景观城市联盟会议举行

省委常委、市委书记王忠林会见与会嘉宾代表。

市委副书记、市长孙述涛与土耳其马尔马里斯  市市长美莫特·欧克提签署两市友好交流合作三年
行动计划备忘录。

举行“打造自由贸易试验区新高地”——世界知名企业
交流对话会。

举行济南友城国际产能合作洽谈会。

举行友城文化旅游交流会。

分 会 场 



2019海外媒体聚焦济南活动举行

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杨峰在启

动仪式暨中外媒体对话会上致辞。

中国日报社秘书长朱宝霞、市外办主任田迎分别

代表中国日报社与济南市外办签署国际传播战略合作

框架协议。

参观济南国际医学科学中心。

感受济南传统文化。赴趵突泉体验泉水景观。



科创委员和海外博士走进‘侨梦

苑’”活动，邀请20余个国家和地

区300余位知名侨商侨领、海外高

层次人士，参会项目200余个，协

议总金额近百亿元。依托海外创业

基地、创业联盟等海外群团组织，

我市在澳大利亚、美国等国家新建

5个离岸基地创新驿站，在德国、

法国等国家分别设立5个人才工作

站，通过实施“走出去”战略，积

极延揽海内外高层次人才。此外，

我市还连续两年举办济南新动能国

际高层次人才创新创业大赛。在首

届大赛中，96个团队从澳大利亚墨

尔本、美国硅谷、比利时布鲁塞尔

三大赛区脱颖而出。赛后，我市提

出实施“96工程”推动项目落地，

截至目前，已有40个项目落地。今

年的大赛，参赛项目数量远超去

年，档次也更高。

“走出去”的济南，发展的道

路越走越宽，实现了更多大项目好

项目、更多高端人才“引进来”，

为全市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劲动

力。

来自世界各地的企业、人才把

目光投向济南，纷纷“选择济南”

“走出去”的济南，正在赢得

世界关注，成为很多人心目中的机

遇之城。一大批国内外企业家、高

端人才在世界地图上“标注”中国

济南，在工作日志上排下去往中国

济南的行程，将“工作目的地”上

注明中国济南。他们来到济南分享

在创业创新方面的技术经验和专业

知识，考察了解济南的发展环境、

发展优势、发展要素、发展空间，

并得到了满意的“答案”。

认识济南的企业家，开始“选

择济南”。

7月11日，又一家世界500强企

业落户济南——SAP（思爱普）山

东分公司正式成立。SAP选择济

南，显然经过了深思熟虑、深入研

判。其所同步启动的“中国北方智

慧企业赋能中心”，志在立足济

南、辐射山东及周边广大区域，赋

能企业上云、加速新旧动能转换。

“有文化，企业家实力很强，

地理位置也很方便。”英国注册会

计师、著名的《胡润百富》创刊人

胡润表达了选择济南的原因。在

“选择济南共赢未来”——聚焦世

界500强高质量“双招双引”推介

会上，他与济南市槐荫区就胡润济

南财富中心及永久会址事宜达成合

作意向。

世界500强企业住友商事也计

划在济南设立办事处，这是住友商

事十几年来第一次增设办事处。谈

到为何选择济南，住友商事中国企

业集团企划事业推进部总经理达下

笃说，在与济南两次高层对话中，

不仅体验了济南优美的自然环境和

深厚的文化底蕴，也感受到了市

委、市政府在打造营商环境方面做

出的积极努力，以及政府的专业务

实和高效。

熟悉济南的企业家，纷纷扩大

在济投资。

上好佳进入济南发展已有8年

时间。如今，这家食品业巨头在济

南决定追加投资。上好佳（中国）

有限公司执行副总裁李培明透露，

公司已在济南拥有200亩厂房，这

次追加的投资是在济阳区扩充建设

占地100亩的生产线，未来要将济

南发展成为全国食品领域最主要、

最大的基地。

去年，正泰集团收购莱芜科

虹线缆有限公司，实现了四个“当

年”：当年签约重组、当年恢复生

产、当年加大投入、当年纳税盈

利。去年一年，正泰集团在莱芜的

项目收入达到了约10亿元，当年缴

纳税收1500万元。对投资济南，正

泰集团充满信心。正泰电器总裁陈

成剑表示，计划在莱芜追加10亿元

投资，打造正泰集团在北方的产业

基地。

荷兰帝斯曼集团亚太及大中华

区副总裁德克·杜博表示，济南要

努力扬起山东经济的龙头，出台一

系列含金量极高的政策。“这也是

我们非常看好济南，把济南作为我

们投资的战略重点的原因。”在德

克·杜博看来，济南是未来投资非

常重要的热点，公司将继续以莱芜

高新区作为战略支点，持续追加投

资，在莱芜高新区新建一个产能和

研发中心。“选择济南就是赢在未

来。”德克·杜博先生表示，乘着

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的东风，将更

加热情地拥抱泉城、拥抱未来、拥

抱成功。

前所未有的“济南机遇”，让

这座城市成为发展的“强力磁场”

凤择良木而栖。对企业和人才

来说，选择到哪一座城市来发展，

必然会看这座城市的前景和潜力。

当前的济南，正面临着千载难

逢的发展机遇。当前的济南，正牢

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对标对

表“走在前列、全面开创”目标定

位，全面落实省委省政府“让济南

这个山东经济龙头扬起来”工作要

求，紧紧咬住建设“大强美富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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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目标不动摇，进

入了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期、机遇

期、黄金期。

选择济南，就是选择未来。

因为，这座城市拥有得天独厚的优

势。济南区位优势明显，北接京津

冀，南连长三角，东承环渤海经济

圈，西通中原经济区，是多个战略

经济区交会点；作为全国重要的综

合性交通枢纽，济南每天有300多

个高铁车次直达全国236个城市，

特别是到北京的高铁，每天多达

116趟，最快只需1小时22分，实现

了北京与济南同城化发展。济南机

场作为国际门户机场，有162条航

线通达五大洲84个城市。便利的交

通条件，使济南成为国家重要交通

枢纽城市。济南产业体系完备，十

大千亿级产业加速崛起，新一代信

息技术、智能制造和高端装备两大

优势产业，主营业务收入双双突破

3000亿元，软件和信息服务业占据

山东省半壁江山，全市新药药号超

过1300个，居全国之首。济南创新

实力雄厚，正全力抢占全球新一轮

科技产业变革先机，聚焦量子超

算、人工智能、基因编辑等科技前

沿领域，打造创新制造强市和智能

经济强市，一大批新技术、新产

品、新业态、新模式在济南不断涌

现：全国量子计算与测量标准化委

员会落户济南，量子计算与量子雷

达、量子芯片实现产业化，拥有完

全自主知识产权的新一代神威E级

原型机系统在国家超算济南中心正

式启用。深厚的文化底蕴、完备的

要素支撑、澎湃的创新活力，让这

座千年古城，日益成为海内外企业

的首选之地、兴业之城。

继西客站片区3所新建幼儿园

即将投用之后，6月16日，常春藤

国际教育集团附属幼儿园——济南

市常春藤幼儿园正式签约落户槐荫

区。这意味着，槐荫在办好本土学

前教育的基础上，引入国际高端优

质教育资源，为幼儿成长提供更多

可能。

常春藤国际教育集团是由我国

教育专家联合美国常春藤名校以及

澳大利亚、欧洲、日本等教育专家

成立的国际幼教机构。2017年，该

教育集团整合全球高端教育资源，

研发出兼具中国特色和国际视野的

全新幼儿教育课程体系。落户槐荫

的济南市常春藤幼儿园，就是这样

一所集东西方文化于一体的高端幼

儿园，也是常春藤国际教育集团在

济南创办的第一所国际示范园。该

幼儿园位于槐荫区二环西路南沙佳

苑北临，今年9月正式开园。

（信息来源：《济南日报》）

济南也有“常春藤”国际幼儿园了

选择济南，就是选择机遇。

因为，这座城市拥有完善的平台支

撑。我市高标准规划建设了占地

100平方公里的“央企城”，目前

已建成会展中心和商务办公等公共

设施，总部楼宇实现拎包入驻；

1030平方公里的新旧动能转换先行

区核心区建设破题起势，总投资

1500多亿元的高端装备制造产业园

等八大项目集中开工；总投资2000

亿元、占地45平方公里的国际医学

科学中心日新月异；总投资2000亿

元、占地26.3平方公里的济南国际

金融城崛起成峰，雪野湖齐鲁智

谷、国家量子谷、创新谷、院士

谷、齐鲁科创大走廊等高端平台加

快建设……一个多点支撑、板块联

动的新旧动能转换格局已经形成。

选择济南，就是选择希望。

因为，这座城市拥有良好的投资环

境。近年来，济南全力深化“一次

办好”“一次办成”改革，创新推

出“拿地即开工”模式，受到国务

院大督查通报表扬并向全国推广；

加快推进“一枚印章管审批”“不

见面审批”，市场活力充分迸发，

自去年6月份以来，市场主体平均

每个工作日新增超过1000户，目前

总量已超过100万户；成立22个由

市级领导牵头的攻坚指挥部，实施

重大项目工作专班制，为项目落地

和企业发展提供全过程、保姆式的

“店小二”服务，被评为“2018中

国企业营商环境十佳城市”。此

外，济南还为企业家和人才提供最

优厚的政策支持，出台“总部经济

发展10条”，拿出真金白银，对新

引进的总部企业，按办公用房成本

的50%进行补助，全力打造央企总

部集聚的先行区、试验区、示范

区……

正如纷至沓来的海内外嘉宾所

言，今天的济南，“优势得天聚、

地利势自成”，发展环境之优前所

未有，发展势头之强前所未有，发

展前景之好前所未有。

济南，正阔步走向全国舞台、

世界舞台，吸引着广大企业家和人

才将目光投向这片热土。

（信息来源：《济南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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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济南提出建设“大强

美富通”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美好

愿景，让每一位市民为之振奋。国

际化大都市要求市民有更强的国际

化意识和国际化视野，要懂得如何

与国际友人以及各种外来人士相处

与沟通。而开放的教育是助推这个

目标实现的关键因素。

一个多月来，市政协第十五

专题“商量”调研组围绕“加大教

育开放度 助推现代化国际大都市

建设”，多次到我市中学、驻济高

校和外籍人员子女学校进行实地调

研，座谈交流，并开展集中商量。

大家从先进理念、开放环境、合作

交流和人才队伍建设四个方面进行

思想碰撞。通过深入探讨，大家就

加大教育开放力度提出一系列“金

点子”，思想共识不断凝聚。

教育开放理念更新是先导

 

