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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1 月 16 日电(记者韩洁、郁琼
源、刘红霞、有之炘)2016 年 1 月 16 日，历经
27 个月、 800 多天筹建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
行——— 全球首个由中国倡议设立的多边金融机构
正式启航远行，驶向深海。

如今，两年过去，亚投行交出了怎样的成绩
单？国际社会如何评价？亚投行成功出海的秘诀
是什么？新华社记者独家专访权威人士深入解
读。

“朋友圈”不断扩大

赢得国际“信任票”

2017 年 12 月 19 日，亚投行董事会宣布批
准库克群岛、瓦努阿图、白俄罗斯和厄瓜多尔四
个成员的加入申请，至此亚投行成员数由成立之
初的 57 个增至 84 个，这也是亚投行自开业以来
的第四次扩容。

“成员数的不断扩增，是国际社会对亚投行
投出的‘信任票’。”亚投行行长金立群说。

时间回到 2013 年秋天。
“为促进本地区互联互通建设和经济一体化

进程，中方倡议筹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愿
向包括东盟国家在内的本地区发展中国家基础设
施建设提供资金支持。”随着习近平总书记出访
东南亚时的这番话语，一个重大构想首次出现在
世人面前。

立足亚洲、惠及世界，以投资改善基础设施
实现区域互联互通，促进经济发展改善人民生
活——— 历经两年多筹建，亚投行应运而生，成为
中国智慧对全球事业发展的又一贡献。

作为从筹建到运营的亲历者，在金立群眼
中，亚投行每一步都是 “稳扎稳打 、步步为
营”。很多国家之所以积极加入亚投行，就是因
为看到中国领导人提出的倡议得到具体落实，中
国作为最大股东做到了“言必行、行必果”。

更多成员用实际行动体现对亚投行的支
持。 2017 年 12 月 16 日，第九次中英经济财金
对话发表政策成果，英方正式承诺向亚投行
“项目准备特别基金”捐款 5000 万美元，并愿
与中方一道促进亚投行业务迅速覆盖低收入国
家。

“运营两年，应该说我们实现了原来设想的
进展，跨过了应当跨过的里程碑。”金立群说。

24 个项目涉及 12 个国家

为全球基建贡献中国力量

2017 年 12 月 11 日，亚投行对外宣布首个
对华项目落户北京。其董事会已批准一笔 2 . 5
亿美元贷款，用于天然气输送管网建设等工程，
助力“北京蓝”。

与北京项目同期获批的，还有印度地铁项目
和阿曼的光纤宽带网络建设。至此，亚投行运营两
年来，参与投资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数达到 24
个，涉及 12 个国家，贷款总额超过 42 亿美元。

“通常一个机构成立一两年之内，很难开展
一些比较大规模的项目，但我们第一年就做了
17 亿美元，第二年做了 25 亿美元，这很不容
易。”金立群感慨道。

他表示，作为新型多边金融机构，亚投行有
其独立的决策过程和运行模式，不受任何政治掣
肘。与此同时，亚投行不少项目落地“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和地区，为这些地方人民带来切实
福祉。“亚投行与‘一带一路’所蕴含的人类命
运共同体理念是一脉相承的。”

他透露，亚投行早在筹备期间就开始准备项
目，在这一过程中也得到了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
行和欧洲复兴开发银行等国际机构的联合融资支
持。

世界银行数据显示，自 2016 年 1 月亚投行
运营至今，双方已联合融资了 10 个项目，合作
投资 37 亿美元，其中 17 亿美元来自亚投行；亚
行与亚投行的联合融资项目也达到 4 个，其中
4 . 31 亿美元投资来自亚行， 3 . 74 亿美元来自亚
投行。

“亚投行是很好的合作伙伴，也是全球消除
极端贫困的重要贡献者，通过为基础设施提供融
资而致力于推动全球可持续发展。”世行中国、
蒙古和韩国局局长郝福满对记者说。

亚行驻中国代表处首席代表本·滨翰说，除
了联合融资，亚行更多通过经验分享支持亚投行
建设，并期待今后继续加强合作，携手推动亚太
地区发展。

“经过两年运营，亚投行已成为国际组织重
要一员。”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
所长姚枝仲说，适应时代发展需要，亚投行已承
担起为亚洲基础设施提供融资的重要功能，并成

