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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5 月 14
日电(记者刘铮、王晓)习
近平主席 14 日在“一带一
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
幕式上宣布，中国将加大
对“一带一路”建设资金支
持，向丝路基金新增资金
1000 亿元人民币。中国人
民银行副行长易纲解读了
丝路基金的相关成果。

问：本次丝路基金增
资是出于什么考虑？

答：资金融通是“一
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支
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多为发展中国家，基础设
施等重大项目面临着资
金短缺等问题，融资需求
较大，迫切需要国际社会
支持来促进经济建设和
社会发展。在“一带一路”
建设中，丝路基金展现了
其优越性和活力，通过灵
活高效的运作模式，为重
要项目融资提供了新鲜
血液，既确保了中长期财
务可持续，也实现了合理
的投资回报。

在现阶段扩大丝路
基金规模是非常必要的。
一方面，在前期投资过程
中，我们发现，“一带一路”
沿线的资金需求是非常
庞大的，丝路基金在前期
已经积累了大量的项目
储备，未来对资金支持也
存在大量需求，对丝路基
金增资有助于发挥其运
作模式较为灵活高效的
优势，更好地推进“一带
一路”建设；另一方面，更
充足的资金也有助于丝
路基金进一步发挥其杠
杆撬动作用，更好地调动
沿线国家资源和国际金
融机构的资金，促进我国
与沿线国家的贸易投资
合作，分享“一带一路”建
设成果。

当然，增资后的丝路
基金仍将按照市场化的运
作原则，自主经营、自担风
险、自负盈亏、自我约束；
在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
资金来源同时，也将实现
较好的资金回报，更好地
实现“一带一路”倡议共商
共建共享的目标。

问：下一步丝路基金还有什么计划？
答：我们认为，未来丝路基金可以在以下方面发挥特

殊作用：
一是对外大力践行和推广“一带一路”倡议精神。丝路

基金本身就是“一带一路”倡议的组成部分，通过丝路基金
的投资实践，推动“一带一路”倡议与各国发展战略对接，

能够使参与国在参与“一带一路”倡议的过程中形成实实
在在的获得感。丝路基金投资实践的过程，也是践行和推
广“一带一路”倡议中开放包容、互利共赢的理念的过程，
通过投资合作，可以更好地凝聚各个方面的共识。

二是积极倡导绿色环保、可持续发展理念，履行社会
责任。当前，多边开发机构和各国金融机构越来越重视投
融资的社会责任和环保责任。丝路基金一直支持绿色金融
和绿色投资，将环境保护等社会责任纳入可行性评估和风
险管理体系。通过推进共建“绿色丝绸之路”的理念，有助
于维护我国在“走出去”进程中负责任的大国的形象。

三是与国际、国内企业和金融机构精诚合作，彰显和
放大国际合作效应。目前，丝路基金已与 30 多个国家(地
区)政府部门建立了工作联络；与包括 IFC(国际金融公
司)、EBRD(欧洲复兴开发银行)、EIB(欧洲投资银行)、
亚投行、金砖银行等多个国际多边机构探索开展多种形
式的合作；与若干重点行业中的中外领先企业建立起了
稳固的合作伙伴关系，在开展项目筛选和投融资、加强信
息交流和经验分享、共同设立基金等方面形成了良好的
合作基础，“一带一路”建设的投融资合作效应日益显著。

问：丝路基金成立以来取得了哪些重要进展？
答：2014 年中国出资成立丝路基金，这是利用中国资

金实力直接支持“一带一路”建设的具体体现，也是中国对
国际投融资模式进行的重要探索。自成立以来，丝路基金
依照“开放包容、互利共赢”的理念，按照市场化、专业化、
国际化的原则，不断推进与“一带一路”相关国家在基础设
施、资源开发、产业合作和金融合作等项目上的合作。

截至 2017 年一季度，丝路基金已签约 15 个项目，

承诺投资金额累计约 60 亿美元，投资覆盖了“一带一
路”沿线的俄、蒙、中亚、南亚、东南亚、西亚、北非及欧洲
等地区。此外，丝路基金还单独出资 20 亿美元设立了中
哈产能合作基金。

需要注意的是，丝路基金是一个投资基金。我们对
“一带一路”项目进行投资，不是进行单向的资金支持或
单方面让利。我们的投资是有商业回报的，也是可持续
的。

问：与其他金融机构相比，丝路基金在经营方面有哪
些独特之处？

答：丝路基金成立以来，在服务国家战略、市场化、专
业化、国际化运作方面正显现出一些优势。

一是具有高效的决策机制。丝路基金是服务于“一带
一路”的中长期投资基金，在遇到重大投资项目时，可以
主动快速做出决策，把握市场机遇，在风险可控的基础上
实现经营的可持续性和盈利性。

