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国内形势，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高瞻远瞩地提出推动共建“一带一路”的重大合作倡议，取得了斐然

的成绩：政策沟通意愿不断增强，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和组织日渐增多；设施联通稳步推进，中欧班列畅通运

行；贸易投资不断增长，经贸合作日益深入；资金融通规模不断扩大，国际金融合作愈加密切；民心相通显著增

强，友好合作不断深化。在此过程中，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始终坚持党中央的全面领导，探索统筹推进；部委

政策配套、地方规划跟进、国际组织对接，积极配合“四位一体”模式；坚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发挥“共商共

建共享”的积极作用引领国际合作新范式；强化“第三方市场合作”，鼓励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融入中国产业链

分工体系；推动中欧班列由贸易合作向产业合作转变，形成畅通亚欧区域价值链的大通道；坚持以市场化原则

为导向，协同“五通”为中国企业走出去提供发展框架与支撑平台。当前，共建“一带一路”仍存在一定的困难

与挑战，未来需要精绘共建蓝图，推动“一带一路”倡议高质量发展；凝聚共建共识，动员一切可以动员的力量

共同参与；夯实共建平台，提升对共建“一带一路”的支撑作用；打造共建标杆，高标准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

质量发展；筑牢风险屏障，全面提高境外安全保障和应对风险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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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对世界格局产生重要影响。从国际层面看，全球经济增长乏力、发展分化，逆全球

化思潮泛起，新冠肺炎疫情、俄乌冲突等进一步加剧了全球经济发展的不确定性。与此同时，新一轮技术革命

深刻改变了国际格局和力量对比，引发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深度变革。从国内层面看，经过 40多年改革开放

的高速发展，中国日益成为世界经济的中流砥柱，但同时处于“三期叠加”的特定阶段，面对发展的重要战略机

遇期，谋求更高质量的发展迫在眉睫。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基于对世界大势和时

代潮流的科学判断，基于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形势和在全球治理中扮演角色的精准定位，提出了顺应全球治

理体系变革内在要求和人类文明进步大方向的共建“一带一路”倡议。8年多来，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着眼于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通过“五通”带动沿线国家和地区实现共同发展，不仅为全球经

济治理的理论和实践提供了中国方案，也为谋求合作共赢的国际合作提供了新范式。在新发展阶段，回顾“一

带一路”建设历程，分析已经取得的伟大成就以及可能存在的困难与挑战，提炼宝贵的成功经验，并对未来发

展趋势进行合理展望，对继续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共建“一带一路”的提出及实践

2013年 9月和 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出访哈萨克斯坦和印度尼西亚期间，先后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

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标志着共建“一带一路”重大合作倡议正式提出。此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扎实推进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夯基垒台、立柱架梁，将理念化为行动，使愿景变为现实，“一带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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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进入谋篇布局的阶段。习近平总书记于 2014年 11月主持召开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八次会议，强调要加

快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并指出要以创新思维办好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

丝路基金。随后，《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于 2015年 3月正式发布，

阐明了“一带一路”倡议的共建原则是坚持开放合作、和谐包容、市场运作和互利共赢，合作重点包括政策沟

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和民心相通，这也成为“一带一路”建设的“航标灯”。2016年 3月，第十二届

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指出，要推进“一带

一路”建设，健全“一带一路”合作机制，畅通“一带一路”经济走廊，共创开放包容的人文交流新局面。同年 8
月，习近平总书记出席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以钉钉子精神抓下去，一步一步

把“一带一路”建设推向前进，让“一带一路”建设造福沿线各国人民，这进一步坚定了国际社会对推进“一带一

路”建设的信心。此后，具有标志性意义的首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于 2017年 5月在京召开，形成了

5大类 279项具体成果，强调要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以“五通”为主要抓手，推动“一带一路”建设成为和平、

繁荣、开放、创新、文明之路。

过去 5年间，共建“一带一路”完成了总体布局，为此后高质量发展的新征程擘画宏伟蓝图，正逐渐从前期

的谋篇布局向聚焦重点、精耕细作的方向迈进。2018年 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一带一路”建设工作 5周年座谈

会上指出共建“一带一路”完成了总体布局，绘就了一幅“大写意”，今后要聚焦重点、精雕细琢，共同绘制好精

谨细腻的“工笔画”，并强调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向高质量发展转变是下一阶段“一带一路”建设工作的基本要

