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请各位
想一想，当今人类社会大家最共同的
向往是什么？我想，是和平与发展，是
相互平等，是共同繁荣发展。”6月3
日，在分论坛“陆海联动发展的民心相
通：增进人民友好”上，天津社会科学
院院长、研究员靳方华以一段充满哲
学意味的问答，开始了他的发言。

共商共建是民心相通的主旋律，
是化解危机的金钥匙，是人心向往的
康庄大道。分论坛上，18位发言嘉
宾，不约而同地谈到了教育、旅游、文
化、基础设施等领域的共商共建，以实
实在在的合作为“一带一路”倡议鼓与
呼，信与行。

学习中文 为塔吉克斯
坦学生带来更多可能

“中国与塔吉克斯坦有很多共同
开发项目，为我们两国人民带来了实
实在在的利益。合作是一个长期的发
展战略，我们需要考虑双方人民的共
同利益和期待，我们有兴趣加快合作
发展的进程。”塔吉克斯坦共和国总统
战略研究中心外交政策部主任巴赫蒂
耶尔·霍里科夫的发言得到了上海科
技大学副校长吴强的呼应。

“去年，我在塔吉克斯坦首都杜尚
别的郊区碰到了一名中学生，她高兴
地告诉我，她考取了中国一所大学，即
将到中国留学。”吴强告诉大家，从这
名学生的穿着来看，她的家庭并不富
裕，但因为学习了中文，她的人生有了
更多的可能。

在吴强看来，交通、货物、贸易加
速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硬性连
接”，但民心、文化、人才培养等“软性
连接”，往往比“硬性连接”更具持久
性。“在推动‘软性连接’的过程中，教
育可以发挥基础性和先导性的作用。”
吴强认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教
育合作的需求非常旺盛。

如何推进教育合作？吴强给出了
4个方面的建议，进一步推动学历学
位的互认；加强职业技能培训合作；加
强法律、翻译、商务、反恐等专业化培
训的合作，为深化“一带一路”合作提
供基础保障；搭建平台，以制度固化教
育合作。

靳方华则在发言中亮出了教育合
作的成绩单：天津已累计与泰国、英
国、印度、印尼、巴基斯坦、柬埔寨、葡
萄牙等国家共同培养了17个专业的
学生4000多人次，培养教师600多人
次。

旅游合作助力各国人民
民心相通

“我想以柬埔寨与中国在旅游方
面的合作，证明民心相通可以使国家
之间的关系更加紧密。”柬埔寨人民
党中央外委会欧美局副局长兼参议
院主席顾问柴索迪说，柬埔寨和中国
在文化上接近，双方互访在过去几年
增长很快。2018年，620万人次游客到
访柬埔寨，其中200万人次来自中国，
当年的旅游收入占柬埔寨全国GDP
百分比达到了12.7%。今年是“中国

—柬埔寨文化旅游年”，柬埔寨正致
力于吸引更多中国游客来访。预计到
2020年，将会有300万中国游客来到
柬埔寨，2030年，这一数字预计将达
到800万。

“就像新加坡和马来西亚联手打
造旅游线路一样，柬埔寨、老挝、越南
等国家也可以联手打造旅游项目，吸
引中国游客前来旅游。”柴索迪表示，
吴哥窟是柬埔寨最受欢迎的旅游目的
地之一，现在，欧洲、亚洲、美洲16个
国家的文化专家正共同为保护吴哥窟
提供帮助，相信“一带一路”倡议也会
成为推动各国旅游文化合作的催化
剂，从而助力各国人民更好地实现民
心相通。

老挝国立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任
布达姆·森卡库拉翁也表示，民心相通
为中国和老挝两国关系打下坚实的基
础，当前，老挝也致力于吸引更多游客
前往该国旅游。