二是能与已开展的贷款等投融资形成互补。以前我
国开展的融资多以贷款为主，丝路基金通过以股权为主
的多种投融资方式，可根据地区、行业或项目类型分设子
基金，坚持互利共赢，商业化运作，可与已开展的债权融
资相互配合，充分发挥各自优势，形成互补。

三是灵活开展联合融资，发挥杠杆撬动作用。丝路基
金通过与国际开发机构、境内外金融机构等发起设立共
同投资基金等方式开展合作，既扩展了融资来源，有助于
更好地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也可以更好地降低融资风
险。据粗略估算，目前丝路基金所参与项目涉及的总投资
额已达到 800 亿美元。

四是发挥中长期投资对项目的支持作用，为一些建
设和运营期限较长、私人资本进入较少的项目提供比较
稳定的资金来源。比如，卡洛特水电站和哈翔清洁燃煤电
站项目建设期和经营期都长达约 30 年，丝路基金的加入
为项目提供了长期稳定的资金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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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5 月 14 日电(记者凌朔、骆珺)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 14 日上午举行
高级别全体会议。出席会议的多国政要在致辞
中高度评价“一带一路”倡议的积极作用和重大
意义，认为这一倡议为各国发展提供方案，为民
众福祉创造机遇，为世界经济注入活力。

智利总统巴切莱特表示，中国举办“一带一
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恰逢其时，论坛的广泛参
与性充分表明这一倡议是最受欢迎的全球发展
倡议之一。她说，“一带一路”倡议不仅可以帮助
亚洲、非洲、欧洲和南美洲实现互联互通，开辟
新的市场，促进投资和旅游，也有助于各国加深
相互了解，推动建立公平、包容、和平的世界。

捷克总统泽曼评价“一带一路”倡议是“一

项创举”，是“现代史上的一项重大倡议”。他
说，支持“一带一路”是捷克着眼长远的一项
决定。“捷克目前参与的项目虽然不大，但正
如一支蜡烛不足以照亮一个房间，而几百支
蜡烛就能产生足够的光亮”。

埃塞俄比亚总理海尔马里亚姆说，他高
度赞赏中国政府，特别是习近平主席在论坛
开幕式主旨演讲中为推进国际合作、促进世
界繁荣所展示出的远见卓识。他认为，“一带一
路”倡议与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目标以
及非洲《 2063 年议程》高度契合，将造福全球。

希腊总理齐普拉斯说，“一带一路”倡议
与很多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目标相吻合，
将促进欧亚大陆和世界范围内的交流，推动

经济合作，强化贸易投资，堪称“具有深远影
响的世纪倡议”。希腊是一个海洋国家，处在
欧洲的十字路口，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
对希腊意味着重大机遇，希望论坛的举行为
今后推出更多合作举措奠定基础。

巴基斯坦总理谢里夫说，“一带一路”倡
议表现出强大的文化多元性和包容性，为处
于全球化边缘的人们提供了发展机遇。他表
示，“一带一路”倡议既属于所有参与的国家，
也向那些还没有参与的国家开放，它作为一
个全球性公共产品必将焕发更大活力。

在高级别全体会议上，英、法、德三国与
会代表对“一带一路”倡议表示认同与支持。

英国首相特使、财政大臣哈蒙德说，中国致力

于全球自由贸易，“一带一路”正在为全球经
济开启新篇章。英国高度赞赏共商、共建、共
享原则，相信“一带一路”建设将为全球可持
续发展提供新动力。

法国总统代表、参议院外交、防务和武装
力量委员会主席、前总理拉法兰说，法国坚定
认同多边主义和全球化对全球经济发展的积
极效应，认同在中欧之间建立互联互通的重要
性。拉法兰说，法国相信“一带一路”倡议能为
推动世界和平、实现共同发展提供新的方案。

德国联邦政府及总理代表、经济和能源
部长齐普里斯说，“一带一路”倡议推动亚欧
基础设施实现互联互通，从而更好地促进亚
欧贸易和投资。

外国政要赞“一带一路”造福全球

新华社北京 5 月 14 日电(记者刘丽娜、
黄尹甲子)正在北京举行的“一带一路”国际
合作高峰论坛吸引了全球 70 多个国际组织
的广泛参与。与会国际组织领导人纷纷表示，
“一带一路”倡议是促进人类实现可持续发展
的伟大工程，堪称区域合作、发展与增长的典
范。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当天在高峰论坛
开幕式上致辞说，当今世界正处在关键的十
字路口，在“重振全球化，造福所有人”的重要
挑战面前，我们需要新方案，需要领导力，而
“一带一路”倡议根植于全球的发展意愿，与
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目标高度
吻合，将惠及整个世界。