　　“根据自己的兴趣报名，上学

期学的音乐，这学期报的美术。”

济南第十四中学初一学生许文哲

说。6月4日上午，伴随着鸟语花

香，第十五专题“商量”调研组走

进了济南第十四中学展开现场商

量。

市政协委员、山东师范大学硕

士生导师袁竞参与了济南第十四中

学的现场商量，对该校的先进教育

理念颇为赞赏。她认为，教育开放

理念更新是先导，教育开放涵盖的

内容很多，并非仅仅办一些国际学

校。

“理念意识的培养非一日之

功，应从学生基础教育阶段开始渗

透国际理解教育。”济南市高新区

东城逸家小学校长史峰虹表示，国

际理解教育侧重于培养学生的全球

意识和对多元文化的理解能力，培

养他们的好奇心、批判性思维能力

以及国际规则意识。她建议，让更

多学校将国际理解教育渗透到教育

教学活动中。

对此，济南职业学院国际学院

国际生部主任刘潇也深表认可。她

认为，无论是基础教育、高等教育

还是职业教育，都应该积极探索、

创新对外交流渠道。同时，她建

议，政府应规划推进教育对外开放

行动计划，厘清对外开放思路。

市教育局副局长刘绍辉回应

道，今年4月，市委、市政府出台

了《关于做好教育对外开放工作的

实施意见》，对教育的开放工作

规划了4方面举措、12方面具体行

动。近年来，济南教育也服务于

“一带一路”建设，不断有老师到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传播中国文

化，讲述济南故事。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

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义务教育质量

的意见》明确指出，义务教育阶段

不能引进国际课程、国际教材。那

么义务教育阶段怎样更好地让教育

开放呢？袁竞认为，现阶段，融入

国际教育课程一般有两种方式，一

种是本地学校与国内学校以及国际

学校间的交流；另一种是学校内部

教师之间的交流提升。但是由于学

校、教师之间水平存在差异，导致

我市在融入国际教育课程时也有很

国际化的泉城呼唤更加开放的教育

第十五专题“商量”调研组在济南第十四中学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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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差异。

市外办副主任宫俊卿说，市

外办前期推行了市民国际礼仪进社

区、进学校，已经取得了良好的社

会反响。下一步，市外办将与山东

省标准化研究院共同研究制定，出

台全国首部国际化人才社区建设与

管理的标准。

“国际理解教育，侧重培养全

球意识和对多元文化的理解力。”

关于教育开放，山东省社会主义学

院副院长孙黎海认为，这应该是教

育开放的“初心”，围绕这个“初

心”，教育开放的形式要灵活多

样、不拘一格。此外，教育开放的

思路要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

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

未来。

软硬环境共建助力教育开放

7月2日下午，头顶烈日，第

十五专题“商量”调研组走进托马

斯外籍人员子女学校。作为济南教

育开放的桥头堡，该校已经探索出

了一条成功的路子，这离不开教育

开放的环境和氛围。

关于教育开放的环境和氛围，

市政协委员、济南市延安教育培训

学校校长王延安说，两年前，江苏

省的南通市和常州市为推进城市国

际化建设，引进了很多外国知名的

专家、投资商。但这两个城市没有适

合专家和投资商孩子学习的国际学

校，他们只能把孩子送到具备条件

的苏州市。久而久之，他们就把家

安在了苏州，项目也转移到苏州。

由此可见，开放的教育对国

际化大都市建设至关重要。那么如

何让外来人才留在济南呢？袁竞认

为，教育开放硬环境比较重要，但

软环境更重要，应该从社会的秩序

环境和文化环境入手讲好济南故

事。让来到济南的外地人通过直观

感受、体验、体会、热爱，最后留

在济南。

“目前来济留学生，想在求学

期间获得一个合法的打工机会存在

很多障碍，毕业后留济发展机会也

很少。”刘潇认为，如果这两个问

题解决不好，势必会降低济南对留

学生的吸引力。政府在这方面应该

有相关的政策支持，或者想办法解

决这些问题。

王延安对此也深表认可，他建

议，济南可以走得步子更大，引进

更多或更高端的国际学校。对于职

业院校，可以和走出去的企业建立

与“一带一路”建设相吻合的国际

人才产学联盟；对于高等教育，可

以把高校的实践基地建在国外，让

济南的高等教育走出国门。

听完王延安的建议后，刘绍辉

表示，《关于做好教育对外开放工

作的实施意见》文件中，市委、市

政府有明确要求，到2025年，我市

要至少引进2-3所国际学校。

宫俊卿也回复道，现在济南职

业学院已经与德国费斯托合作进行

职业培训。济南卫校也正在与英国

的索尔福德大学进行3+2方面的培

训尝试。此外，山东高速集团、浪

潮集团等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

国家有海外布局。市外办将配合这

些企业进行国际招生，进行有针对

性的职业培训，毕业之后就到海外

中国企业就业任职。

在集中商量中，现场观众还提

出，如何解决港澳台同胞、外籍人

士子女入学问题？本地人是否有途

径享受到高质量国际化教育？

对此刘绍辉说，外籍人员持护

照、学区内房产，可以到对应的学

区为子女报名入学。此外，外籍人

员也可以持护照到托马斯实验学校

报名，解决子女入学的问题。济南

本地人子女在高中阶段，可以在省

实验中学、山师大附中等学校就读

国际课程班；也可以选择托马斯实

验学校，享受国际课程和国际师资

教育。

在交流合作中提高教育开放水平

随着济南各高校和市区国外留济南托马斯实验学校新校区全景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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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身影的不断增多，反映出当前

济南教育开放度逐步加大，对外交

流合作持续深入。“与俄罗斯、法

国、瑞典等国家高校开展多种形式

的教育合作，选派优秀教师出国进

行培训……”28日上午，山东交通

学院相关负责人介绍该校在对外交

流合作方面的工作。

提起教育开放，大家马上会想

到对外交流。袁竞认为，教育开放合

作更重要的是对内的合作交流。她建

议，不仅要加大省际、校际、市际之

间的合作交流，还要吸引世界、全国

的优秀教育资源来济南办学。

刘绍辉说，目前我市提出要对

标上海、杭州、深圳等先进城市。

比如济南第十四中学引进了在全国

享有盛名的北京十一学校的课程，

效果显著。但济南一直主张是一校

一策，而非千校一面，去年我市开

启了领航学校、特色学校、新优学

校三类学校建设。

对于刘绍辉谈到的合作模式，

刘潇建议，友城是一个很好的切入

点，像济南的院校可以通过友好省

州的联系，形成高层对话、磋商机

制，加大对外合作交流力度。同

时，她希望政府支持职业院校建立

海外分校，解决留学生就业问题，

形成贯通培养的机制。

宫俊卿紧接着说，近年来为

了不断扩大我市对外开放，致力于

壮大济南泉水国际“朋友圈”，友

城已经成为我市对外交流合作的重

要平台。而通过友城助推学校的结

好，已经成为教育对外开放行之有

效的路径。

刘绍辉说，从政府层面，教

育的友好交流还要扩展。近期中国

要在巴西建第一所海外的中国国际

学校，这所国际学校把济南作为唯

一的师资提供地。通过海外国际学

校的建设，把中国的文化延伸到海

外，把中国的教育延伸到海外。此

外，还要不断加大中外合作办学和

办科研机构的力度。

“要有开放的思维、灵活的措

施和切实的保障。”孙黎海认为，

一方面，既不能搞“关门主义”，

也不能学“东施效颦”。另一方

面，要建国际学校、引进外教，互

派留学生、交换生，包括友好城

市、学校结对子等多措并举。此

外，教育开放的前提是管理者的开

放，要让管理者具备开放的视野、

包容的心态、匹配的能力。

安生教育科学研究院院长张梧华

认为，教育开放要走出国门，政府要

做好摸底工作，在走出国门的企业周

围建立服务平台，设立培训机构，培

养企业所需要的人才。同时教育开

放要学习外省先进经验，吸取失败

教训，谨慎规划，有序规划。

人才队伍建设既要“输血”

更要“造血”

教育以人为本，人才是教育

的核心。6月28日上午，市政协第

十五专题“商量”调研组来到山东

交通学院长清校区开展“教育开放

沙龙”，在人才队伍建设方面展开

深入调研和座谈交流。

作为基层校长代表，史峰虹表

示，教育开放的领军人物是校长。

一个好校长，就是一所好学校。她

希望政府能够通过多种渠道，为校

长们提供开拓事业、学习先进教育

理念的机会。

袁竞则认为，培养和引进优秀

教师至关重要，可以通过“输血”

方式引进优秀教师。更重要的是要

通过“造血”方式让本土教师加快

成长。一方面，充分发挥引进优秀

教师的引领作用；另一方面，要通

过各种平台为本土教师提供成长的

环境。

“人才或者专家智库的建设至

关重要。”刘潇希望，政府部门能

够搭建平台或者形成联动机制，解

决在人才智库建设中存在的问题，

切实为人才引进提供更加高效、便

捷的通道。

“人才的引进和培养，不仅

仅是教育系统的人才，也包括职业

技术人才、社区教育方面的人才

等。”王延安认为，应该动员全社

会的力量来参与，关注教育开放工

作，以此推动城市的国际化进程。

对于王延安的建议，张梧华深表

认可。他说，目前国与国、城市与城

市之间的竞争，是人才的竞争。在

欧美发达地区引进人才，他们很关

注所在城市的人文环境、生活配套

等，但最重要的是孩子教育问题。

他建议，在人才引进的过程中，要

有专门的团队进行综合考虑。

“一是政策制定者；二是教育

管理者；三是教育实施者，也就是

教师。”关于人才队伍建设，孙黎

海表示，针对“加大教育开放度”

本身，主要涉及以上三个群体。对

这三个不同群体要分类施策，具体

措施可以分为三个层面：一是引进

或选拔；二是培养和交流；三是使

用与优待。

（信息来源：《济南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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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9日，济南市委市政府召

开新闻发布会，发布了备受瞩目的

《济南国际医疗康养名城发展规

划》。《规划》提出了将济南建设

成“国际智慧医养标杆、跨界创新

产业引擎、中西结合医疗高地、全

域生态康养胜地、现代健康示范城

市”的战略定位，规划了“一核、

一极、三区”的功能布局。

统筹全域资源

规划“一核、一极、三区”