41年前的中葡体育文
化交流影响深远

“丝绸之路在整个东方发展历史
中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巴赫蒂耶

尔·霍里科夫认为，丝绸之路已经成为
了中亚和东亚国家文明的一部分，基
于共同的文化根基，塔吉克斯坦成为
了首批公开表态支持“一带一路”倡议
的国家之一。

“事实上，一切都是由人与人之间
的交往开始的。”为证明这一观点，葡
萄牙新丝路协进会副主席贝尔纳多·门
迪亚讲述了一个发生在41年前的故
事。

1978年，由葡萄牙里斯本竞技俱
乐部球员等组成的41人葡萄牙代表
团抵达中国首都北京开始访问，代表
团还访问了香港、昆明和澳门。1979
年2月，中葡两国建交。里斯本竞技
俱乐部球队访华打开了中葡两国足球
合作的大门，41年前的那次访问成果
丰硕，具有重要意义。如今，足球合作
已成为中葡两国合作的重要组成部
分。

“今天，我们还提出倡议，建立‘一
带一路’体育协会，充分利用体育软实
力服务于国际社会。”贝尔纳多·门迪
亚表示，建立这一协会的目的，是通过
体育文化活动促进和支持人与人之间
以及国与国之间的友好合作。

文化合作促进民心相通，民心相

通深化文化合作。塞尔维亚前进党主
席团成员、执委会副主席达米尔·佐贝
尼察也讲述了一个案例——在塞尔维
亚的一座孔子学院，许多民众自发前
来听课，学习中文、茶艺、中国音乐。

“这些有趣的课程，极大地密切了两国
人民之间的联系”。

达米尔·佐贝尼察介绍，如今在塞
尔维亚的很多城市流行起了汉语热，
塞尔维亚教育部也计划在该国学校引
入汉语课程，并修建汉语学习教育中
心。

“与中国相比，塞尔维亚国土面积
非常小，人口很少，但在与中国的交往
中，我们感受不到任何‘大国压力’。”
达米尔饱含深情地说，平等交往，使得
两国之间在联系中产生了特殊的情
谊，愿中塞两国友谊之树常青！

要以开放思路看待数据共享

巴赫蒂耶尔·霍里科夫在发言中
表示，塔吉克斯坦非常重视交通等基
础设施的发展，参与“一带一路”倡
议，不仅为本国带来新的发展机遇，
也深化了塔吉克斯坦与中亚各国、俄
罗斯之间的合作，并且帮助其开拓东
南亚和欧洲市场，“‘一带一路’为塔
吉克斯坦和平稳定发展提供了重要
的平台”。

近日，连接肯尼亚东部港口城市
蒙巴萨和首都内罗毕的蒙内铁路迎来
通车两周年。这条由中企承建的电气
化铁路，是肯尼亚独立以来最大的基
础设施建设项目，也是“一带一路”倡
议在非洲落地的重要成果。肯尼亚非
洲政策研究所执行主任行政助理安
妮·蒙盖表示，中国在肯尼亚投资建设
的基础设施项目给肯尼亚带来了巨大
的变化，也深刻地促进了两国人民的
民心相通。

当下，大数据正成为一种新的基
础设施。华东政法大学政治学研究院
院长高奇琦以“大数据合作”为主题的
发言，引发了不少在场嘉宾的共鸣。

“人工智能被视为第四次工业革
命的核心，数据是新时代的石油。”
高奇琦说，不少国家正为数据建章立

制，保护数据隐私的同时，也产生了数
据壁垒。数据不相通，共商共建必然
存在障碍。

在高奇琦看来，隐私问题是当前
各国对数据共享的最大顾虑，世界各
国应该用更加乐观、开放的态度看待
数据的流动，在“一带一路”倡议的基
础上，在数据等新领域推进基础设施
合作的共识和机制的建设。

具体而言合作如何推进？高奇琦
提到了区块链技术。他认为，数据在
保护隐私的前提下共享流动，需要强
大的技术作支撑，区块链技术能够为
数据的安全共享提供一个新的思路。