求。2019年 4月在北京召开的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达成了广泛的合作共识，形成了 6大类

283项务实成果，同时习近平总书记在开幕式的主旨演讲中全面阐述了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内涵，并

指出要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坚持开放、绿色、廉洁理念，实现高标准、惠民生、可持续目标。在党的十九大

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决议中，推进“一带一路”建设被写入党章，这充分体现了在中国共产党领

导下，中国坚定推进“一带一路”国际合作的决心和信心。2020年 10月，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对“一带一路”建

设作出了新的重要部署，包括构筑产业链供应链的互利共赢合作体系，推进机制、规划、战略对接，加强政策、

规则、标准联通，促进南南技术转移网络形成等多个方面。

“十四五”时期是推动“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关键阶段。《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

个五年规划和 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明确提出，要加强发展战略和政策对接、推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深化经

贸投资务实合作和架设文明互学互鉴桥梁，以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2021年 11月，党的十九届六

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再次指出，推动共建“一带一路”

高质量发展，建设和平之路、繁荣之路、开放之路、绿色之路、创新之路、文明之路，使共建“一带一路”成为当今

世界深受欢迎的国际公共产品和国际合作平台。同月 19日，习近平总书记出席第三次“一带一路”建设座谈

会，并强调要以高标准、可持续、惠民生为目标，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不断取得新成效。2022年 2
月，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全体会议在京召开，旨在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三次“一带一

路”建设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准确把握新形势下共建“一带一路”的总体要求，落实好“五个统筹”，扎实

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

二、共建“一带一路”取得的重大成就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以“五通”为主要内容，扎实推进国际合作，全面提升合作水平，这为我们全面评估共

建“一带一路”的重要成就提供了有益的方向。为此，本文将主要基于“五通”视角，对“一带一路”建设所取得

的重要成就进行梳理总结，从而得以描绘“一带一路”倡议实施效果的全部图景。

（一）政策沟通意愿不断增强，“一带一路”参与国家和组织日渐增多

政策沟通是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保障。共建“一带一路”涉及国家和地区众多，区域环境复杂，各方不

仅发展和诉求差异大，且部分地区存在较大的地缘政治风险。加强政策沟通不仅能够有助于夯实政治基础，

-- 45



增进政治互信，而且有助于凝聚合作共识，将“一带一路”倡议由中国倡议转变为国际共识。第一，“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和地区本着求同存异的原则，就经济发展规划和政策措施展开充分交流，推动“一带一路”倡议与各

国发展规划实现对接。通过推动与欧盟的“容克计划”、波兰的“琥珀之路”、俄罗斯的“欧亚经济联盟”、哈萨克

斯坦的“光明之路”、蒙古的“发展之路”、印度尼西亚的“全球海洋支点”、菲律宾的“大建特建”计划等的合作，

实现“一带一路”倡议与各国发展规划的有效衔接。第二，积极同相关国家和地区，以及国际组织签署政府间

合作文件，推动国际合作达成广泛共识，持续扩大“一带一路”朋友圈。根据图 1，从“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

来，与中国签署合作文件的国家数目逐年上升。截至 2022年 3月，同中国签署合作文件的国家已达 149个，国

际组织已达 32个，总计签署 200余份合作文件，商签范围由亚欧地区延伸至非洲、拉美、西欧等相关国家和地

区。同时，相关合作理念和主张已被写入联合国、二十国集团、亚太经合组织、上合组织等重要成果文件。第

三，加强沿线国家和地区高层之间的互动互访，不断深化政治互信、密切沟通交流，达成了丰硕的成果。一方

面，共建“一带一路”倡议通过贸易与投资活动带来的经济联系显著改善了中国与沿线国家和地区的政治关系

（吕等，2021）。另一方面，中国举办了两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其中首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

论坛有 29位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出席，1600多名代表参会。在第二届论坛时，参与国家和地区进一步增加，

共有 38位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出席，6000余名外宾参会，并设立政策沟通平行主题会议，为推动政策和发展

战略对接搭建沟通交流平台。

（二）设施联通稳步推进，中欧班列畅通运行

设施联通是共建“一带一路”的优先领域。习近平总书记在 2014年 11月“加强互联互通伙伴关系”东道主

伙伴对话会上指出：“丝绸之路首先得要有路，有路才能人畅其行、物畅其流”。“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多