“一核”是健康医疗服务核

心高地——功能主体是济南国际医

学科学中心，“一极”是产业增长

极——功能主体是济南生命科学城

和济南药谷产业园，“三区”分别

是生态休闲旅游区、温泉养生度假

区、中医药特色传承区。济南将以

“国际化”“高端化”“特色化”

水准，建设特色鲜明、全国一流、

国际知名的全域生态健康宜居康养

地、国际品质智慧创新医疗城。

我市将统筹全域医疗卫生资源

空间配置，重点引导中心城区优质

医疗卫生资源向先行区、莱芜区等

城市次中心区域及农村疏解延伸；

支持社会资本参与建设医院、诊

所、第三方医疗服务机构。支持济

南国际医学科学中心、驻济高层次

医院着眼医学前沿，打造精准医学

创新平台。依托国家人类遗传资源

库山东创新中心，建设代谢组学和

基因组学等研究型实验室。

我市将支持玫瑰、丹参、驴皮

等道地药材基地建设，打造中药材

标准化种植养殖基地及仓储基地，

构建中药材全程追溯体系。推进中

药工业数字化、智能化建设，提升

中药装备制造水平，培育大型中药

企业集团和产业集群。打造一批

省、市级中医专科专病诊疗中心。

建设中西医结合创新研究平台，开

展中西医临床协作试点。

我市将积极吸引国家重点实验

室、国内外生物医药研发检测机构

在济设立分支机构。依托国家健康

医疗大数据北方中心和济南生命科

学城，开展高端创新药物研发和仿

制药一致性评价。同时，推进医药

产业与大数据、人工智能、3D打印

等跨界融合，培育一批市场化运作

的新型研发组织、科技服务中介，

发展医养服务外包新业态。推动济

南成为新兴医药产品的发布地和国

际医药峰会的举办地。

我市将打造“健康+”体系、

发展特色康复服务、构建一流养老

服务体系。

规划提出，提升宜居品质，

全面打造“15分钟健康生活圈”，

加快推动国际医院、国际学校和国

际社区的建设，提升济南国际化程

度，增强对国际高端人群的城市吸

引力。

国际高端医疗服务聚集区

明年初具雏形

国际医疗康养名城建设主要分

为三个阶段，预计2030年全面实现

发展目标。

到2020年，初具规模，雏形显

现。强化现有医疗康养基础，理顺

工作机制，国际高端医疗服务聚集

区、国际医疗康养目的地初具雏

形。医疗服务方面，新增3-5个国

家临床重点专科，建成1-2个国家

级临床医学研究中心、1-2个国家

级转化医学中心，国际医学科学中

心建设初具规模，医学高地地位初

步确立。医药产业方面，主营业

务收入达到1000亿元以上。康养方

面，培育5个规模过10亿元的“健

国际医疗康养名城2030年完成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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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产业；每个区县建成1处养老

服务中心，每个街道建成1处综合

养老服务中心，全市建成500处城

市社区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和1200

处农村幸福院；建成2家以上高端

养老机构、4-6个社区建立智慧养

老服务中心。健康城市方面，完成

10个以上特色康养小镇建设，举办

医疗康养的世界级论坛、会展、峰

会等活动，提升国际知名度。

到2025年，特色凸显，优势塑

造。全面对接国际标准，基本建成

国际医学技术创新和成果转化高

地、国际高端医疗服务聚集区，确

立国际医疗康养城市地位。医疗服

务方面，国家临床医学研究中心、

重点专科数量进入全国前10，国际

医学科学中心建成5个国际知名医疗

机构。健康医疗大数据北方中心建

设完成，全民健康信息平台达到互

联互通成熟度测评五级甲等水平。

到2030年，国际品质，示范引

领。国际医疗康养名城各项指标领

先全国，城市竞争力跃升至全国同

类城市前列，形成社会和谐、环境

友好、安全宜居、人群健康的全国

“健康城市”示范标杆。产业国际

化、创新国际化、城市建设国际

化、城市形象国际化能级全面提

升，多元平衡、安全高效的全面开

放体系释放持续动力，成为全球健

康城市建设的典范。

（信息来源：《济南日报》）

“两只老虎，两只老虎，跑得

快……”夏日炎炎，正是小麦收获

的季节。6月11日，商河县张坊镇

北赵幼儿园的教室内传出阵阵笑声

和曼妙琴音，从市区赶来的音乐老

师正在给孩子们上音乐课。欢声笑

语之中，一个金发碧眼的身影格外

引人注意，他就是来自加拿大的外

国友人LEE LONG。这位外国小伙

来中国已经四五年了，“听朋友说

这里的孩子条件有限，平时很少上

音乐课，更没有学唱过英文歌，就

想过来看看他们。”LEE LONG和

朋友们不仅把乐器带进了课堂，还

为孩子们带来了学习用品。

“我们的钢琴学校一直对公

益事业比较关注，之前知道了北赵

幼儿园的情况，就想要过来看一

看。”王梦是巴斯蒂安国际钢琴艺

术中心的一名钢琴老师，在了解到

北赵幼儿园的孩子们平时很少有机

会接触乐器后，她和艺术中心的其

他老师心里就一直惦记着。“想着

带着钢琴、尤克里里去给孩子们上

堂课，带着他们一起玩一玩，后来

朋友聊天时，我的朋友LEE LONG

知道这件事，也说要跟着我们一起

去。”她说，这是一位来自加拿大

的小伙子，是个热心肠。“他说那

边的孩子肯定很少见到像他这样

的外国人，见到之后一定非常开

心”。

11日上午，一行人驾车赶到了

商河县张坊镇北赵幼儿园，新奇的

乐器、好听的儿歌还有从没见过的

外国大哥哥，全新的体验一下子就

俘获了孩子们的心。他们围在这些

老师的周围，伴着琴声学唱着儿

歌，高兴地同他们击掌。除了这堂

特殊的音乐课，孩子们还收到了书

包、画笔等学习用品，“我们以后

也会继续关注孩子们的情况，有时

间会常去看看他们”。 

（信息来源：《济南日报》）

外国友人的爱心之旅

音乐课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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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欧亚班列正快速发展，对

外开放的大门越来越大。

今年1月10日，济南开通经二

连浩特至莫斯科的欧亚班列。4月1

日，济南又开通至白俄罗斯明斯克

的线路。8月6日，济南再开通至匈

牙利布达佩斯的新线路……

这意味着，短短半年多的时

间，济南欧亚班列直通欧洲腹地，

总线路从3条增至5条，辐射范围从

8个国家增至12个国家。

济南欧亚班列线路越来越多，

为昂起省会龙头、建设“大强美富

通”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增添了新动

力。

回程班列占全省90%以上

济南首班欧亚班列自2017年8

月4日开行以来稳步发展，成为全

省首条运营常态化的班列，特别

是2018年10月31日全省班列统筹整

合为“齐鲁号”后，济南市借力发

展，班列发行数量及质量大幅提

升，尤其是2019年济南市口岸和物

流办公室成立后，更是亮点纷呈。

短短半年多时间，新开通了3条

线路，比此前两年新开通线路还多

出1条。线路增加了，发车数量也呈

几何级增长。今年上半年共开行81

列、货物重量6.5万吨、货值1.55亿

美元，同比分别增长575%、1485%、

525%；开行数量、货重、货值都超

过了2017年、2018两年之和。

运输货物的质量和结构明显

改善，由最初的日用品、服装、小

商品等低附加值产品，逐步拓展至

汽车、家电、机械设备、激光雕刻

机、汽车零部件等高附加值产品；

进口货物主要是中亚的棉纱、俄罗

斯的板材、纸浆、面粉等。济南欧

亚班列正逐步成为全省国际物流贸

易的“直通车”、外向型经济发展

的“加速器”。

在运量高速增长的同时，济

南市欧亚班列正一步步告别“空车

跑”，往返双向运输日趋均衡。统

计数据显示，目前回程班列与去程

班列数量之比达到了56%，比2018

年高32个百分点；今年上半年，济

南市回程班列占全省90%以上，龙

头地位凸显。

不断拓展欧亚班列发展空间

济南欧亚班列发展既有速度

又有质量，离不开大量细致入微的

工作及改善营商环境的不懈努力。

比如借力省级班列平台优势，协调

班列运营单位与大客户、大项目等

对接合作；统筹班列、航空、综保

区、邮政等各方资源和优势，建立

了济南口岸国际货邮发展联席会议

制度，形成合力。

同时，为满足现行班列开行，

对济南国储铁路监管场站进行了扩

能改造，完善了监管设施条件，提

升集装箱集疏作业和查验通关能

力；牵头制定了促进济南欧亚班列

发展的若干措施，对口岸进出口环

节收费进行了梳理规范，制定企业

口岸收费目录清单，并在山东国际

贸易“单一窗口”向社会进行了公

示。

下一步，济南市将继续加大班

列发运班次，提高班列运行质量，

力争开行波兰、德国线路；积极发

挥欧亚班列作用，开展大宗商品国

际贸易进口；加强与山东省沿海港

口合作，大力发展海铁联运；打好

内陆港这张牌，在董家货运枢纽，

高起点、高标准、高站位建设铁路

监管场站，拓展欧亚班列发展空

间，满足班列大密度开行需要，打

造全省欧亚班列集结中心。

（信息来源：《济南日报》）

济南欧亚班列“朋友圈”扩大到12国

从济南发出的欧亚班列将驶往欧洲腹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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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洛杉矶邮报》执行董事任向东：济南
的发展前景让人期待

美国《洛杉矶邮报》执行董事任向东（Richard 

Ren）参观完济南泉水景观带后表示：“在一个水资源

有限、人口超千万的大都巿中，在经济飞速发展的过

程中，能够将这些泉水保护的这么好。在城市可持续

发展的过程中，济南市政府和人民的远见卓识，令人

敬佩。”

任先生表示，此次采访中济南吕剧院、济南杂技

团和国际医疗中心的参观尤其让他感到欣喜和震撼。

“在城市高速发展的同时不忘对传统文化的保护和推

广，让我感受到的是济南市的情怀，对文化自信的用

心。济南国际医疗中心的模式和理念创新，不仅仅是

为高端技术和团队提供了重要的服务平台和基地，更

有可能为中国的医疗系统的模式创新提供先行示范区

的功能，这里未来的发展前景让人期待。”