整合信息平台 促民心相通

聆听嘉宾的精彩发言后，浦东干
部学院副院长刘靖北作了点评发言，
他表示，整合“一带一路”信息平台，能
够有效促进民心相通，增进人民友好。

刘靖北具体提出三点建议：第一
是整合各种数据资源，建立统一的“一
带一路”信息平台。他认为，当前

“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各方面信息还比
较分散，如何吸引更多国家共建权威
统一的信息平台，做到国情和项目数
据实时更新，保证信息平台国际公信
力，还要做大量的工作。各个国家应
共同建立并不断完善统一的“一带一
路”信息平台。

第二是进一步加强“一带一路”沿
线国家的人力资源培训交流，逐步建
立起培训网络。“这是人心相通很重要
的方面。”刘靖北表示，当前，一些院校
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教育培训方面
做了很多有益探索，但仍缺乏统一规
划，亟待建立完整的培训网络。

第三是要加强规则的对接协调和
创新，保障“一带一路”建设对规则需
求的有效供给。“当前贸易保护主义，
单边主义对世界多边经贸规则提出严
峻挑战。”刘靖北认为，“一带一路”建
设一方面要坚定遵守贸易便利化、非
歧视性原则，另一方面也要寻求共建
规则和创新标准，通过对规则需求的
有效供给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保
障。

教育 旅游 文化 基础设施

“一带一路”民心相通下的务实合作
本报记者 颜若雯 实习生 郑明鸿

6月3日，“陆海联动发展中的民心相通：增进人民友好”分论坛举行。

6月3日下午，“一带一路”陆海联动发展论坛举行分
论坛——“陆海联动发展的民心相通：增进人民友好”。
分论坛上，18位与会嘉宾围绕“民心相通”主题，仁者见
仁，智者献智，畅所欲言。

6月3日，在“一带一路”陆海
联动发展论坛中外企业家对接会
上，来自全球各地的企业家代表，
就“一带一路”建设、经济全球化、
文明交流3个议题进行讨论，共话

“一带一路”合作新机遇。

“一带一路”建设与企业
合作——

每个参与“一带一路”
的国家和企业都有收获

“在我看来，‘一带一路’倡议
是一个共赢的全球项目，就是把
所有沿线国家请进来，让参与者
达到共赢的目的。”以色列 Ex-
tend 咨 询 公 司 联 合 创 始 人 兼
CEO 大卫·沙彦认为，习近平主
席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是能
够给各国和各国人民带来很多好
处的共赢倡议，“以色列会参与到

‘一带一路’倡议中，把本国的高
科技产品、创新产品与中国对接，
其实这就是双赢，给两国带来实
打实的利益。”

重庆东盟国际物流有限公司
董事长刘太平与大卫·沙彦的观点
不谋而合。刘太平认为，“一带一
路”倡议提出了共商、共建、共享，
就是让每一个参与“一带一路”的
国家和企业都有收获。

刘太平说，改革开放前30年，
更多是沿海走向世界。而“一带一
路”倡议的提出，把走向世界的大
门开到了内陆。“习近平总书记视
察重庆时指出，重庆要在推进共建

‘一带一路’中发挥带动作用。”在
刘太平看来，重庆作为“一带一路”
和长江经济带的联结点，本土企业
有更多更好的机会参与到国际物
流、国际贸易当中。

刘太平介绍，由重庆交运集团
与巴南区政府的平台公司共同出
资在重庆南部建立了东盟国际物
流园，定位南向通道枢纽，依托跨
境公路运输来解决中国或西部地
区与东盟之间物流的畅通问题。
从2016年4月开始，重庆开通了东
盟班车，从重庆经越南、泰国、柬埔
寨到缅甸等国，都已常态开行。“作
为其中的物流商之一，开通东盟班
车，既是国有企业的责任，也是我
们的机遇。”

马来西亚桦锋旅游公司创办
人、CEO梁伟虹也说，“一带一路”
倡议给马来西亚的旅游发展带来了
新的机遇。

“举个例子，6年前没有中国的
邮轮开到马来西亚，但现在已经有
很多了。”梁伟虹说，在“一带一路”
倡议下，康养旅游、教育旅游、研学
旅游都从中国来到了马来西亚；马
来西亚也借着“一带一路”的契机
发展本国特色旅游，取得了不错的
进展。

