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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高峰论坛
新华社北京 4 月 25

日电(记者熊争艳、熊琳)
中 国 国 家 主 席 习 近 平
2013 年提出“一带一路”
倡议以来，“一带一路”成
为国际社会热议的话题。
国际智库对“一带一路”开
展广泛研究，成为伴随“一
带一路”共建发展的一个
重要文化现象。

25 日在京举行的第
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
高峰论坛“智库交流”分论
坛上，新华社社长、新华社
研究院院长蔡名照介绍了
国际智库对“一带一路”研
究的现状。

据介绍，通过研读 5
年多来国际智库数百篇论
文和研究报告可以看出
“一带一路”研究的主要概
况和趋势。

关注“一带一路”研究
的智库持续增加。统计显
示，全球 25% 的智库分布
在共建“一带一路”国家。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
来，美国、印度、澳大利亚、
巴基斯坦、英国、俄罗斯、
比利时、新加坡等国智库
持续发表一批研究成果。
近两年，以色列、意大利、
希腊、荷兰等国智库的研
究也日趋活跃。

“一带一路”研究成果
产出逐年上升。从追踪研
究的 168 家国际智库样本
情况看，智库专题报告从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第一
年的 70 篇，增加到 2017
年的 384 篇。研究重点从
发展愿景、价值理念、意义内涵，逐步延伸到政策对接、
效益评估、风险管控，覆盖从宏观到微观各个层面。

对“一带一路”研究的领域不断拓展。俄罗斯和中
亚一些智库较关注“欧亚经济联盟”“光明之路”等发展
规划与“一带一路”倡议对接及周边安全问题；欧洲一
些智库侧重分析“一带一路”框架下欧洲各国可发挥的
作用，及其对欧洲一体化的影响；东南亚和南亚一些智
库主要关注“一带一路”项目实施情况和本国政府对华
政策走向；美国一些智库更多研究“一带一路”倡议的
背景、影响和实施等；非洲和拉美智库更多聚焦“一带
一路”与本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

据介绍，国际智库对“一带一路”的研究主要集中
在三个维度：

“一带一路”与当代中国。有研究认为，“一带一路”
是中国外交理论和实践创新的重要表现，是中国扩大
对外开放的重要行动。德国柏林科学和政治基金会的
报告指出，“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和亚投行等机构的
成立表明，中国已准备承担更多的地区和全球责任。日
本国际问题研究所等智库认为，“一带一路”是中国新
对外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能促使中国市场与世界进
一步联通。还有研究认为，“一带一路”有利于促进中国
经济转型和发展。有学者指出，“一带一路”将全面带动
中国东、中、西部经济发展，加快内陆地区深度参与经
济全球化进程。

“一带一路”与区域发展。有研究认为，“一带一路”
通过基础设施建设、投资贸易便利化、国际产能合作
等，加快了区域发展和互联互通。世界银行今年 1 月发
布的报告预测，“一带一路”倡议可使共建国家的贸易
额增长 4 . 1%。南非国际问题研究所等认为，“一带一
路”倡议的目标与非洲发展的优先事项相契合。阿根廷
拉普拉塔国立大学研究报告认为，“一带一路”意味着
拉美发展历史机遇的延续。英国皇家国际问题研究所
报告指出，“一带一路”为欧盟和中国提供了互惠互利
的机会，有助于欧盟及其附近地区的经济增长。俄罗斯
瓦尔代俱乐部等智库提出，“一带一路”能为整个欧亚
中部地区营造稳定安全的氛围。

“一带一路”与国际治理。有研究认为，“一带一路”
展现共商共建共享的国际合作模式，有别于“零和思
维”的地缘政治和经济观，将推动更多人文关怀、更加
开放包容、更可持续的经济全球化。英国社科院文章提
出，“一带一路”与全球经济一体化息息相关，将成为促
进全球和平与合作的新手段。世界经济论坛研究报告
指出，中国愿在全球主义视野下，通过合作和双赢提升
影响力。西班牙加利西亚国际资料所学者认为，“一带
一路”是跨越国家发展的，中国需要走出去，当地国家
和人民通过与中国合作获得利益，这是人类命运共享
的体现。

国

际

智

库

对
﹃
一

带

一

路

﹄

广
泛
研
究
已
成
重
要
文
化
现
象

新华社北京 4 月 25 日电(记者王晓洁、熊
琳)25 日举办的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
峰论坛“智库交流”分论坛媒体吹风会上，中宣
部会同新华社、人民日报社，介绍了“智库交流”
分论坛举办和“一带一路”智库、媒体交流合作
情况。

中宣部副部长蒋建国表示，25 日举办的
“智库交流”分论坛十分成功，来自 60 多个国家
和地区的 300 多名人士出席，围绕“共享人类智
慧，共促全球发展”的主题和 4 个议题进行了坦
诚对话、深入交流，形成了一系列重要共识。