他表示：“其实从规模和发展情况而言，济南已经

具备一个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形状，只是美国洛杉矶当

地民众还不够了解，所以我这次回到美国后会做一个非

常详细的报道，把这些细节都展现给当地民众。”

日本《每日新闻》亚洲商业研究院主任清宫克

良：济南让我看到人泉共生的美好状态

“这次来到济南感受到这里民众的生活和泉水息息

相关，民众的生活就在泉水之中，和泉水共生，这给我

外媒眼中的济南：国际化的泉城令人惊叹

为向新中国成立70周年献礼，“2019海外媒体聚焦泉城活动”在济南举行。在5天的时间内，

来自美国洛杉矶邮报、俄罗斯塔斯社、日本每日新闻、韩国亚洲经济等12家境外主流媒体的15名

媒体代表分别赴趵突泉等济南泉水景观带、明府城百花洲、中国重汽、济南二机床、济南国际医

学中心、济南杂技团、济南吕剧院等地实地参观采访，通过游览泉水景观、体验非遗文化、考察

现代企业，感受到济南这座生态优美、底蕴深厚、开放发展的国际化城市的独特魅力。

本次活动由济南市外办与中国日报社共同策划，旨在用海外视角多维度向世界讲好济南故

事，进一步提升济南国际知名度和影响力。

此次采访过程中，济南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独特的泉水景观和文化、制造业的强大实力、

优越的投资环境、济南人民的热情好客得以充分展现，给外媒记者们留下了深刻印象。那么，外

媒记者眼中的济南到底什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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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清宫克良表示，在游览济南的

过程中，看到泉水边有下棋的老人，有在水中嬉戏的儿

童，感觉人与自然的交流非常和谐。他表示，这次回国

后，将会围绕泉水景观的保护和利用、康养产业、产业

合作进行报道，并会建议日本的企业前来投资。

老挝《万象时报》副总编辑曼西安：感谢活
动让我看到一个真实美好的济南

“非常感谢这次活动。这是我第一次来中国，此

前我对济南或者中国的了解仅局限于电视、报纸和网

络上。这次活动让我在济南有了丰富的体验，让我看

到了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之快。”来自老挝《万象时

报》副总编辑曼西安（MonthianXayasith）说。“济

南是个很美丽的城市。我们观察到了当地人的生活场

景—人们在河边散步、锻炼、生活，并且会主动去保

护传统文化。我相信这里将吸引越来越多来自世界各

地的游客。”

在参观完中国重汽集团现代化的整车生产线后，

曼西安表示：“重汽是一家大公司，它出口了中国最

多的重型卡车，覆盖100多个国家。现在亚洲进出口贸

易的机会很多，中老铁路正在修建，我相信今后也会

有更多的中国重汽的卡车运往老挝。”

韩国亚洲经济记者尹世美：济南是名副其
实的泉城

“我喜欢济南的泉水文化。与韩国的相比，我认

为济南的泉水群要大得多，覆盖的地区也更广。特别

是当我走在百花洲畔，感受到了老济南‘家家泉水，

户户垂杨’的泉城风貌。在这里能感受到现代化的和

传统的元素互相融合，在一座城市交汇，非常有趣。

通过这次采访我感受到济南是名副其实的泉城。”尹

世美说。

她表示，济南医疗中心也令人印象深刻，在那里

她见到了很多先进的医学设备，并了解了不少相关的

高端技术和济南未来在康养和医疗产业的发展规划，

回去后她我将把此行的所见所闻报道给韩国民众，希

望能促进双方在这个层面展开合作。

哈萨克斯坦《实业报》副总编辑阿列夫蒂娜：

济南的发展令人惊叹

“没有想到在济南有这么多国际化的大企业。”

阿列夫蒂娜（AlevtinaDonskikh）在参观中国重汽、

济南二机床集团的过程中对济南企业蓬勃发展的活力

与实力，济南在智能制造和高端装备产业的发展非常

感兴趣。“因为我们国家也和重汽这些企业有经济上

的合作，通过此次切身体验，我感觉济南的发展令人

惊叹。”

她表示：“非常荣幸这次活动给了我一次来济南

亲身体验的机会。通过这次采访我发现济南是一个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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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活力的城市，有许多现代化的建筑。但是除了许多

现代建筑，也有许多老的建筑。我觉得哈萨克斯坦可

以像济南学习保护自己的传统，同时，从长远来看，

也要把未来元素，用创新的方式，与传统相结合。我

觉得济南在这方面的做法非常具有代表性。我感觉济

南非常适合居住，带着孩子和老人来游览居住都是非

常不错的选择。”

俄罗斯塔斯社编辑克里斯蒂娜：我看到一个
开放和国际化的济南

“这是我第二次来中国，今年五月我走访了北

京、长沙和上海。这次来到济南，我感觉到济南和这

些中国城市完全不同。它是一个花园城市、森林城

市，在城市里你能看到有很多树木和护城河。它更是

个名副其实的泉水之城。人们可以享受泉水的美，喝

泉水泡的茶，还可以游泳……因为泉水永远保持在18

摄氏度。这些都让我印象非常深刻。”俄罗斯塔斯社

编辑克里斯蒂娜（Kristina）在游览完济南泉水景观带

后兴奋地说。

她表示：“我很荣幸加入这次媒体团，让我看到

一个开放和国际化的济南，相信这将对我们之间的合

作做出更大的贡献。我们可以交朋友，分享各自的观

点，这种方式是更自然和真实的。”

巴基斯坦《黎明报》记者穆哈穆德：济南是
不容错过的国际旅游目的地

这是穆哈穆德（Muhammad）第一次来到济南，

来之前他还特地上网搜索了相关信息。“我很高兴能

来这座城市。我们游览了许多知名的泉水景点，这些

美景对国内外游客来说都是最有吸引力的部分。我

很高兴能在济南度过这样一段美好时光。”穆哈穆

德说。“我发现当地人都很喜欢并享受泉水以及护城

河。在黑虎泉，我看见好多市民在取泉水。这里的气

候很宜人，景色十分美丽。我想说对其他国内外的游

客说，如果有度假计划，那么济南是不容错过的国际

旅游目的地。”

乌克兰中阿卫视CATV记者艾琳娜：“济南
的传统民俗文化深深吸引了我”

“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作为汉语非常流利的

乌克兰美女记者，艾琳娜已经在北京生活了多年，此

次是第二次来到济南。“这次来济南体验了咱们的皮

影戏，这个项目深深吸引了我，只用皮具就制作出这

么生动形象的表现形式，这太有趣了!”

（信息来源：中国日报网、爱济南客户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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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1日，济南市政府举行

2019年度泉城友谊奖颁奖仪式，授

予克里斯特·霍姆伯格院士等12名

外国专家泉城友谊奖。

克里斯特·霍姆伯格院士是

瑞典皇家科学院、瑞典皇家工程科

学院院士，目前担任山东金智瑞新

材料发展有限公司产品开发首席科

学家。金智瑞公司作为莱芜高新区

一家高新技术企业，目前主要致力

于油气田增产乳液聚合物的产品研

发、应用和配套。近年来，双方主

要合作研发、生产驱油用乳液聚合

物。与传统产品相比，该项目生产

的驱油用乳液聚合物，具有高效易

溶解、界面张力低，增黏性、抗剪

切性能强，稳定性、流动性、渗透

性强，洗油驱油效率高等特点。

克里斯特·霍姆伯格院士非

常重视“泉城友谊奖”这个奖项，

为了能赶到济南领奖，他克服了时

间紧张等诸多困难。在颁奖仪式的

致辞中，克里斯特·霍姆伯格院士

表示，“科学无国界，我们应该跨

越国界，共同开发技术。为了共同

的目标，我与济南这座历史文化名

城、友好的济南朋友、还有山东金

智瑞的同事们走到一起。未来，为

了更美好的明天，我们将携手并

进！”

“泉城友谊奖”是济南市政

府授予外国专家的最高奖项，能够

获得这个奖项，克里斯特·霍姆伯

格院士表示感到非常高兴和荣幸。

多年来，克里斯特·霍姆伯格院士

一直与金智瑞公司保持着良好的合

作关系。目前，由院士团队与金智

瑞公司合作研发的产品刚刚上市，

已经在大庆油田做了18个月先导性

试验，并取得了良好的试验效果。

克里斯特·霍姆伯格院士希望这个

产品不仅可以给大庆油田带来良好

的效益，也希望能帮助其它油田受

益。克里斯特·霍姆伯格院士多次

到莱芜高新区工作，他认为莱芜高

新区的投资服务环境非常好，企业

在这里也会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作为金智瑞公司产品开发及应

用技术体系的首席科学家，克里斯

特·霍姆伯格院士非常看好企业的

发展。目前双方合作的第一项技术

叫驱油用乳液聚合物，在大庆油田

已经取到了良好的试验效果，他希

望这项技术可以进一步发展推广。

第二项技术是一种三元复合炔的技

术，这个技术更加复杂，但成长性

更加显著，拥有更加广阔的发展空

间，他期望企业下一步可以将这项

技术发展好。如果这些技术在大庆

油田成功实施，公司产品的使用量

将会非常巨大，这也会为莱芜高新

区的经济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对于下一步莱芜高新区如何更

好地吸引高端人才这个问题，克里斯

特·霍姆伯格院士认为，这可能需要

几个成功的示范项目。如果可以成

功实施一个好的项目，就会形成良

好的示范带动作用，吸引更多的人

才和高端专家到莱芜高新区工作。 

（信息来源：《济南日报》）

为了更美好的明天让我们携手并进

克里斯特·霍姆伯格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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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正在进入全球化的