第 71 届联合国大会主席汤姆森在高峰
论坛的高级别全体会议上致辞说，中国有句
俗语，众人拾柴火焰高，“一带一路”倡议是促
进人类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伟大工程，与联合
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相辅相成，联合国
将积极推动“一带一路”框架内的合作。

世界银行行长金墉说：“过去几年，我在
很多国家听到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期待。”随
着倡议推进，它能帮助更多人实现发展。他表
示，世行将动员所有资源来帮助实现倡议的
伟大愿景。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拉加德表示，“一
带一路”倡议有助于推动更强有力的经济合
作，让全球化惠及更多人，基金组织将为此提

供多方面帮助，包括政策咨询、金融支持、

培训和能力建设等。

世界贸易组织总干事阿泽维多说，“一
带一路”倡议是一项历史性举措，它的一项
重要内容就是促进贸易互联互通，而中国
在全球贸易中发挥着巨大作用，期待中国
在今后的贸易磋商中继续发挥领导力。

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兼执行主席施
瓦布说，“一带一路”倡议是区域合作、发
展与增长的典范，为全球经济增长与国际
合作贡献了新模式。他说，“一带一路”倡
议尊重各国国情及发展路径，为互利合作
奠定了共同基础。“世界经济论坛将全力
支持倡议取得成功。”

“一带一路”获国际组织热情点赞广泛参与

据新华社北京 5 月 14 日电(新华社“中国网
事”记者乌梦达、李德欣)14 日晚，“一带一路”高
峰论坛文艺晚会《千年之约》在中国国家表演艺
术中心——— 国家大剧院上演，为参加论坛的世
界各国友人送上一场东西方交融的文化盛宴。
这场代表“当代中国最高艺术水准”的文艺晚会
是如何创意的？新华社记者专访《千年之约》文
艺晚会主创团队，告诉你演出背后的故事。

为何是“千年之约”？

问：晚会的主题为何选择“千年之约”？
晚会总导演陈维亚：本次文艺晚会节目可

以说高度契合高峰论坛主题。节目编排中西合
璧，动静结合，兼顾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元素。
千年之约是一个时间概念，寓意是我们的祖先
开辟了陆上和海上的丝绸之路，和世界进行通
商交流，直到今天。

问：如何通过节目表现这样一个宏大主题？
陈维亚：历史元素的体现，我们选取了两个

作品，一开始的《千年之约》，大幕一拉开，观众
发现置身于东方艺术瑰宝、敦煌莫高窟的宫殿
之中，各种艺术形象翩然起舞，再现大唐盛世，
也表达中国张开怀抱，欢迎“一带一路”上的各

国嘉宾。海上丝绸之路，我们选择了《碧海雅
韵》。茫茫大海，千帆竞发，展现郑和下西洋的
壮观镜头，当年海上丝绸之路壮观的景象。

我们还设计了中外歌曲、芭蕾舞、钢琴、
中国传统戏曲、经典舞蹈等，展现东西方的顶
级艺术，展现“一带一路”的人文情感交流。

最后的合唱《共同家园·和平颂》，8 位男
女高音、中音歌唱家和来自“一带一路”国家
的孩子们与中国的孩子们共同演唱，表达了
中国人民和“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各族人民之
间心心相印、和平相处的美好愿望。

通过这些节目，把“一带一路”的历史、现
在和未来展现出来。

交融中有国际范、中国风、北京味

问：整台晚会有很多交融，东西方交融、
历史和未来交融、传统和科技交融、不同艺术
间交融，这种交融设计有什么特点？

陈维亚：交融的观点和方法自始至终贯
彻到每个主题。器乐和戏曲表演生动展示中
华文化底蕴和辉煌历史，青花丝绸与芭蕾艺
术结合、钢琴与绘画相结合体现中外艺术有
机融合和创新，彰显文化自信。比如《千年之

约》，除了大唐乐舞之外，还有来自西域的胡
旋、反弹琵琶等元素。《水墨丝语》选用俄罗斯
作曲家柴可夫斯基的《胡桃夹子》中的花之圆
舞曲，但舞台形象是中国南方的少女和一个
西域来的男子的情感交流。

《大美和声》演出者、女高音歌唱家和
慧：《我爱你中国》在中国家喻户晓，《我的太
阳》是意大利民歌，两首脍炙人口的歌曲，“一
带一路”东西方两个方位结合在一起，《大美
和声》就诞生了。