为发展中国家，其薄弱的基础设施是制约经济发展的重要障碍。通过将设施联通作为共建“一带一路”的优先

方向，不仅为沿线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注入新动力，更为政策沟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和民心相通提供基础

性支撑。

自 2013年以来，“一带一路”沿线多个跨境项目已经开工建设，包括公路运输基础设施、能源基础设施、通

信网络基础设施和港口，一批标志性项目取得实质性进展。第一，围绕“六廊六路多国多港①”的主体框架，着

力构建铁路、公路、航运、航空、管道和空间综合信息网络为一体的基础设施网络，并加快推进陆海天网四位一

体联通。其中，中老铁路、中泰铁路、雅万高铁建设安全有序开展，中吉乌国际道路、柬埔寨 6号公路等先后运

行，瓜达尔港、汉班托塔港、比雷埃夫斯港等也在扎实推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不断

完善（黄亮雄等，2018）。第二，创新国际陆路运输的组织方式，全面打造“一带一路”倡议的标志性旗舰项目

——中欧班列，探索形成多国协作的国际班列运行机制。中国“一带一路”网的数据显示，从“一带一路”倡议提

出以来，中欧班列开行数逐年攀升（见图 2），截至 2022年 1月，中欧班列累计开行数突破 50000列，运送超 455
万标箱货物，货运价值高达 2400亿美元。第三，注重“软硬联通”的有机结合，在推进基础设施“硬联通”建设

的同时，注重与各国基础设施建设规划、发

展政策、运输规则以及技术标准体系的“软

联通”。历时 7年之久，匈牙利于 2020年最

终同意中方方案，标志着中国铁路装备和

技术与欧盟铁路首次实现技术和标准的互

联互通，匈塞铁路建设取得了重大突破，真

正实现了“软硬联通”的有机结合。第四，

设施联通广泛带动了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就

业和民生改善，额勒赛水电站的竣工投产

大幅降低了柬埔寨的居民用电价格；中缅

天然气管道投产保证了缅甸的正常电力供
图 1 2013~2021年签订“一带一路”合作协议的国家数目

数据来源：作者根据中国“一带一路”网的资料整理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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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蒙内铁路的正式通车更为肯尼亚培养了 2000 多名人才，创造了 7 万个工作岗位。此外，德·索雷斯等

（2020）通过量化评估“一带一路”沿线基础设施建设的影响效应，进一步发现“一带一路”沿线基础设施建设将

促进参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高达 3.4%，对全球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效应达 2.9%。

（三）贸易投资不断增长，经贸合作日益深入

贸易畅通是共建“一带一路”的重点内容。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全球经济陷入增长乏力困境，贸易

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暗流涌动，全球贸易和投资增长放缓。面对全球经贸格局的重构与调整，“一带一路”倡议

通过积极搭建进口博览会、境外合作园区等贸易促进平台，推进贸易方式创新，做好“引进来”和“走出去”协同

发展，不断深化经贸合作，为世界贸易复苏注入强劲动力。

经过 8年多的务实推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贸易与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水平显著提升，沿线各

国参与经济全球化的深度和广度持续增加。第一，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贸易总额稳步增长，

从 2013年的 6.46万亿元已增长至 2021年的 11.6万亿元，年均增长率高达 7.5%，占中国同期进出口总额比重由

25%增至 29.7%②。同时，“一带一路”倡议显著提升了中国对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出口潜力和促进了贸易网络深

化（余等，2020；吕越等，2022）。第二，“一带一路”投资结构明显呈现多元化发展的趋势。从总体来看，2013~
2021年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直接投资额累计达 1613亿美元（见图 3），沿线国家和地区来华实际投资累计达

712亿美元。同时吕越等（2019）的研究还发现“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能够有效推动中国企业对沿线国家开

展绿地投资，投资项目数增幅达 32%左右。从涉及产业来看，2013~2016年 70%的“一带一路”项目集中在基建

能源领域，而从 2017年开始，基建能源投资额占比减少到约 40%，制造业、服务业、科技业等占比明显提高，已

达 60%左右。此外，项目形式也从过去的基建、能源建设，转变成为基建能源建设、单个产业项目扶持和综合

园区开发等多种形态。第三，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贸易投资便利化水平不断提升。自首届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以来，已有 50
多种农产品食品实现检疫准入，中国同哈萨