一个新时代，我们称之为全球化

4.0。”在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兼

执行主席克劳斯·施瓦布的理解

中，全球化当前面临的挫折、调整

可视为新一轮全球化跃迁的蓄势。

源于对当前全球化遇挫的

担忧，麦肯锡全球管理合伙人凯

文·斯奈德在2019年夏季达沃斯论

坛上透露，一年前认为全球经济将

向好、向坏、保持现状的企业高管

分别占1/3，“但现在只有13%认为

经济形势向好，57%的人认为会变

坏”。

全球化正面临多重矛盾快速显

化：全球化红利分享不均和新一轮

科技变革冲击使得全球化治理滞后

被广泛探讨；部分主要经济体将自

身面临的经济弊病甩锅，破坏全球

产业链；逆全球化明显抬头……

新一轮全球化的阶段转换还需

要多久才能完成？哪些因素将影响

全球化的广度和深度？中国将扮演

怎样的角色？

在本届夏季达沃斯论坛上，国务

院总理李克强在开幕式致辞中指出，

不管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中国将坚

定不移推动全方位对外开放，致力

于发展更高水平的开放型经济。

中国扛起全球化大旗

2019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在大连

召开，论坛主题由此前三届的“第

四次工业革命”变为“全球化新时

代”。论坛组织方表示，“全球化

4.0”意味着全球经济的根本性变

革，这些变革受环境挑战、区域竞

争、经济不平等和技术更新等因素

推动，正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速度

重塑企业、社区乃至国家的发展。

全球化在阶段转换中面临的经

贸震荡受到高度关注。论坛上，清

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朱民以

英国在10月28日硬脱欧的风险上升

为例讲到，“我很难想象那一天的

九点半，金融市场开市会是什么反

应”“世界将完全是混乱的”。

论坛嘉宾们认为，大型经济

体之间的经贸摩擦很难短时间内解

决，且个别经济体抡起的关税大棒

正让越来越多的国家受到影响。印

度尼西亚大学国际经济学教授冯慧

兰讲到，世界主要经济体之间的经

贸摩擦已经对小国带来明显影响，

甚至个别主要经济体开始将关税大

棒用到了小国身上。

全球化浪潮对人类社会的重

塑，已经带来世界格局的重大变

迁：新兴市场国家经济总量即将超

过发达国家，亚洲国家经济总量

已接近世界一半，而这两股力量

的一个重要交集便是中国。“中国

每年的经济增长规模相当于一个澳

大利亚，未来将持续扮演世界最大

的增长点。”凯文·斯奈德以此来

诠释为何“世界需要中国的程度，

要超过中国需要世界的程度”。论

坛上，与会嘉宾认为，无论是着眼

于科技变革，还是深度融入、推动

全球化，中国在全球化中扮演着重

要角色。“部分中国企业在科技商

业模式创新上成为了世界的领军

者。”世界经济论坛大中华区企业

事务主管陈英麟在《第四次工业

革命：中国的角色与责任》中指

出，中国会继续扩大基础科技研发

全球化4.0的中国角色
□ 宫 超  石庆伟

7月2日，世界经济论坛第十三届新领军者年会（2019夏季达沃斯论
坛）在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召开开幕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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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入、加强科技论文发表以及加大

专利使用与保护。同时，中国有着

全球最复杂的场景以及最丰富的数

据，有责任参与甚至引领全球科技

治理，发展“中国模式”。

另一方面，面对当前全球化遭

遇挫折，中国以实际行动挺身而出

扛起全球化浪潮大旗。近年来，中

国从扩大市场准入，到降低进口关

税，再到改善营商环境，都做出了

进一步扩大开放动作。

在全球化智库(CCG)理事长王辉

耀看来，当前的全球化阶段转换浪

潮中，各种纷繁复杂的现象、突发

事件被广泛关注。“但全球化新时

代最重要的象征还是中国的崛起，一

个开放、创新、自信的中国在世界舞

台上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我们对中国持续改革开放的

信心没有变化，我们从事业务越来

越便利。”美国嘉吉公司亚太区主

席施孟泽坦言，嘉吉公司计划增加

在华投资。

人工智能引领全球化

“表面上看，经济全球化是商

品、资本、信息、人才在全球广泛

频繁流动，但本质上，是科技进步

与创新主导了这种流动。”来参加

夏季达沃斯论坛的德国大数据专家

Andreas Weigend认为。自工业革

命以来，每一次重大技术变革，都

带来了商业模式、经济结构、生活

方式乃至政治格局的重大重构。在

这个过程中，全球化浪潮一波高过

一波，加速了资源要素的流动。目

前来看，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信息

科技进步正在人类社会发挥日益重

要的作用。

三年前，谷歌的阿尔法狗战

胜顶尖围棋选手李世石震惊世界。

如今，人工智能已在安防、语音识

别，乃至汽车、金融、国防等领域

得到日益广泛的应用。有业内人士

畅想，人工智能最终会否像电力一

样，以基本生产生活资料的姿态，

对人类社会产生事无巨细的影响？

王辉耀认为，人工智能、大数

据、云计算等信息科技快速发展，

使全球联系更为紧密，正在改变大

量行业业态，并蕴含着前所未有的

多重机遇与挑战。

中国人工智能行业正抓住这一

机遇快速发展。清华大学最近的一

项研究显示，全球对人工智能的投

资中，有三分之二流向了中国。仅

在过去1年，中国人工智能行业就

实现了67%的增长。

谋划全球化胜出先机

中化集团董事长宁高宁在夏季

达沃斯论坛上指出，对于全球经贸

面临的困难形势，企业要提前布局

规划，加速推进企业转型升级。在

他看来，中国每一个行业都要改变

增长方式，具体而言就是企业要重

视长远发展，要更有毅力地重视技

术，提前进行产能规划。但改弦易

辙需要时间，蕴含机遇，也面临风

险，企业要未雨绸缪。

波士顿咨询公司在论坛上发

布《以转型谋发展：在不确定性时

代制胜中国市场》报告，指出企业

应顺势而为主动求变，针对未来可

能出现的场景，最大限度提升其卓

越运营的能力。而这种转变，需要

重视五点：提升效率，筹集转型资

金；重视营收增长；关注长期并投

资研发；强调领导力；制定正式的

转型计划。

具体到作为国家经济重要支撑

的制造业，朱民认为，智能化是一

个巨大的利好和挑战。“人工智能

在根本上改变了制造业升级的路径

和概念，把制造业推向了全面的自

动化、智能化过程”“智能化、智

慧化、科技化，是我们增长质量特

别重要的一个方面”。

宁高宁对这种转变给出了十分

乐观的预期。在他看来，中国社会

稳定、经济制度稳定、国家治理体

系和治理能力在不断优化。“未来

十年，中国企业整体素质会大幅提

升。十年后中国会逐渐成为一个研

发驱动的国家。”

（信息来源：《瞭望》，作者

系该刊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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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保守党党内投票结果公

布，前外交大臣鲍里斯·约翰逊

以压倒性优势击败竞争对手杰里

米·亨特，当选保守党党魁。在经

过相关程序后，他将成为新的英国

首相。

“我当上首相会比在火星上发

现‘猫王’（美国已故摇滚歌手）

还难。”约翰逊数年前曾如此回避

自己的政治抱负。但从记者到地方

议员，从伦敦市长到外交大臣，从

“脱欧”领军人物到即将入主唐宁

街10号，约翰逊的从政之路印证了

他的雄心与实力，也充满了鲜明而

富有争议的个人色彩。

“另类”精英

在许多人眼里，现年55岁的约

翰逊是标准的上流精英。他家境富

裕，出生在美国纽约，有英美双重

国籍，后来放弃美国国籍。他先后

就读于英国名校伊顿公学和牛津大

学，与英国前首相卡梅伦是同窗好

友。

约翰逊曾在《泰晤士报》《每

日电讯报》等媒体做记者和编辑。

2001年，他竞选成为保守党地方议

员，正式开启从政之路。2008年，

他拿下被工党长期把持的伦敦市长

一职，并连任到2016年5月。2016

年6月，他被首相特雷莎·梅任命

为外交大臣，2018年7月辞职。

出任伦敦市长的那8年是约翰

逊政治生涯高光时刻，他特立独行

的行事风格在那期间表现得淋漓尽

致：顶着一头“躁动的金发”，跑

遍全球宣传伦敦；着力改善伦敦公

共交通，升级了如今已成为城市标

志的红色双层公交车；极力推广自

行车出行，经常自己背着包骑车上

下班；为宣传伦敦奥运会，披挂上

阵玩高空特技……

他的政绩至今仍在影响伦敦乃

至英国。他推出的街头自行车租赁

项目被称作“鲍里斯自行车”，一

些人甚至把伦敦奥运会称作“鲍里

斯奥运”。

不过，约翰逊在英国政治圈

显得十分“另类”。他常常口无遮

拦、出言不逊，得罪过的人包括美

国前总统奥巴马、美国民主党总统

候选人希拉里、土耳其总统埃尔多

安等。

不少人质疑约翰逊的严肃性和

可信度。但支持他的人认为，不拘

小节、充满激情的个性在一定程度

上有助于他提升知名度、打造亲民

形象。

就记者三次参加保守党年会的

经历来看，每次约翰逊的演讲都是

入场排队人最多、等待时间最久、现

场气氛最热烈的，这体现出他在保

守党党员中的影响力和个人魅力。

“脱欧”急先锋

约翰逊最崇拜的人是二战时的

英国首相丘吉尔。不过丘吉尔是早

期的“泛欧主义者”之一，对后来

成立的欧洲共同市场和欧盟起了先

导作用，而约翰逊则在2016年投身

“脱欧”阵营，旗帜鲜明地主张英

国必须离开欧盟。

2016年英国举行“脱欧”公

投，约翰逊当时在演说中宣称身为

欧盟成员的英国每周要向欧盟支付

“3.5亿英镑”，激起不少英国人

对欧盟的强烈不满。此举被指误导

公众。出任外交大臣后，他继续提

倡强硬“脱欧”，反对特雷莎·梅

与欧盟达成的“脱欧”协议，并以

辞职表明立场。

另类约翰逊当选英首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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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舆论认为，约翰逊从公投开

始就不遗余力支持“脱欧”，是他

赢得首相职位的主要原因之一。在

“脱欧”变“拖欧”的情形下，保

守党和英国民众如今都希望有一个

不惧“硬脱欧”的领导人带领英国

尽快走出困局。

特雷莎·梅宣布辞职后，约翰

逊在多个场合阐明过他的“脱欧”

主张：英国必须在10月31日之前脱

离欧盟，为此不排除“无协议脱

欧”的可能性；为了换取有利于英

国的协议，不排除以其他选项代替

有关北爱尔兰与爱尔兰边境设置的

“备份安排”，并拖延应支付给欧

盟的390亿英镑巨额分手费。

对华自由贸易支持者

约翰逊任伦敦市长期间曾多次

访问中国。2013年10月，他与时任

财政大臣乔治·奥斯本一起率领商

务团访问北京、上海和香港等地，

为英国寻找商机。

他在中国听京剧、逛故宫、

体验高铁和地铁、参观在建的新机

场，还开通了个人微博账户，与中

国网友互动。他在和中国大学生交

流时说，英国人应该尽可能了解中

国，英国儿童随着年龄增长会自然

地知道中国这个东亚大国的重要

性，因此在学校也应该学习中文。

约翰逊是两国自由贸易的支持

者。“自由贸易将为英国和中国都

带来繁荣，”他曾说，“它意味着

英国的项目更容易进入中国市场，

为伦敦带来巨大利益，创造就业机

会和经济增长。”