为中国积极承担国际责任、致力于推动全球化的
象征之一。

接连斩获国际 3A 评级

最严制度打造纯净银行

亚投行成立运营之初，国际上不乏质疑之
声——— 发展中国家倡建的机构，能达到国际标
准、保证不腐败吗？

时间是最好的证明。
就在 2017 年，凭借“高颜值”和“高品质”，亚

投行接连获得了国际最权威的三大评级机构的
3A 评级及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的零风险权重
认定。

“能够在短短两年时间内树立起那么好的信
誉和标准，非常不容易。”复旦大学欧洲问题研
究中心主任丁纯说，亚投行成立以来，坚持专
业、透明、遵循国际规则，使其获得国际机构的
3A 评级，受到全球投资者热捧，有助于亚投行
更多在国际金融市场上融资，降低融资成本，建
设更多基础设施。

在金立群看来，亚投行获得国际评级机构认
可的背后，靠的就是以严格的制度确保建设最纯
净的银行。

“亚投行绝对不允许腐败现象的发生。”金
立群说，亚投行的基本价值观念就是简洁、廉洁
和清洁，无论项目融资还是内部采购，都有严格
制度防堵风险。“我们招人最重要的标准也是职
业操守要好。”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研究员刘
英说，虽然运营历史较短，但亚投行凭借其
强大的治理框架和不断创新的运营模式，已
经在运行初期显露出 21 世纪新型国际多边开
发机构的崭新姿态，得到了国际社会普遍认
可。

两年前的开业仪式上，习近平总书记在致辞
中提出，亚投行要“成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
新平台”。

面对广阔的国际蓝海，亚投行的下一航程全
球瞩目。

“大家一起发展才是真发展，可持续发展才
是好发展。”金立群对共筑繁荣梦想信心满满。

新时代，新征程。亚投行必将承载全世界同
舟共济的梦想与希望，驶向更美好的未来。

运营两年,亚投行成绩单令国人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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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1 月 16 日电(记者刘红霞、韩
洁、郁琼源)两年，在历史长河中只是匆匆一瞬，
对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而言，却极不平
凡——— 成员数从 57 涨到 84 、在 12 个国家开展
24 个项目，撬动 200 多亿美元公共和私营部门
资金、接连斩获三家国际评级机构最高信用评
级……

16 日，是亚投行正式开业运营
两周年纪念日。作为亚投行首任行
长，金立群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解
码这家新兴多边金融机构的发展动
能和未来趋向。

“我们刚刚迈出第一

步 ，走得再扎实 、步子再

大，也只是第一步而已”

三九时节，寒风凛冽。北京金融
街 9 号，一间不大的会议室内，金立
群与记者对面而坐。

“两年筹备、两载运营，我们稳
扎稳打、步步为营。”金立群言语中
自信而谦逊，“我们刚刚迈出了第一
步，走得再扎实、步子再大，也只是
第一步而已，没有骄傲自大的理由，
更不能有所懈怠。”

当然，他有足够的理由自
信——— 开业仅两年，亚投行就经过
四次扩容，成员从 57 个涨到 84 个；
在 12 个国家投资 24 个基础设施建
设项目，贷款总额超过 42 亿美元，
撬动 200 多亿美元公共和私营部门
资金；仅仅 2017 年，亚投行就接连
拿下穆迪、标普、惠誉三家机构的最
高信用评级……

“但是我跟大家讲，3A 信用评
级不是博士学位，不是终身的，只要
我们做得不好，随时都可能被降级
的。”金立群说。

在他看来，初创两年便能取得
一些“超出预期”的成绩，非常重要的
一点是，作为倡建国，中国言必信、行
必果，以创新思维、按国际惯例办事，

不搞一言堂，让国际社会信服。

“亚投行不受任何政治干预，不
卷入任何国际上或成员之间的政治
纠纷，一切着眼于推动区域经济社
会发展，改善参与国家和地区的人
民福祉。”金立群说，越来越多国家
和地区看到亚投行的独立决策程序
和运营模式，亚投行的公信力随之
逐步建立，“朋友圈”越来越大。