蒋建国说，参会人士分为智库、媒体两个组
别，围绕“一带一路”规划共商对接、国际规则体
系共建等议题，进行了热烈讨论。围绕分论坛还
组织了一系列配套活动，包括《习近平谈“一带
一路”》英、法文版首发式，“一带一路”新闻合作
联盟首届理事会议，“一带一路”国际智库合作
委员会成立大会等。

人民日报社副总编辑方江山介绍了“一带
一路”新闻合作联盟建设阶段性成果和下一步
工作规划。截至目前，已有 86 个国家的 182 家
媒体确认加入联盟。未来，联盟将共同打造资讯

共享平台、交流合作平台、媒体传播平台。
新华社副社长张宿堂介绍了“一带一路”国

际智库合作委员会的相关情况。24 日，由新华
社研究院联合 15 家中外智库共同发起的“一带
一路”国际智库合作委员会在北京成立。来自近
60 个国家、130 多家智库的专家学者出席成立
大会。张宿堂表示，“一带一路”智库合作委员会
致力搭建学术交流平台、课题协作平台、信息共
享平台，推动“一带一路”相关课题研究和思想
交流。

中宣部国际联络局局长张烨介绍了中外媒

体交流合作情况。他表示，自 2017 年首届“一
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召开以来，中国与
共建国家媒体不断深化交流交往，拓展务实
合作，形成了全方位、多业态、深层次的交流
合作新局面。

中宣部国际传播局局长赵建国介绍了中
外智库合作有关情况。他表示，首届“一带一
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召开以来，中外智库聚
焦“一带一路”建设，健全合作机制，深化合作
内容，创新合作形式，发布合作成果，成为助
推“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力量。

“一带一路”智库与媒体交流合作成果丰硕

（上接 1 版）在莫桑比克马普托湾南岸居民眼里，“一带
一路”是送来面包的马普托大桥；对爱琴海边的希腊人
民来说，“一带一路”是比雷埃夫斯港项目带来的发展
机遇；在沿线各国民众看来，“一带一路”为就业、减贫
脱困、教育、卫生、环保等领域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利
好……各国人民的参与感、获得感和幸福感不断增强，
如涓涓细流汇成大海，赋予“一带一路”建设取之不竭
的动力源泉。

“一带一路”倡议源于中国，但机会和成果属于世
界。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说，“一带一路”是一条合作之
路，更是一条希望之路、共赢之路。在各方共同努力下，
共建“一带一路”走出了一条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
结盟、互学互鉴的国与国交往新路，近 6 年来的合作硕
果充分昭示：合作共赢才是人间正道，开放包容才是人
心所向。在完成总体布局、绘就一幅“大写意”的基础
上，推动“一带一路”向高质量发展转变、绘制好精谨细
腻的“工笔画”，让共建“一带一路”走深走实、行稳致
远，是国际社会的普遍期待，也是本届高峰论坛的历史
使命所在。

“五色交辉，相得益彰；八音合奏，终和且平。”不断
丰富合作内涵、明确合作重点、夯实合作机制，携手将
“一带一路”打造成为和平之路、繁荣之路、开放之路、
绿色之路、创新之路、文明之路、廉洁之路，我们必将迎
来路路相连、美美与共的光明前景，共同迈向人类命运
共同体的美好未来。

新华社北京 4 月 25 日电

携手大道同行

共创美好未来

 2017 年 1 月
11 日，在肯尼亚蒙巴
萨，当地民众在中国
承制的蒙内铁路首批
内燃机车旁载歌载
舞。蒙内铁路是肯尼
亚自独立以来最大的
基础设施工程，项目
累计为当地直接创造
逾 4 . 6 万个工作岗
位。

共建“一带一路”

框架下，一项项实实
在在的成果，造福的
是当地百姓，解决的
是经济难题。在德国
杜伊斯堡，中欧班列
仅在物流领域就创造
了超过 6000 个就业
岗位；中国企业接管
经营希腊比雷埃夫斯
港后，项目为当地间
接创造就业岗位 1 万
多个。

相隔遥远的国
度，不同肤色的人民，
因为中国倡议带来的
机遇重燃梦想。

新华社记者孙瑞博摄

福建永春县的空气里总有一股香料的芬
芳。

四月艳阳下，散落在丘陵之上的平房屋顶
被木栈道连接成片，晒满了金、红、黄、赭等各色
篾香，远望好似一幅色彩浓烈的油画。

一千年前，蔑香的制作工艺被阿拉伯香料
商人沿海上丝绸之路带到这里；如今，永春被称
作“中国香都”，出产的蔑香远销海内外。据悉，在
东南亚地区每销售 3 支香，就有 1 支产自永春。