他任伦敦市长期间力排众议与

中国开发商签署协议，在伦敦东部

的皇家阿尔伯特码头引入大型中资

基建项目，以期复兴旧码头、打造

新商圈。

舆论认为，出任首相后，约翰

逊将继续力促英国“脱欧”后与包

括中国在内的非欧盟国家强化经贸

合作。

新首相未来如何把舵

政策摇摆多变可能将是未来约

翰逊执政特点之一。约翰逊在气候

变化、非法移民等问题上，时常出

现态度转变与摇摆，有时甚至自相

矛盾。

英国萨里大学政治系“变化欧

洲中的英国”项目副主任西蒙·阿

舍伍德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

说，未来约翰逊政府的一大明显特

征将是其政策难以预料。

其次，与其前任特雷莎·梅和

卡梅伦不同，约翰逊执政后可能只

负责把舵大方向，而不会在具体政

策问题上事无巨细。熟悉约翰逊的

人说，他擅长于在幕后策划。英国

舆论认为，约翰逊成为首相后，很

可能将具体政策制定交给政治顾问

和各领域的专家，这正是他在任职

伦敦市长时的经验与成功之处。约

翰逊在竞选期间被问及是否有领导

国家的本领时也曾强调，自己将依

靠“一个强有力的团队”。

“脱欧”何去何从？

约翰逊曾多次表示将与欧盟

就新“脱欧”协议进行谈判。但欧

盟坚称不会与英国就新协议进行谈

判。欧盟委员会新主席冯德莱恩还

表示，如果英国政府需要更多时间

说服议会，“脱欧”期限可以延

迟。

综合来看，英欧要在10月31日

前再次谈判出一份“脱欧”协议仍

有难度，因此英国舆论普遍认为，

约翰逊成为首相后，英国“无协议

脱欧”的可能性增加。

但约翰逊若强推“无协议脱

欧”难度也不小。本月，英国议会

下院就投票通过一份修正案，明确

反对下任首相通过采取暂停议会的

方法、在英国未能与欧盟达成一份

新“脱欧”协议的情况下强行推动

“无协议脱欧”。

另一方面，英国媒体报道，爱

尔兰、法国、德国等国政界人物正

在秘密接触约翰逊的团队，希望与

英国达成新的“脱欧”协议，以避

免“无协议脱欧”带来的“双输”

局面。

（信息来源：《济南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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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到国外旅行，熊培云都

会特别备上几个本子，记下一路上

的所遇或所思，“有时一个灵光乍

现，随之而来的都是顺藤摸瓜的悬

念与惊喜”。

一个永远行走在路上的思

想者，“坐得住书斋，下得了田

野”。熊培云以两次访美经历为线

索，写成一部仿佛文字版的公路电

影——《寻美记》，深入分析了托

马斯·莫尔等人的乌托邦理想和美

国的隐秘关系，以及独立战争以来

“有污点的国父”和普通民众在塑

造现代美国时各自扮演的重要角

色。

一个在白宫前抗议了30多年的老太太

与众多理论性解读美国的书不

同，《寻美记》的最大特点，是在

行旅中记录观察与思考，因此，读

此书，我们仿佛跟随作者一起在美

国游历，“画面感很强”，亦有一

种身临其境的酣畅。

熊培云特别喜欢独自漫游，

漫游中的所见所闻触发的沉思，于

是尤为贴近现实。比如在华盛顿，

“举目而望，靠近白宫的地方站着

不少举牌抗议的人，他们都安安静

静的，没有一点喧嚣。最引人注目

的是位老太太，在正对着白宫的马

路边上搭了一个帐篷”。一场“采

访”于是展开，一个有趣的故事随

之展开：老太太名叫皮奇奥托，祖

籍西班牙，后来移居纽约。从1981

年起，她就一直在白宫前面抗议美

国的内外政策。“如果说其他抗议

者打的都是游击战，那么她选择的

就是阵地战”。当知道熊培云来自

中国后，老太太找出来一份《人民

日报》的复印件，日期是1993年3

月9日。

第七版发表了一则有关她的

图片新闻：“美国妇女康塞普赛

昂·皮奇奥托从1981年8月1日至今

一直在美国白宫对面的菜坪上宿

营，以宣传和平，反对战争。”

面对这样一个执着的老太太，

熊培云忍不住感叹，“30多年过去

了，皮奇奥托在反政府方面可谓一

事无成，却吊诡地成为彰显美国民

主和自由精神的一道风景。历史会

记住这样一个’失败者’吗？如果

这是失败，那什么才是成功？”

皮奇奥托确实可谓一个彰显

美国民主和自由的符号，独立战

争、制宪会议，每到一地，跟美国

历史有关的事件都会出现在熊培云

的沉思中，美国当然是一个强盛、

民主并且奉行信仰自由和思想自由

的国家，美国不仅有横向的行政、

司法、立法三权分立，还有联邦、

州、地方的纵向三权分立。“在

此架构下，总统不能免去州长的

职务，也不能对大学校长指手画

脚”。但熊培云也认为，这并不意

味着美国是可以完整拷贝甚至立等

可取的全人类解决方案，“倘使每

个国家都践行美国司法中的‘长臂

管辖权’，都像美国一样毫无节制

地维持高能源消费，为假情报打一

场入侵他国的战争却不必负担任何

人道主义责任，因意识形态上的对

立封锁他国经济，使被制裁国的国

民既受制于国内独裁又受制于国际

群裁，这个开放的世界恐怕很快会

彻底滑向它的反面”。

“有污点的国父”

自由不仅体现在皮奇奥托，

还体现在总统身上。2017年哥伦比

亚大学代表7名被特朗普在推特上

“拉黑”的用户提起诉讼。一年后

熊培云的旅美沉思录

哥伦比亚议会前被北军砍断

手杖的华盛顿雕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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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5月23日，法官布赫瓦尔德裁定

特朗普违宪，特朗普的推特实际是

向全美公民开放的“指定的公共论

坛”，特朗普以用户的政治言论为

由屏蔽原告，此举已构成观点歧

视，违反了第一修正案中有关言论

自由的规定。

而美国的所谓民主与自由，也

绝非天上掉下的馅饼。在美国游历

期间，熊培云特别注重梳理美国历

史上各种持续不断的乌托邦实验，

以及构成今天美国精神的思想和历

史实践。有意思的是，熊培云还发

掘出美国那些被广为传颂的国父的

“污点”。

事情源自熊培云在独立宫与费

城宪法中心之间的草地上散步时，

无意中发现的一间小型纪念馆，

“如果只是匆匆瞥见视频里华盛顿

的面容，游客一定会误以为它正介

绍华盛顿的丰功伟绩。事实上，

这是一家为九个奴隶而设立的纪念

馆，其目的恰恰是来揭华盛顿伤疤

的”。话说1780年，宾夕法尼亚州

颁布《废奴渐进法案》，规定任何

在费城出生的奴隶的孩子都不再是

奴隶，任何在费城生活了半年以上

的奴隶自动失去奴隶身份而变成自

由民。为了规避后一条款，保护自

己的私有财产，华盛顿想出了一条

对策，即每隔半年，也就是家中的

奴隶在费城即将待满六个月的时

候，由夫人玛莎把他们带回弗吉尼

亚老家一趟。这样再回到费城时，

那半年的期限因被清零而又重新开

始了。为了避免被人撞见而有失体

面，华盛顿还让人在总统府挖了一

条地道，方便家中的奴隶出入。当

家中有奴隶了解到这一法案而逃跑

时，为了保护奴隶主对奴隶的绝对

拥有权，华盛顿于1793年签署了美

国首部《逃奴追缉法案》，允许任

何州逮捕、审讯逃亡的奴隶，并将

他们归还原主。任何人一旦被发现

窝藏奴隶或协助奴隶逃亡，将面临

500美元的罚款并可能遭到监禁。

事实上，华盛顿一直到去世还

是一个饱受争议的人物，他的英雄

化过程，某种程度上也是被塑造出

的。但同样不容忽视的是，华盛顿

拒绝了别人拥戴他做国王的提议，

“回弗吉尼亚之前，他与财政部的

几位审计人员一起核对了战争期间

自己名下的账目。他的账目清楚而

准确，有一些支出还是来自他自己

的补贴”。

熊培云认为，论道德品行，这

些有污点的国父并不比市井百姓高

明多少，“只是因为他们承袭与创

制的结构让恶因被压制，善因被培

养，才有机会在美国渐渐孕育了托

克维尔等人期许的未来。或许有人

会为名誉而选择决斗，但就那代国

父整体而言，他们恪守着这样一个

准则——合作而不丧失自我，争执

却不互相消灭”。

“始于热爱，终于沉思”

《寻美记》对美国的沉思当

然是全方位的，诗意和沉思在时空

交错中不断呈现。事实上，无论是

《自由在高处》《重新发现社会》

《一个村庄里的中国》，还是《西

风东土》以及这部《寻美记》，熊

培云都能将深邃的思考、强烈的现

实感、四溢的才情，融汇到自由、

明辨、宽容而温暖的文字里，令人

动容。然而，2018年一场荒诞的网

络指控，却让他心灰意冷，“不得

不自问半生辛苦为何”。在《寻美

记》的序言中，熊培云写道：“回

想过往，凡我可以决定并开始去做

的事情，只要努力，差不多都已心

想事成，而一旦与别人相关，无论

曾经如何正心诚意地做事做人，结

果不仅千变万化，甚至完全与初衷

背道而驰。所幸这人世间还有想象

之维。这解释了为什么许多人宁愿

沉醉于文艺，渴望过一种因诗意而

自在的生活。”