公信力见涨的背后，离不开亚
投行员工的勤勉付出。以金立群为
例，每天早晨七点刚过，他便来到办公室，晚上
七点回家。

“吃完晚饭后，我喜欢到玉渊潭公园走一
走，晚上 9 点半后，再重新投入工作，高层邮件
往来不断。”68 岁的金立群说，“工作，是我们最
大的乐趣。”

“不克隆世行，不复制亚行，全

力构建新时代一流国际机构”

在金立群看来，要让一个崭新的多边金融
机构持续健康发展，关键在于建章立制。

“建立一套国际机构的规章制度需要反复
磋商，缜密考虑，时间是花得多了些，但有个好
处，就是不会出现一执行就发现行不通的情
况。”他说，不仅要和有关成员磋商，还要跟民
间团体和非政府组织交流。

在这个过程中，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
欧洲复兴开发银行等国际机构对亚投行提供了
相当大的支持。

“但亚投行成立的时代背景不同，时代要求

自然也不同。”金立群说，“我们要有原创精
神，既不克隆世行，也不复制亚行，而是总结
和吸收好的经验，努力建成具有 21 世纪先进
治理理念的多边金融机构。”

比如，亚投行没有常设董事会，一年开四
次董事会会议，如果不够，就用现代技术开视

频会，如此一来机构非常精简。
金立群在采访中多次强调，

亚投行开业运营的前两年，是打
基础的两年，是招兵买马的两年，
在反腐败方面，亚投行坚持“零容
忍”的态度。

“我们招人的标准是德才兼
备、以德为先，职业操守如果存在
瑕疵，我们是不会要的。”他说，亚
投行设立了一个招聘人员委员
会，监管招聘以及提拔事宜。

他还透露，亚投行的内审部
门“权力是很大的”，任何人都可
以查。“我们建立这么严密的反腐
败制度，就是为了让所有人专心
为亚投行成员服务，不做任何有
损于机构的事情。”

美、日来与不来，亚

投行都欢迎合作

随着“朋友圈”不断扩大，外
界普遍关心美国与日本是否会加
入亚投行。对此，金立群明确表
态：来与不来，亚投行的大门都将
敞开。

“在亚投行筹建阶段，中国非
常诚恳地向美国和日本发出邀
请，中国的诚意是明明白白的，加
入与否是它们作为主权国家的自
主决定，我们不干预。”他说，“亚
投行大门永远敞开，问题不在我
们。即便不加入，亚投行也欢迎美
日企业参与亚投行项目。”

金立群略微停顿，进一步说，
实际上，亚投行已经跟美国和日
本的企业有合作。“比如，我们聘
请的评级咨询公司就是美国高盛
和摩根。另外，亚投行还有一些美
国和日本籍员工。”

在连续获得最高信用评级
后，亚投行便可以低廉的成本到
资本市场融资。有了这一权限后，
亚投行的投资步子是否会迈得更
快更大？

金立群说，亚投行团队正在
积极筹备，计划今年第二季度开
始发行第一笔债券，在国际资本

市场建立品牌。无论是之前单独做项目，还
是跟世行、亚行等联合融资做项目，或是今后
投资新项目，亚投行对项目都要严格审查，标
准没有降低、也不会降低。

“非常重要的一点是，我们做的所有项
目，都应该是给当地老百姓带来幸福的。”金
立群说。

他特别谈起亚投行对华投资的第一个项
目，即北京煤改气项目，希望北京能把这个项
目做成示范项目，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作出
贡献。

金立群坦言，随着亚投行不断扩大，人员
将不断增多，如何保障队伍高效廉洁是对亚
投行内部治理的一大考验。与此同时，全球经
济虽然温和复苏，但不稳定、不确定因素依然
较多，如何绕开一些暗礁、躲过一些险滩，也
是不可忽视的课题。

“但我们有信心应对挑战。”金立群说，
“只要我们坚决按照规章制度办事，保证决策
过程透明缜密，亚投行一定会有更大作为。我
们将始终走在‘长征路’上。”

新华社深圳 1 月 16 日电(记者孙飞)近期，
国务院批复同意撤销深圳经济特区管理线。这条
被称为“二线”的管理线正式退出历史舞台。站
在新的起点，深圳提出到本世纪中叶“成为竞争
力影响力卓著的创新引领型全球城市”的新目标
定位，粤港澳大湾区正迎来广阔发展空间。