“‘一带一路’倡议符合各国发
展需求，也非常符合沿线人民的利
益。”重庆机电集团总经理黄勇说，

“跟随‘一带一路’倡议，我们把技术
和经验分享给沿线国家，取得了非
常好的效果。”

他举例说，“在我们的帮助下，
泰国、尼泊尔等‘一带一路’沿线国
家建成了很多水力发电站，这给当
地的生产生活带来了非常大的便
利，也受到了当地人民的赞誉。

“像这样让全世界人民从‘一
带一路’倡议中获得真正的益处，
来自反对派的声音和谣言也就不
攻自破了。”黄勇说。

经济全球化与企业合作——
每个企业都是经济

全球化的受益者

经济全球化是当代世界经济
的重要特征之一，也是世界经济发
展的重要趋势。经济全球化如何
推进才能更有利于全世界贸易进
展，并且让各国人民得到更大福
祉？对此，最有发言权的企业家们
袒露了自己的心声。

“人类从农业时代到工业时代
再到现在的信息化时代就是一个
全球化的过程，这是人类发展的一
个大趋势，是不可阻挡的。”重庆对
外经贸集团总经理张凤舞说，当前
个别国家奉行贸易单边主义，这是
逆全球化的举动，不可能得到大多
数国家的响应，“我们要坚决反对

贸易单边主义，反对随意提高关
税，但同时我们也要坚定信心。”

而作为一家家喻户晓的企业，
美国强生AMO视力康公司总经理
王利平也坚定不移地支持经济全球
化。他介绍，强生公司是经济全球
化的受益者，去年全球销售额5600
亿人民币，而在美国以外的销售额
占到一半以上。

“我们一直心系中国的发展，
助力健康中国建设，对‘一带一路’
倡议也积极响应。”王利平说，接下
来强生公司将促进“一带一路”沿
线国家在医药、卫生、健康等领域
的合作，为推动全世界人类健康作
出贡献。

全球化促进了货物流通，也加
强了人员往来。罗马尼亚Previ-
usProdcom公司董事长斯托伊卡·
卡塔林说，十多年前在罗马尼亚大
街上很少看到中国人，而现在有越
来越多的中国人到罗马尼亚旅游、
投资兴业。也就是说，没有经济全
球化，就没有经济的繁荣，也没有罗
马尼亚旅游人数的增加。

经济全球化同样也对中欧班
列（重庆）的运行起到了很大的作

用。重庆交运集团渝新欧（重庆）
物流有限公司监事长周树林说，在
中欧班列开通之前，中国和欧洲的
贸易大部分是通过海运和航空运
输进行，如何联合沿线国家的铁路
部门参与到同航运、空运的竞争中
来，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推动这
些铁路部门逐步按照市场化的方
式建立动态指数，让他们意识到铁
路运输参与贸易的重要性。

“没有全球化就不可能有今天
的班列开到欧洲去。”周树林兴奋地
说，未来加强“一带一路”沿线的人
文交流将会是重点，期待能够开通
客运班列，让更多中国旅客搭乘，游
遍整个欧亚大陆。

文明交流与企业合作——
“一带一路”是一座

沟通民心和文化的桥梁

文明交流与企业合作密不可
分。西永微电园公司副总经理陈
昱阳认为，全球供应链的融合和现
代科技文明的交流是目前全球紧
密协作的必然结果，产业供应链是
无法用其他手段分割开的，这个现

象也是对美国文明冲突论的有力
反驳。

具有美国和黎巴嫩双重国籍
的阿拉伯中国合作与发展协会主
席卡西姆·特法利认为，文明可以
通过对话和开放的心态得到交流
和包容，意识形态领域的东西不应
该阻碍国家之间的文化融通。“‘一
带一路’倡议可以把有着不同文化
背景和生活方式的国家和社会聚
集在一起。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
还应该努力共建‘一带一路’，去加
强文化合作。”他说。