作为一个评论家，一个时代

观察者，熊培云认为自己的最大乐

趣就在于思想，“正如我相信我的

全部尊严就在于思想”，“在人生

的关键时刻，时常会想起荷马史诗

《奥德赛》。奥德修斯的幸运是，

在回家的路上，他不只会遇到兴风

作浪的波塞冬，还会遇到鼎力相助

的雅典娜”。

按计划，在完成《西风东土》

和《寻美记》的出版后，下一步熊

培云将把有关牛津访学期间的观察

笔记以及构思与想象整理出来。熊

培云说，“始于热爱，终于沉思，

这就是我的日常。明知很多事情是

无意义的，却也因为受着美的激情

驱使而乐此不疲。套用诗人辛波斯

卡的话说——我喜欢继续写作的荒

谬，胜于不继续写作的荒谬”。

（信息来源：《济南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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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绸之路”内涵广阔、源远

流长，更因近年来“一带一路”倡

议的提出，成了热门话题。日前，

在国家图书馆学津堂，清华大学人

文学院教授张国刚举办了一场名为

“何问西东：丝绸之路上的文明对

话”的读书会。

“CHINA”究竟是瓷器，还

是丝绸？历史作品中的刺客“聂隐

娘”从哪里学来的法术？成吉思汗

的铁骑究竟打到了哪里？通过一个

个通俗故事，张国刚讲述了个人新

作《胡天汉月映西洋——丝路沧桑

三千年》背后的故事。在勾勒纷繁

而有趣的历史人物、事件、器物和

艺术生活的同时，深入剖析文明的

普遍性与特殊性之间的冲突与融

合，不仅唤起废墟遗址中酣睡的文

化性灵，更为在今天的生活中普遍

遇到的跨文化问题提供有益启示。

刺客聂隐娘

哪里学来的法术

侯孝贤执导的《刺客聂隐娘》

曾一时红极影坛。片子情节是否符

合唐人裴铏《传奇》中那篇《聂隐

娘》原意并不重要，其实自唐代以

来这类作品屡见不鲜，比如《黑白

卫》《女仙外史》《女昆仑》等，

但裴铏毕竟是这类创意的开山之

祖。

为什么唐人裴铏能创作出《聂

隐娘》这样离奇的人物和故事？佛

教在大众印象里向来慈悲为怀，怎

么是一位出家的“乞食尼”，成了

聂隐娘的师父？这位“乞食尼”教

授聂隐娘的为何多是道家所擅长的

剑术？为什么聂隐娘的法术很类似

于《西游记》中的孙行者？

所有疑问，背后的指向，都要

到丝绸之路上的文化交流中去寻找

答案。

张国刚提到，佛教入华之初

所行的，是亲近、模仿“道家路

线”。可以说，聂隐娘及其师父的

道术，多多少少受到了佛图澄故事

的影响；而佛图澄的形象也确实与

“乞食尼”有很多相似之处——都

是佛门中人，却都迹近道家；道术

诡谲，仿佛是孙悟空的先驱。

在张国刚看来，中国人宗教信

仰的特点是多元、宽容，不同的宗

教文化共同生存、兼容并蓄。佛教

的中国化是在与儒教和道教融合中

完成的；吸收佛教的营养，儒学得

到“更化”，才有了宋代理学；佛

道交融，促进了中国女仙、剑侠文

化的发展，为作家塑造《聂隐娘》

高超法术的艺术形象提供文化元

素。

出口转内销

指南针的反思

大海航行靠舵手，舵手辨别

方向要靠指南针。于是，依据罗盘

上的刻度，指引航海路线的就叫

“（海道）针经”。不过，或许很

多人并不了解，用指南针导航追溯

起来，最先并不是在海路，而是在

陆路上。

从战国到宋代的1000年里，指

南针是否曾用于航海，或许人们无

从得知，但我们知道的是，中国南

海航线上一直比较忙碌。在张国刚

的作品中提到，究竟是中国人首先

指南针于航海，还是阿拉伯水手首

解密“三千年沧桑丝路”秘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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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使用指南针用于航海，已经不太

重要了。只是从中国人首先发现磁

针的指向性而言，官方船队使用先

进的导航工具是完全有可能的。

另外，有考古资料显示，宋

代瓷俑手持的旱罗盘，就是用轴支

承的结构，对于这种结构原理的了

解，甚至见之于汉代的考古资料。

可是，旱罗盘却没有在中国应用，

后人使用的旱罗盘是从国外传入。

“我们需要反躬自问，为什

么中国人最早发现了磁石的特性，

甚至最早发明了指南针，可是最

好、最便用的罗盘却要引进学习他

人。”张国刚认为，我们不注意把

经验的观察，升华成理论的讨论。

从12世纪使用指南针以后，磁针指

向何处成为欧洲人最关心的问题，

到了16世纪以后，欧洲关于磁性的

讨论已进入现代科学视野。

“指南针的故事通过分析中国

古代科技轻理论重经验的局限性，

甚至对于当今‘一带一路’上的中

西交流，也有着可借鉴作用。”作

品中，张国刚这样阐述。

外销瓷

“海上丝路”的一抹晚霞

瓷器、丝绸、茶叶，是海上

丝绸之路上常见的中国外销商品。

与宋元时代中国瓷器主要销往东南

亚、西亚、北非不同，明清时代海

上丝绸之路远销欧洲的中国瓷器，

构成了一道亮丽风景线。据推算，

18世纪流入欧洲市场的中国瓷器在

1亿件以上。《鲁滨逊漂流记》的

作者甚至这样说：“住宅里若没有

中国花瓶，不能算一流的高档住

宅。”

大航海时代，葡萄牙人最早进

入中国，成了最早贩运中国瓷器的

推动者。其中，最负盛名的是“克

拉克瓷”。张国刚提到，晚明外销

欧洲的克拉克瓷，常见梯形云开，

且两梯形之间以一个细长方形小开

光间隔，开光所占面积和盘心画所

占面积大致相等，且在视觉效果中

开光往往更抢眼。

而克拉克瓷的几何形开光，或

许来源于元代。因为元代青花罐或

瓶中，由小长方形环绕而成的肩饰

和底部纹饰，与以往的莲瓣纹略有

相似，疑似其变体。“但元代青花

中，这种集合纹饰位于不很显眼位

置，明代克拉克瓷则把它变为主体

构图，恐怕是为了适应伊斯兰对几

何构图的爱好。”

亮丽背后，也有酸楚。明清

时期中国瓷器的大量外销，是传统

时期“海上丝路”上的一抹晚霞。

“欧洲商人从接订单到运输、销

售，各个环节赚到钱，远远超过中

国厂家仅在生产环节所赚的钱。”

张国刚说。

更值得反思的是，到18世纪后

半叶，世界上最好的瓷器、最贵的

瓷器，也不全是中国的产品。比

如，日本生产的柿右卫门瓷器就是

欧洲进口瓷器中较贵的一类，原因

在于日本厂家是家族企业，世代制

瓷，发挥工匠精神，不断改进技

艺，相比明清时代官府控制的制瓷

业更有优势。

有记载称，在1793年马嘎尔尼

来中国献给乾隆皇帝的礼品中，就

有英国生产的碧玉瓷。“敢于向瓷

器故乡进献瓷器，可见对于英国制

造的自信。中国瓷器的外销史，不

仅是亮丽的，也是酸楚的，值得我

们今天反思。”张国刚说。

绵延数千年的中华文明，在与

异域文化碰撞与交融的中，激发并

形成更加灿烂的多元文明。“一部

中西关系史，主体就是西域、南海

交通史，中国与泰西地区文化交流

史，它们构成了当今‘一带一路’

课题的历史文化纵深。”在张国刚

看来，通过比较可以清楚地认识自

己。无论如何，欧洲人在不断自我

反思这一点上，的确树立了好榜

样。20世纪下半叶以来，中国的变

化翻天覆地，时至今日，“人类命

运共同体”的构建，以及具体举措

“一带一路”建设，也成为中国展

现给世界的新名片。

（信息来源：《济南日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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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金融危机发生10年后，世

界经济再次来到十字路口。保护主

义、单边主义持续蔓延，贸易和投

资争端加剧，全球产业格局和金融

稳定受到冲击，世界经济运行风险

和不确定性显著上升，国际投资者

信心明显不足。

Ten years after the 2008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risis, the 

global economy has again reached 

a crossroads. Protectionism and 

unilateralism are spreading, and 

trade and investment tensions are 

on the rise, bringing disruptions 

to the global industry landscape 

and financial stability. The world 

economy is confronting more risks 

and uncertainties, dampening 

the confidence of international 

investors.

二十国集团是国际经济合作主

要论坛。作为世界主要经济体领导

人，我们有责任在关键时刻为世界

经济和全球治理把准航向，为市场

增强信心，给人民带来希望。

The G20 is the premier 

forum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 

cooperation. We, as the leaders 

of major economies, are duty 

bound to re-calibrate the 

direction of the world economy 

and global governance at this 

critical juncture, work together 

to boost market confidence, and 

bring hope to our people.

——我们要尊重客观规律。经

济运行有其自身规律。只有充分尊

重经济规律，发挥市场作用，扫除

人为障碍，才能适应生产力发展要

求，实现贸易畅通、百业兴旺。

- We must respect the 

objective laws of the economy. 

Economic operation has its 

underlying laws. Fully respecting 

these laws, leveraging the role of 

the market and removing man-

made obstacles represent a sure 

way to raise productivity, boost 

trade and revitalize all industries.

——我们要把握发展大势。

古往今来，人类从闭塞走向开放、

从隔绝走向融合是不可阻挡的时代

潮流。我们要以更大的开放拥抱发

展机遇，以更好的合作谋求互利共

赢，引导经济全球化朝正确方向发

展。

- We must tap into the 

prevailing trend of development. 

The history of human society 

is marked by a transition 

from isolation and exclusion to 

openness and integration. This 

is an unstoppable trend. We 

must open up further to embrace 

opportunities of development and 

seek win-win outcomes through 

closer cooperation. We must 

work together to shape and steer 

economic globalization in the 

right direction.

——我们要胸怀共同未来。放

眼世界，各国早已休戚相关、命运

相连。我们要立足共同利益，着眼

长远发展，致力于实现世界持久和

平繁荣、各国人民安居乐业，避免

因一时短视犯下不可挽回的历史性

错误。

- We must keep in mind 

our shared future. In today’s 

world, all countries’ interests 

are closely intertwined. We have 

a high stake in each other’s 

future. By expanding common 

interests and taking a long-term 

view, we can realize enduring 

peace and prosperity in the world 

and deliver a better life to all 

our people. We must not allow 

ourselves to become prisoners of 

short-term interests and make 

irrevocable mistakes of historic 

consequences.