香与丝路本就有千丝万缕的天然联系。秦
汉时期，域外香料沿着丝绸之路进入中国，彼时
香只是贵族生活特有的点缀；到了宋元，香药大
量进口。古代文人不仅用香，还研究香药及合香
之法，达官贵人相聚品香成为一门艺术。

永春蔑香是舶来品。宋元时期，“东方第一
大港”泉州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吸引着沿
线各国贸易客商。

阿拉伯人后裔蒲寿庚家族在此安家落户，
不仅交易香料等货物，也带来了海丝沿线的制
香技艺。1646 年，蒲氏家族迁居永春达埔镇汉
口村，并将制香技艺传授广大乡亲，由此开启了

永春的制香历史。
65 岁的蒲良宫是蒲氏永春香的第 10 代传

承人，“良宫”在当地闽南语中读音同良姜，是一
味制香原料。按照家族传统，他 5 岁接触香料，
9 岁初学制香，“香就是我的生命。”他说。

“沉香以越南出产为最佳，檀香进口自印
度、新加坡、澳大利亚等地，上等乳香则来自阿
曼……”蒲良宫在自家的蒲庆兰香室里介绍，
“但永春香的奥秘在于合香。”

原料来自海丝沿线各国，合香配方却立足
中国本土文化，而蔑香产品则远销全球——— 永
春蔑香也是海丝文明交流融合的产物。

永春的制香起源离不开蒲氏家族，发展创
新却后继有人。

从当地 1978 年创办的汉口制香厂中，走出
不少制香人。他们带着传统制香手艺，在各地兴
办香企，在永春周围形成新的产业集群，传承和
发展了永春香的芬芳魅力。

年近 50 的林文溪便是其中代表。1994 年，
他与兄弟联手创办企业“兴隆香坊”，推动传统
香产业进入现代化规模生产。

在林文溪看来，创新是对传统技艺最好的传
承。经多年研制的无烟环保香、车载熏香等产品
为他拓展了新市场；而近年来，香品消费与养生
和传统文化结合的趋势，更坚定了他推动香品走
出礼佛朝拜的小圈、走进大众消费领域的信心。

泉州香企博山堂也顺势推出养生香牌、香
珠、香手串、香书签等兼具传统美感与现代便利
设计的新产品，以吸引更多年轻群体的目光，这
也逐渐获得欧美、中东等市场的认可。

永春现有制香企业近 300 家，从业人员 3
万余人，2018 年永春县香产业链总产值达 74
亿元。制香已成为当地特色产业。

香只是海上丝绸之路上中国与阿拉伯国家
经贸、文化交流的一个缩影。曾经，在“涨海声中
万国商”的盛景中，阿拉伯客商带着西域的香
料、药材和珠宝，涌入泉州交换中国的丝绸、茶
叶和瓷器。

商贸的开放繁荣更带来文化的交融。13 世
纪的意大利商人雅各·德安科纳在《光之城》书
中写道，“来这个城市的商人还是那么多，有法
拉克人、萨拉森人、印度人、犹太人，还有中国商

人……一年到头都像一个巨大的市场，你可
以找到来自世界遥远地方的商品。”

如今，“一带一路”倡议推动了贸易便利
化与文明交流互鉴，中国与阿拉伯国家间的
交流合作更拓展到能源、基础设施和贸易与
投资，并向核能、航天卫星和新能源等领域不
断发展。

借此东风，永春香这一海丝流传数百年
的馥郁余韵，正在重焕新生。

(记者吴剑锋、张逸之、卜多门)
新华社福州 4 月 25 日电

海丝传奇：宋朝阿拉伯客商后裔在中国的百年制香传承

扫描二维
码，观看新华社视
频报道《宋朝阿拉
伯客商后裔在中国
的百年制香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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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4 月 25 日电(记者熊争艳、丁
小溪、王晓洁)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
论坛“智库交流”分论坛 25 日在国家会议中心
举行。来自 6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300 多名智
库、媒体代表，围绕“共享人类智慧，共促全球发
展”的主题深入交流，达成共识。

与会代表一致认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是一个伟大的倡议。紧
扣“一带一路”建设举行的“智库交流”分论坛，是
一次思想交流、智慧对接的盛会。要把思想转化
为行动，把智慧转化为能力，在实践中不断创造
创新，推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不断走深走实。

让智库研究与建设实践相伴前行

日本前首相鸠山由纪夫致辞时祝贺“一带
一路”国际智库合作委员会的成立，表示愿意推
动“一带一路”建设。他去年在日本率先成立“一
带一路”研究机构，与中方智库开展合作。

24 日，由新华社研究院联合 15 家中外智
库共同发起的“一带一路”国际智库合作委员会
在北京成立。

这是响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要发挥智
库作用，建设好智库联盟和合作网络”建议的重
要举措，也是对中外专家关于搭建合作平台、推
动“一带一路”学术交流机制化常态化共同意愿
的积极回应。