“比起冲突，世界文明更需要
的是互相包容和互相借鉴。”针对
文明冲突问题，正略集团董事长赵
民则说，“一带一路”的互联互通除
了在基础设施上需要发力以外，思
想相通和人心相通也是企业应当
出力的地方。比如，最典型的气候
问题、环保问题都没有边界可言，
企业除了提供服务，还应该重视慈
善事业和公益事业，这样才能更有
效地促进人心相通和文明互鉴。

文明是由人创造的，没有人员
的流动，文明也无法传播。重庆旅
游集团副总经理徐健从人类交流
的角度出发，讨论了旅游交流对文
化文明交流的影响。他认为，国际
旅游促进人员的流动，而人员的流
动是文明交流和传播的必要路
径。徐健还谈到，重庆旅游集团将
会组织数十万重庆游客到“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观光旅游，从旅游的
角度跟“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行
交流合作。

“人生是一种旅行，要丰富体
验，认识新的人、去体验不同的思想
和新的文化，这就是我们现在所说
的文明互鉴。”泰国VDS机械公司
副常务董事斯拉帕·彭亚塔维库说，

“一带一路”倡议不仅仅是贸易和商
业的合作，还是一座沟通民心和文
化的桥梁，“一带一路”倡议不仅帮
助企业拓展，还可以把每个人连接
起来，共同丰富人生体验。

此外，斯拉帕·彭亚塔维库还
谈到，泰国是一个多元文化共生的
国家，“一带一路”倡议将沿线国家
联系在一起，可以更有力地促进泰
国与沿线国家之间的文化互鉴。

（本版图片均由记者齐岚森、
崔力、张锦辉、魏中元摄）

中外企业家重庆“论剑”
本报记者 杨铌紫 黄乔 实习生 李宁

6月3日，中外企业家在对接会上交流讨论。

本报讯 （记者 杨铌
紫 黄乔 实习生 李宁）
6月 3日，“一带一路”陆海
联动发展论坛中外企业家
对接会在渝州宾馆举行，来
自全球各地的优秀企业家
代表秉承共商、共建、共享
的合作原则，围绕“一带一
路”建设与企业合作、经济
全球化与企业合作、文明交
流与企业合作等主题畅所
欲言、献计献策，为共建“一
带一路”增强信心、凝聚共
识、促进合作。

中联部副部长、“一带
一路”智库合作联盟理事长
郭业洲，重庆市副市长潘毅
琴出席会议并致辞。

据了解，过去6年里，已
有120多个国家和29个国际
组织同中方签署了“一带一
路”合作文件，中国和“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的货物贸易总
量总额已经超过6万亿美元；
沿线国家共同建设的跨境外
合作园区有80多个，为当地
创造就业岗位近30万个。

重庆作为“一带一路”
与长江经济带的联结点，在

“一带一路”倡议下，也为外
方企业与重庆市国有企业
的合作提供了难得的机遇。

数据显示，当前，重庆
经济社会发展各项事业稳
步向前，2018年全市地区生
产总值突破2万亿元，增长

6%；进出口总值达5223亿元，增长15.9%；实际利
用外资103亿美元，连续8年超100亿美元；固定资
产投资增长7%，工业投资增长7.3%。

重庆市国资委副主任李星强介绍，此次，重庆
共有12家国有企业参加了本次论坛的中外企业家
对接会，涵盖了金融、证券、智能制造、化工、医药、
旅游、建筑等产业。

李星强表示，重庆国企将积极参与国家“一带一
路”、长江经济带、中新（重庆）战略性互联互通示范项
目和重庆内陆开放高地建设，建设完善西永微电园自
贸试验区和综合保税区、重庆机场集团临空经济口岸
开放平台，服务全市对外开放。同时，实施一批市属
国有企业“走出去、引进来”项目，积极开展“卖全球买
全球”的经贸业务。在贸易上，秉持诚信、平等、互惠、
共赢的原则；在工程建设上坚持高质量项目，高品质
服务。希望外方企业发挥自身优势，深化与重庆交流
合作，开拓与重庆合作的新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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