我愿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Based on these principles, I 

习近平主席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上

关于世界经济形势和贸易问题的发言(双语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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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uld like to share with you a 

few suggestions:

第一，坚持改革创新，挖掘

增长动力。世界经济已经进入新旧

动能转换期。我们要找准切入点，

大力推进结构性改革，通过发展数

字经济、促进互联互通、完善社会

保障措施等，建设适应未来发展趋

势的产业结构、政策框架、管理体

系，提升经济运行效率和韧性，努

力实现高质量发展。我们要抓住新

技术、新产业、新业态不断涌现的

历史机遇，营造有利市场环境，尊

重、保护、鼓励创新。我们要提倡

国际创新合作，超越疆域局限和人

为藩篱，集全球之智，克共性难

题，让创新成果得以广泛应用，惠

及更多国家和人民。

First, we need to persist in 

reform and innovation to find 

more impetus for growth. The 

world economy is in a transition 

from old to new drivers of 

growth. We must find the best 

way to advance structural reform. 

We must develop a future-

oriented industry structure, policy 

framework and management 

system through promoting the 

digital economy, enhancing 

connectivity and improving 

social security, so as to enhance 

the efficiency and resilience of 

our economies and strive for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We 

must capitalize on the historic 

opportunities brought by new 

technologies, industries and 

forms of business to foster an 

enabling market environment 

where innovation is respected, 

protected and encouraged. We 

must champion international 

collaboration on innovation and 

rise above geographic and man-

made fences. When we put 

our heads together to resolve 

the common challenges and 

spread the fruits of innovation, 

we can make a difference for 

more countries and for the life of 

their peoples.

第二，坚持与时俱进，完善全

球治理。当前，经济全球化遇到一

些曲折，向我们提出了如何完善全

球治理的时代命题。二十国集团应

该继续发挥引领作用，确保世界经

济开放、包容、平衡、普惠发展。

我们要加强多边贸易体制，对世界

贸易组织进行必要改革。改革的目

的是与时俱进，使得世界贸易组织

能够更加有效地践行其开放市场、

促进发展的宗旨。改革的结果应当

有利于维护自由贸易和多边主义，

收窄发展鸿沟。同时，面对未来全

球系统性金融风险挑战，我们不但

要确保金融安全网资源充足，也

要让国际金融架构的代表性更加合

理，更好反映世界经济现实格局。

这不仅事关公平，也直接影响到应

对挑战和危机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我们还要落实应对气候变化《巴黎

协定》，完善能源治理、环境治

理、数字治理。

Second, we need to progress 

with the times and improve 

global governance. With economic 

globalization facing headwinds, 

we must reflect on the important 

question of how best to improve 

global governance. The G20 

should continue to take the lead 

in making the world economy 

open, inclusive, balanced and 

beneficial for all. We must 

strengthen the multilateral trading 

system and pursue WTO reform 

as necessary. The goal of the 

reform is to bring the WTO up 

to date and make it better able to 

deliver its mandate of enhancing 

market openness and boosting 

development, and the results 

should be conducive to upholding 

free trade and multilateralism and 

to narrowing the development 

gap. At the same time, the 

G20 must also anticipate future 

systemic financial risks and 

challenges at the global level. We 

must ensure sufficient resources for 

the financial safety net and see 

to it that the representativeness 

of the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architecture makes more sense 

and better reflects the realities 

of the world economy. This not 

only is a matter of fairness, but 

also affects our ability to take 

targeted and effective measures 

to meet challenges and navigate 

crises when they come our 

way. It is also very important 

for the G20 to implement the 

Paris Agreement and impro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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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ergy, environmental and digital 

governance.

第三，坚持迎难而上，破解

发展瓶颈。当今世界面临的各种难

题，追根溯源都与发展鸿沟、发展

赤字有关。全球范围看，发展领域

仍面临巨大融资缺口，落实联合国

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任重道远。

中国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

目的就是动员更多资源，拉紧互联

互通纽带，释放增长动力，实现市

场对接，让更多国家和地区融入经

济全球化，共同走出一条互利共赢

的康庄大道。第二届“一带一路”

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的成功表明，这

一倡议是合民心、顺潮流的好事，

得到国际社会普遍欢迎和支持。

二十国集团应该继续将发展置于宏

观经济政策协调的优先位置，增加

发展投入，用实实在在的行动引领

发展合作。这既是对广大发展中国

家期待的回应，也将为世界经济增

长增添持久动力。

Third, we need to rise up to 

challenges and break bottlenecks 

in development. The myriad 

challenges facing the world today 

are all related in one way or 

another to the development gap 

and deficit. The gaping shortfall 

in global development financing 

means that the realization of the 

UN 2030 Agenda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remains a daunting 

task for us. It is against such a 

backdrop that China proposed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The 

Initiative is designed to mobilize 

more resources, strengthen 

connectivity links, leverage 

potential growth drivers, and 

connect the markets with a view 

to integrating more countries 

and regions into economic 

globalization and achieving shared 

prosperity through mutually 

beneficial cooperation. The 

success of the Second Belt and 

Road Forum for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demonstrates the 

broad welcome and support for 

this Initiative from the global 

community, as it effectively 

responds to the aspirations of 

our people and the trend of 

our times. It is important that 

the G20 continue to prioritize 

development in macroeconomic 

policy coordination, scale up 

input in development, and lead 

development cooperation through 

concrete actions. By doing so, we 

can live up to the expectations of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secure 

a lasting driving force for global 

growth.

第四，坚持伙伴精神，妥善处

理分歧。二十国集团成员汇聚了主

要发达经济体和新兴市场经济体，

经济总量占世界近90%。我们处在

不同发展阶段，在一些问题上存在

利益差异和观点分歧很正常。关键

是要弘扬伙伴精神，本着相互尊

重、相互信任态度，平等协商、求

同存异、管控分歧、扩大共识。大

国之间如果能做到这一点，不仅符

合自身利益，也有利于世界和平与

发展。

Fourth, we need to uphold 

our partnership and resolve 

differences properly. The G20 is 

a grouping of major advanced 

economies and emerging markets, 

accounting for nearly 90% of 

the global economy. Given the 

different development stages of 

G20 members, it is only natural 

that we may have diverging 

interests and views on some 

issues. The important thing is to 

always promote our partnership 

and treat each other with 

respect and trust, and in that 

spirit, engage in consultation as 

equals, manage differences while 

seeking common ground, and 

build greater consensus. If this 

can be achieved between major 

countries, it will serve not only 

our own interests but also peace 

and development in the world.

当前，中国经济稳中向好，国

内生产总值增速连续多年保持在6%

以上的合理区间。我们将在近期采

取措施的基础上，进一步推出若干

重大举措，加快形成对外开放新局

面，努力实现高质量发展。

The Chinese economy has 

continued its stable and sound 

performance, with its GDP 

growing within a proper range 

of more than 6% for years 

running. On top of the steps w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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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ve taken recently, China will 

further unveil major measures 

aimed at breaking new ground in 

opening-up and delivering high-

quality development.

第一，进一步开放市场。我们

即将发布2019年版外资准入负面清

单，进一步扩大农业、采矿业、制

造业、服务业开放。新设6个自由

贸易试验区，增设上海自由贸易试

验区新片区，加快探索建设海南自

由贸易港进程。

First, more will be done 

to open up the Chinese market 

wider. We will release the 2019 

edition of the negative list on 

foreign investment. The focus 

will be on greater openness 

in the agriculture, mining, 

manufacturing and services 

sectors. We will set up six new 

pilot free trade zones and open a 

new section of the Shanghai Pilot 

Free Trade Zone, and will speed 

up exploration of building a free 

trade port in Hainan province.

第二，主动扩大进口。我们将

进一步自主降低关税水平，努力消

除非关税贸易壁垒，大幅削减进口

环节制度性成本。办好第二届中国

国际进口博览会。

Second, greater initiative will 

be demonstrated in expanding 

imports. We will further bring 

down China’s overall tariff 

level, strive to remove non-

tariff trade barriers, and slash 

institutional costs of imports. We 

will ensure the success of the 

Second China International Import 

Expo.

第三，持续改善营商环境。我

们将于明年1月1日实施新的外商投

资法律制度，引入侵权惩罚性赔偿

制度，增强民事司法保护和刑事保

护力度，提高知识产权保护水平。

Third, more steps will be 

taken to improve the business 

environment. In the new 

legal framework for foreign 

investment that is to take effect 

on 1 January next year, we will 

introduce a punitive compensation 

mechanism for intellectual 

property infringement cases and 

make the relevant civil and 

criminal laws more stringent to 

deliver better IP protection.

第四，全面实施平等待遇。我

们将全面取消外资准入负面清单之

外的限制。准入后阶段，对在中国

境内注册的各类企业平等对待、一

视同仁，建立健全外资企业投诉机

制。

Fourth, equal treatment 

will be extended to all foreign 

investment. We will lift all 

foreign investment restrictions 

beyond the negative list, and 

provide equal treatment to all 

types of businesses registered in 

China in the post-establishment 

phase. A complaint mechanism 

will be set up for foreign 

companies to air their grievances.

 

第五，大力推动经贸谈判。我

们将推动早日达成区域全面经济伙

伴关系协定，加快中欧投资协定谈

判，加快中日韩自由贸易协定谈判

进程。

Fifth, greater efforts will be 

made to advance trade talks. We 

will push for an early conclusion 

of the 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 (RCEP) 

and for faster progress in the 

negotiations on a China-EU 

investment agreement and a 

China-Japan-ROK free trade 

agreement.

中国有信心走好自己的路、

办好自己的事，同世界各国和平共

处、合作共赢，共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为创造世界经济更加美好的明

天不懈努力。

Let me conclude by saying 

that China has full confidence in 

following its path and running 

its own affairs well. At the same 

time, China will work in the 

spirit of peaceful co-existence 

and win-win cooperation with 

all other countries to build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and to tirelessly 

pursue a brighter future of the 

global economy.

（信息来源：中国日报双语新

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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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外办“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掠影

召开“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工作
会议，进行动员部署。

赴章丘三涧溪村开展先进典型专题教育。

到平阴县玫瑰镇，开展“不忘初心学典型、
外事资源乡村行”特色活动，听玫瑰镇党委书记
杨欣上党课。

开展“守初心 担使命 争做出彩外事人”演
讲比赛。

市外办党组书记、主任田迎讲题为“勇于担
当是好干部最重要的底色”的党课。

邀请山东省委党校经济学部孔祥荣副教授就
中美贸易摩擦进行专题授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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