问：晚会的舞美设计很有特色，尤其是科
技元素运用。比如有网友就提问，《千年之约》
后排翩翩起舞的女子和飞天，到底是真是假？

陈维亚：国家大剧院拥有一流的舞台设
施和一流的舞台技术人员。我们用了一些高
科技手段，使它千变万化，包罗万象。

比如《千年之约》莫高窟的金碧辉煌，《大
美和声》红色的屏幕丝绒，《碧海雅韵》的茫茫
大海，《雀之灵》的月光树林，《水墨丝语》的中
国水墨画，都是舞美空间的魅力所在，设计师
巧妙地把节目的内在意境外化，观众也感觉
随着舞美空间驰骋在想象的旅程上。

在《千年之约》里，我们应用了全息投影
技术，使壁画里的人物栩栩如生，实现全息影

像和真实舞者的交替出现，下了很大功夫，达
到似真似幻的效果。

“追求最高艺术水准”

问：《共同家园·和平颂》是演出的最后一
个节目，也是晚会的高潮，有什么意义？几十
个不同国家的演员是如何磨合好的？

“共同家园·和平颂”曲作者之一、作曲家
赵季平：歌曲中一个核心概念是中国的观念，
天地人和。整个歌曲的风格是开放、包容、大
气、辉煌。

“共同家园·和平颂”演唱者之一、女高音
歌唱家周晓琳：这次合唱参加人员多，还有小
朋友，合唱队离舞台前区有一定的距离，所以
声音传递会有延时，但经过了很多次的磨合，
让交响乐团、合唱队、童声合唱、8 人领唱达
到统一的效果。

问：希望通过这个演出给观看的观众，尤
其是外国观众呈现什么样的中国？

陈维亚：艺术表达形式无国界，他们完全
能理解、接受我们通过艺术作品表演要表达
的诉求和情感，那就是所有中国人对“一带一
路”的热情、向往。(参与采写：鞠焕宗、孟菁)

“当代中国艺术水准最高的晚会”如何炼成？
听“一带一路”高峰论坛文艺晚会主创团队揭秘幕后故事

14 日开幕的“一带一
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
习近平主席发表主旨演讲
时，向世界亮出共建“一带
一路”的优异“成绩单”，提
出务实合作的“中国方案”，
赢得热烈掌声和广泛赞誉。

实践是最动人的旋
律，行动是最有力的宣言。

回顾 4 年来“一带一路”建
设历程，在沿线国家和人
民携手努力下，从有效实
现战略对接、优势互补到
规划实施一大批基础设施
项目，从大力推动贸易投
资便利化到开展多种形式
金融合作，从人文合作百
花纷呈到拉近心与心的距
离，共建“一带一路”立柱
架梁、务实推进，从理念变
成行动，从愿景变成现实，
源源不断为新型全球化提
供新动力，为世界经济复
苏注入正能量。

“行之愈笃，则知之益
明。”共建“一带一路”的成
功实践表明，发展是解决
一切问题的总钥匙，合作
是实现互利共赢的重要遵
循。发展需要合作，合作必
须务实，否则倡议就会变
成空谈，共建就会变成独
享。中国以四海一家的胸
怀、义重于利的襟怀，不仅
做共建“一带一路”的倡议
者，更是负责任、有担当的
行动派，坚持与沿线国家
相向而行，走出一条相遇
相知、共同发展之路。

瞻望共建“一带一路”

的未来，道路更加宽广，前
景更加灿烂。着眼建设和
平之路、繁荣之路、开放之
路、创新之路、文明之路的

壮丽图景，中国以更加有力务实的举措助力“一
带一路”行稳致远：向丝路基金新增资金 1000
亿元人民币等措施加大资金支持，举办中国国
际进口博览会等行动表明建设自由贸易网络
的决心，启动科技创新行动计划点燃发展新引
擎，提供 600 亿元人民币援助建设更多民生项
目……实实在在的举动，真金白银的投入，无
不昭示出中国对扎实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坚
定信心，与沿线国家和人民休戚与共的鲜明态
度，和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不懈求索。

这是造福全人类的伟大事业，也是承载新
使命的伟大实践。“讲得一事，即行一事。”汇聚
各国的力量与智慧，发扬各国人民的勤劳与创
造，让一项项务实举措落地生根，让一个个发
展成果惠及更多国家和人民，“一带一路”必将
绘就人类共同发展的美好画卷。(记者赵超)

新华社北京 5 月 14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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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时评

▲ 5 月 14 日，新华社记者在新闻中心工作。

当日，“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在北京国家会议

中心举行。 新华社记者鞠焕宗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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