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以及塔吉克斯坦的农

产品通关时间缩短了 90%，海关检验检疫合

作、农产品快速通关“绿色通道”建设不断推

进。此外，截至 2019 年底，中国海关已经与

42个国家（地区）签署了“经认证的经营者”互

认安排，互认国家（地区）数量居全球首位，其

中包括 18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③。第四，

通过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广泛签署和升级

自由贸易协定，推动形成“一带一路”自由贸

易区网络体系，不断探索经贸合作新模式。

截至 2020年 11月，中国已与 26个国家和地区

签署了 19 个自由贸易协定，其中同“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签署的占到近 1/3。与此

同时，不断推进经贸合作模式创新，大力发展

数字贸易等新业态，同沿线国家和地区积极

建立双边电子商务合作机制，推动“丝路电

商”成为“一带一路”贸易畅通的新引擎。

（四）资金融通规模不断扩大，国际金融

合作愈加密切

资金融通是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支

图 2 2011~2021年中欧班列开行情况
数据来源：作者根据中国“一带一路”网的资料整理绘制。

图 3 2013~2021年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情况
数据来源：作者根据历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的资料整理绘制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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撑。由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基础设施薄弱，共建“一带一路”面临巨大的投融资需求。这不仅要求

提供金融支持，还要通过深化多边金融合作，创新融资工具和金融产品，探索新型国际投融资模式以及推动

金融互联互通建设，以金融促五通，助力共建“一带一路”行稳致远。首先，积极建设“一带一路”投融资平

台，发起筹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简称亚投行），并出资设立丝路基金，为“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建设提供

投融资支持。据亚投行网站的数据显示，2016~2021年亚投行累计投资超 319.7亿美元，支持 158个投资项目

（见图 4）。截至 2020年 10月，丝路基金累计签约 47个投资项目，承诺投资金额 178亿美元。其次，强化国内

金融机构的支持力度，不断为国内企业向沿线国家和地区的贸易和投资提供金融保障。中国出口信用保险

公司（简称中信保）年报数据资料显示，2021年中信保支持对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出口和投资达 1699.6亿美

元，同比增长 11.3%。此外，中资银行“走出去”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存在显著的对外直接投资促进

效应（吕越、邓利静，2019），中国进出口银行也通过“进博融 2020”专项金融服务，支持业务达到 2000笔，涉

及 40余个国家和地区，带动超过 5700余亿元进出口⑤。再次，探索国际投融资新模式，积极设立主权财富基

金与投资基金，推动“一带一路”倡议与各国发展投资计划紧密对接。中国工商银行发行的首支“一带一路”

银行间常态化机制绿色债券和中国进出口银行发行的“债券通”绿色金融债，成为“一带一路”投融资模式创

新的代表性案例。最后，建立健全多边金融合作机制，加强金融监管，提高金融协同效率。目前，财政部已

同沿线多国的财政部共同核准《“一带一路”融资指导原则》，不断深化多边金融合作，并推动成立中非金融

合作银行联合体、中国—中东欧银联体等金融合作机制。同时，中国人民银行还积极与沿线国家和地区央

行签署双边本币互换协议，建立人民币清算安排，并加强金融监管合作，推动形成高效监管协调机制。

（五）民心相通显著增强，友好合作不断深化

民心相通是共建“一带一路”的关键基础。“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文明多样、宗教信仰各异、民族构成