“‘一带一路’国际智库合作委员会是一个良
好的合作平台。”马来西亚前交通部部长翁诗杰
说，这种多国智库合作机制，有助于消除一些偏

见和误解，在更广范围传播“一带一路”理念，提
升“一带一路”全球影响力。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理事长曾培炎表示，
推动“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需要全球智库发挥
更加积极的作用。智库要深入研究“一带一路”发
展规律和内在逻辑，为政府和企业务实合作提供
智力支持，为共建“一带一路”营造良好氛围。

新华社社长、新华社研究院院长蔡名照说，
习近平主席 2013 年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以来，
国际智库对“一带一路”开展了广泛研究，成为
伴随“一带一路”共建发展的一个重要文化现
象。当前关注“一带一路”研究的智库持续增加，
“一带一路”研究成果产出逐年上升，对“一带一
路”研究的领域不断拓展。

众智之所为，则无不成也。
与会代表认为，近 6 年来，“一带一路”建设

生动实践为开展理论研究提供了源头活水，现在
更有条件、也更有信心开展好“一带一路”研究，
使理论研究与建设实践相互借力、相伴前行。

为全球经济发展注入活力

在巴基斯坦前总理肖卡特·阿齐兹看来，
“一带一路”是一个独特的倡议，能够给世界带
来重大改变。

“2013 年‘一带一路’倡议提出时，我就赞
同，因为我们必须换个角度看世界、看问题。”阿
齐兹说，近 6 年来，不仅巴基斯坦，很多国家都
从“一带一路”建设中获益。我们还将有一个令
人激动的未来——— 更广泛的合作、更好的互联

互通、持久的和平与繁荣。
捷克前总理、社会民主党前主席伊日·帕鲁

贝克表示，“一带一路”建设在带动全球经济发
展、维护世界和平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一带一路’是中国和世界的对话。”澳大利亚
前外交部长、悉尼科技大学澳中关系研究院院长
鲍勃·卡尔说，“一带一路”的理念拥抱多边主义，体
现了中国以参与者的姿态融入全球，对世界开放。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认
为，“一带一路”是中国在现有国际体制内向国
际社会提供公共产品。中国是国际体制的改革
者、补充者、完善者。

香港海上丝绸之路协会联席主席叶刘淑仪
讲述了近年来她到访格鲁吉亚、捷克等共建“一
带一路”国家看到的变化。“所到之处，看到道
路、港口、桥梁等基础设施建设激发经济活力，

改善人民福祉。”
中国国家开发银行行长郑之杰提出，要以开

放包容为原则完善金融支持格局，以多边机制为
平台撬动与国际组织的协商合作，特别是聚焦规
则对接融合，不断扩大全球金融合作的“朋友圈”。

命运与共 携手逐梦

“我是印度裔，上世纪 40 年代出生在新加
坡，而我的名字是一个阿拉伯词汇。”

曾担任新加坡常驻联合国代表的新加坡国
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院长马凯硕发言时
说，他的身上就体现了亚洲文明的交织。现在的
“一带一路”建设已超出经济范畴，还在重塑国

家之间的文化和历史纽带。若干年后，历史学
家回望“一带一路”，会发现这是一个经济蓬
勃与文化复兴的进程。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需要我们相互借鉴、
相辅相成。在全球化时代，持不同价值准则体系
的主体应该学会求同存异，互相尊重与合作，‘一
带一路’正是朝着这个方向前进的重要举措。”

在英国社会科学院院士、《中国在人类命
运共同体中的角色》一书作者马丁·阿尔布劳
看来，“和而不同、和合共生”的中国传统文化观
念，构成了人类文明共同体的价值底色，也为
共建“一带一路”提供丰富的文化、智慧滋养。

南非独立传媒集团执行主席伊克博·瑟
维认为，推进“一带一路”建设进程中，中国充
分尊重非洲国家的多样性，既推动经济共赢，

又注重民心相通、情感连结，中非关系已成为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生动注脚。

“人类命运共同体，既是需要始终高举的
旗帜，也是需要脚踏实地共同践行的理念。”中
国日报社总编辑周树春认为，智库和媒体承
担着观察、研究、解读世界的责任，要充分发
挥资政建言、解疑释惑的作用，在推动“一带一
路”高质量建设进程中，更好凝聚共识和力量。

孤举者难起，众行者易趋。
与会各方表示，“一带一路”倡议根植历

史、启迪当代，源自中国、属于世界，应登高望
远，以命运与共的宽广视野思考“一带一路”，
本着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持续推动智库合作，
把“一带一路”工笔画描绘得更加精彩，不断
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现。

集四海之智 促全球发展
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智库交流”分论坛扫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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