追忆：这是条什么线

1980 年，深圳经济特区成立，约两年后，
深圳经济特区界线上又设立了一道管理线，外地
人员需办理“特区通行证(边防证)”，接受广东
边防官兵检查后方可通过。这条管理线被很多深
圳人称为“二线”。

“二线”在一定时期内曾发挥了重要作用。
但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由“二线”产生的
“关内”“关外”之分，却形成了深圳“一市两

法”的两重世界：特区内是高楼林立的现代城
市，特区外则是非城非村的大工地。曾经流传的
“关内是欧洲，关外是非洲”等说法，更是形象
道出了特区内外的显著差异。

曾经，一些深圳市民去关外办事，交通往往
令人十分头痛。去的时候，关内的“红的”(红
色出租车)师傅不熟悉关外的路况；回来的时
候，“绿的”(绿色出租车)又不能进关内，必须
打车到关口换上“红的”。目前，这些“红的”
“绿的”正在被新能源出租车取代。

2010 年，国务院批复深圳经济特区扩大到
深圳全市，这直接加快了深圳特区内外一体化的
速度。深圳经济特区的面积也由罗湖、福田、南
山和盐田四区共 300 多平方公里，扩大到包括宝
安、龙岗等在内的近 2000 平方公里，深圳正式
进入大特区时代，原特区关内关外发展差距正不
断缩小。

批复：深圳撤销“二线”

近期，国务院发布关于同意撤销深圳经济特
区管理线的批复，为促进深圳经济特区一体化发
展，结合特区建设发展面临的新形势新使命新任
务，同意撤销深圳经济特区管理线。

批复同时指出，广东省和深圳市要认真做好
经济特区管理线撤销相关工作，并以此为契机，
实施深圳全市域统一的城乡规划建设管理，进一
步优化城市功能布局，完善交通基础设施，推进
节约集约用地，强化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有序
提升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水平，实现更高质量的
城市化，为新时期超大城市规划建设管理运营积
累经验、当好示范。

在不少业界人士看来，随着这条被称为“二
线”的管理线正式退出历史舞台，深圳地理意义

上的“关内”“关外”概念也不再存在，特区
经济发展将迎来新的起点。

憧憬：湾区经济加速推进一体化

不少业界人士认为，深圳“二线”的撤
销，也为区域协调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带
来更多的积极信号。站在新的起点，深圳近期
提出到本世纪中叶“成为竞争力影响力卓著的
创新引领型全球城市”的新目标定位，粤港澳
大湾区正迎来广阔发展空间。

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智库研究与信息部部
长郑宇劼说，以全球城市来定位深圳未来，就
是要瞄准国际城市的高端形态，改变重科技创
新轻人文建设、重硬件轻软件、重经济发展轻
城市服务的倾向，实现从“追随模仿”到“创
新引领”、从“单项冠军”到“多项全能”、

从“中国式”向“世界式”的转变。
不仅是创新引领型全球城市的定位，广深

科技创新走廊的推进实施，也将为粤港澳大湾
区建设提供重要的创新支撑。广深科技创新走
廊坐落于粤港澳大湾区东侧，囊括广州、深
圳、东莞三市，依托约 180 公里的高速公路、
城轨等复合型交通要道，总覆盖面积达 11836
平方公里。

这里聚集了华为、腾讯、华大基因、广汽、广
药等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龙头企业。广东省
社科院区域经济研究所副所长陈再齐说，“从广
州、深圳和东莞三座城市入手，可以让核心更加
聚焦，要素更加聚集，机制更加顺畅，为更多城
市之间的深度融合积累经验。”

展望未来，一幅创新画卷正在粤港澳大湾
区徐徐展开，要素加速流动、竞合有序、协同
发展的共同市场正在不断形成。

深圳：撤掉这条“线”，从此“关内”“关外”成历史
粤港澳大湾区迎来一体化发展新机遇

▲这是位于北京金融街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总部大楼前的石碑（2018 年 1 月 12 日摄）。 新华社记者李鑫摄 制图：阎天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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