复杂，国家和地区之间合作的顺利开展不仅受制于基础设施等“硬”条件，还取决于社情民意等“软”条件。国

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在于心相通，共建“一

带一路”通过不断深化与沿线国家和地区之间

的人文交流，为推动务实合作提供了坚实的人

文基础与社会根基。

在“一带一路”倡议的牵引下，中国不仅加

强了与沿线国家的文化教育等活动交流，还进

一步深化了同参与国家及国际组织之间的友好

合作。第一，不断深化旅游合作，加强与沿线国

家之间的友好往来。一方面，中国积极同多个

国家合作举办旅游年，并创办“丝绸之路”旅游

市场推广联盟等合作机制。另一方面，积极推

进同沿线国家和地区的签证免签工作，不断提

高签证便利化水平。截至 2021年底，中国已同

58个沿线国家和地区缔结互免签证协定（见图

5）。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前，“一带一路”沿线

国家和地区来华旅游人数由 2013年的 903万人

上升至 2019年的 2000多万人，中国赴沿线国家

和地区的旅客人数也由 2013 年的 1549 万人增

长为 2019 年的 3000 多万人⑥。第二，加强科技

合作，同沿线国家和地区签署《政府间科技合作

协定》，推进共建国际技术转移中心、联合研究

图 4 2016~2021年亚投行投资情况汇总
数据来源：作者根据亚投行网站的数据资料整理绘制。

图 5 2013~2021年同中国缔结互免签证协定的沿线国家数目
数据来源：作者根据中国领事服务网的资料整理绘制。

共建“一带一路”取得的重大成就与经验

党的十八大以来取得的重要成就、成功经验和理论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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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接收青年科学家来华从事短期科研以及交流培训工作。截至 2021年，中国已同沿线国家和地区签署了

84个《政府间科技合作协定》，累计支持 1118项联合科研项目，投入资金达 30亿元，接收 14201名青年科学家

来华从事短期科研、18万科研人员来华交流培训。第三，推进教育领域合作，同沿线国家和地区签署高等教育

学历学位互认协议，设立“丝绸之路”中国政府奖学金项目，并在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专门设立共建“一带一

路”相关奖学金。从《来华留学生简明统计》的资料来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来华留学生规模逐年攀

升，由 2003年不足 2万人攀升至 2018年的 26万多人，占比已达来华留学生总数的 52.95%，通过基础设施建设、

跨国投资以及文化产品贸易等极大地促进了海外留学生来华学习和交流（吕越、王梦圆，2022）。第四，稳步推

进对沿线国家和地区的援助以及扶贫工作。首届高峰论坛召开以来，中国已向沿线发展中国家供给 20亿元

人民币紧急粮食援助，对南南合作援助基金增资 10亿美元，并积极开展“爱心助困”、“康复助医”、“幸福家园”

等项目。根据世界银行研究报告显示⑦，“一带一路”建设将有助于全球 760万极端贫困人口摆脱贫困，3200万

中度贫困人口实现脱贫。

三、共建“一带一路”的实践经验

（一）坚持党中央对共建“一带一路”的全面领导，以高层引领统筹推进“一带一路”建设

推进共建“一带一路”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揽全局作出的重大决策，坚持并加强党的集中统

一领导是做好“一带一路”建设各项工作的根本保证。共建“一带一路”是一项复杂的多层次系统工程，涉及政

治、经济、民生、生态、文明以及国际关系等多方面内容，尤其是“一带一路”倡议的主要内容，即“五通”之间内

外联动、相辅相成，需要统筹协调、共同推进。基于为解决全球经济发展问题提供“全球方案”的目标，党中央

高层通过亲自部署国际公共产品，为“一带一路”倡议参与方提供共享发展的机遇。“一带一路”金融先行，习近

平总书记提出建设亚投行、设立丝路基金等，从“资金融通”角度提供国际公共产品，助推“一带一路”建设。

2014年 12月，400亿美元的丝路基金在北京成立并同步开始运行。2015年 12月，亚投行作为首个由中国倡议

设立的多边金融机构也于北京正式成立。同时，习近平总书记还亲自部署并推动举办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等

大型展会，打造中国与沿线各国共商合作的重要平台。2018~2021年，进博会已经成功举办 4次，展览面积从

首届的 30 万平方米增加到第四届的 36.6 万平方米，成交金额从 578.3 亿美元增加到 707.2 亿美元（增长

22.3%），四届进博会累计成交额达 2722.2亿美元。

（二）部委政策配套、地方规划跟进以及国际组织对接，配合高层引领下的“四位一体”模式推动“一带一

路”高质量发展

在党中央坚强引领下，各部委积极出台“一带一路”建设配套政策，地方政府的发展规划也紧密跟随党中

央的最高指引，在外部环境上也通过不断与国际组织的对接和协作确保“一带一路”建设的顺利推进，形成了

“四位一体”模式推动“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首先，从部委政策配套来看，各职能部委相继出台一系列配套

政策或措施，“一带一路”建设的发展空间开始从“六廊六路多国多港”向旅游、数字等领域拓展，通过国家能源

局的能源合作“愿景与行动”，教育部的“一带一路教育行动”，以及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和国家海洋局提出

建设“冰上丝路”等措施形成良好联动与协同。

其次，从地方规划跟进来看，沿线地区相继提出本地规划方案，跟进“一带一路”建设需要。在陆上丝路沿

线地区中，新疆以“五中心三基地一通道”为重点全面推动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黑龙江、内蒙古、河南

等省份也提出各自行动方案。在海上丝路沿线地区中，上海力争构建海上丝路城市发展龙头，辽宁打造 21世

纪丝绸之路东线枢纽，河北、天津、山东、江苏等省份也以“一带一路”倡议为支点打造经济新增长点。新冠肺

炎疫情暴发期间，各地从贸易、文化、数字等角度入手，将“一带一路”建设作为深化对外开放的重要着力点，如

天津将致力于提高天津港服务能力，以更好共建“一带一路”，浙江提出打造“数字丝绸之路”核心区等。

最后，从国际组织对接来看，“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已涵盖亚非拉、欧洲及南太平洋各地。截至 2022年 3
月，“一带一路”合作范围覆盖了 27个欧洲国家、38个亚洲国家、52个非洲国家、11个大洋洲国家、9个南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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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国家和 12个北美洲国家。同时，还从卫生、数字等领域不断扩大与国际组织合作范围，为“一带一路”建

设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2016年中国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签署的《关于共同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21世

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谅解备忘录》是中国政府与国际组织签署的第一份政府间共建“一带一路”的谅解备

忘录，创新了国际组织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模式。2017年中国与世界卫生组织就加强“一带一路”卫生领

域合作达成协议。同年，在第四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上，中国同老挝、塞尔维亚、沙特等国家相关部门共同发

起《“一带一路”数字经济国际合作倡议》，各方将共同致力于建设“数字丝路”，实现数字经济领域的互联

互通。

（三）坚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理念，发挥“共商共建共享”的积极作用探索国际合作新范式

“一带一路”倡议通过积极发挥“共商共建共享”的关键作用，与各国发展战略有效对接，不断增强世界各

国的价值共识，分享利益、应对难题和挑战，正逐步成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平台。第一，“一带一

路”倡议尊重不同国家的差异性和发展阶段，以发展为导向、合作机制为手段，致力于解决全球治理体系的发

展缺位，实现沿线各国多元、自主、平衡、可持续的发展，建立开放包容的区域经济合作机制。第二，“一带一

路”倡议强调平等参与、协商民主，通过打造“一带一路”国际合作新平台，为共商共建共享目标的落地提供着

力点。通过先后成功举办两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为中国与沿线国家的共同发展搭建了广阔的国

际合作平台。第三，积极将合作成果全方位惠及沿线国家和地区。共建“一带一路”取得的丰硕成果已经充分

展现了“一带一路”在完善基础设施、拉动经济增长、提升就业水平等方面的巨大能量。世界银行研究组的量

化贸易模型分析显示，共建“一带一路”将使“发展中的东亚及太平洋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平均增加 2.6%至

3.9%（德·索雷斯，2018）。第四，“一带一路”共建范围已延伸至减贫、教育、卫生等多个领域，如 2015年 12月，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非合作论坛约翰内斯堡峰会上宣布中国与非洲合作开展“减贫惠民合作计划”、“公共卫生

合作计划”等项目。

（四）强化“第三方市场合作”，主动让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融入中国产业链分工合作体系

长期以来，中国深耕“第三方市场合作”，积极探索在新兴市场，特别是“一带一路”框架下的创新型联合投

融资机制。2015年 6月，中法两国联合签署《中法关于第三方市场合作的联合声明》期间，正式提出“第三方市

场合作”，旨在通过联合有关国家在第三方市场开展经济合作，达到多方共赢，这也是由中国首创的国际合作

新模式。从国家合作来看，截至 2021年底，中国已与欧洲、亚洲、北美洲、大洋洲 14个国家正式签署了第三方

市场合作文件，包括英国、荷兰、德国等欧洲国家在内的 20多个发达国家也都积极参与了“一带一路”第三方

市场合作。2022年 2月，中法签署了第三方市场合作第四轮示范项目清单，包含基础设施、环保和新能源等领

域的 7个项目，总金额超过 17亿美元。此外，中英第三方市场合作示范项目——肯尼亚A13公路 LOT3段升级

项目进一步签署融资协议，取得阶段性重要进展，总投资达 1.8亿美元。

从企业间合作来看，德国西门子公司与中国能建等上百家央企，在“一带一路”电力、化工、矿山等领域开

展广泛的投资合作。美国高速列车减震器生产商与中国中车签订供应协议，参与中车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和地区的投资项目。在第三方市场合作模式下，发达经济体输出其在某些细分领域的先进技术，发挥项目筹

备和风险管理等方面的专业优势，与中国的项目总包优势形成互补，不仅缓解了发展中国家在可持续发展项

目方面面临的融资困境，推动其经济发展与技术进步，更能够带动沿线国家融入中国产业链分工体系，有利于

中国与沿线国家的产业升级。

（五）推动中欧班列由贸易合作向产业合作转变，形成畅通亚欧区域价值链的大通道

随着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走深走实，中欧经贸往来发展迅速，为中欧班列创造了难得的发展机遇。自

2011年中欧班列开行以来，辐射范围和货物品类不断扩大，日渐成为深化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

经贸合作的重要载体。经过十余年的市场培育，中国不仅将中欧班列打造成满足沿线各国货物运输需要的物

流体系，更推动其逐步转变为促进沿线国家产业合作，保障亚欧区域价值链稳定畅通的重要通道。2021年，中

欧班列年开行数量达到 15183列（年均增幅为 55%），年运输货值提升至 749亿美元，较之 2016年增长超过 9

共建“一带一路”取得的重大成就与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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倍。中欧班列通过 82条运行线路，已经通达欧洲 24个国家的 195个城市，不断打破地理分界，成为贯通中欧、

中亚供应链，沟通中国及沿线国家生产链条的重要动脉。2020年 2月，中国海关总署出台十条措施，加快打通

中欧班列沿线国家的陆路口岸，包括加快推进“经认证的经营者”互认和通关便利措施实施、“海关—铁路运营

商推动中欧班列安全和快速通关伙伴合作计划”等，进一步推动中欧班列建设的发展。

同时，中欧班列催生了许多新的物流、工业、商贸中心、产业园区，沿线城市成为重要的贸易集散枢纽，并

带动了相关产业的聚集，初步形成了以物流、人流、信息流、资金流、技术流为基础的亚欧区域价值链通道。新

冠肺炎疫情期间，中欧班列全力承接国际合作防疫物资运输，成为保障区域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加强国际合作

的战略大通道。自 2020年以来，中欧班列已累计向意大利、波兰等欧洲国家运送防疫物资超 1400万件，约 11
万吨。

（六）坚持以市场化原则为导向，协同“五通”为中国企业“走出去”提供发展框架与支撑平台

作为中国对外开放的重大举措，“一带一路”倡议在加快中国企业高水平“走出去”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

用。2021年，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 1309.7亿元人民币，占同期中国对外投资总额的

17.9%。同时，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 60个国家新签对外承包工程合同额为 8647.6亿元人民币，占同期

新签合同额的 51.9%⑧。

中国坚持以市场化原则为导向，从基础设施建设、金融支持、产业链配套等角度入手，积极推动更多企业

走向“一带一路”沿线市场。一是坚持基建交通先行。借力于政策性银行贷款、国家间基建合作以及不附带政

治条件的发展援助，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在带动基础设施建设企业走出去的同时，

为其他企业走出去搭建了完善的基础设施配套网络。二是优化沿线国家营商环境。通过在沿线国家培育覆

盖研发、生产、营销和售后等全产业链的营商环境，并积极加强中国与沿线国家教育与文化交流，如来华留学

生项目等，提升沿线国家人才素质，不断增强对中国企业走入沿线国家的吸引力。三是基于多层次金融支撑

体系为“走出去”提供扎实的金融支持。通过搭建以专项机构（亚投行等）、多边开发性金融机构（亚开行等），

以及国内银行机构（政策性银行、五大行、股份制银行）为主体的多层次金融支持体系，为中国企业在“一带一

路”的投资项目提供扎实的资金支持。

四、共建“一带一路”面临的挑战及对策建议

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共建“一带一路”既充满前所未有的机遇，也将面临诸多挑战。面对

问题和挑战，我们要披荆斩棘开拓创新，与此同时要抓住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必将实现繁荣发展，迎来光明

前途。

一方面，共建“一带一路”将是一条披荆斩棘开拓创新之路。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是创举性的，没有经验

可以借鉴，需要在摸索中前进，在不断完善中发展。过去 8年间，共建“一带一路”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积累了

丰富的经验，但在发展过程中也存在些许问题，虽然共建“一带一路”已由谋篇布局转向精耕细作的阶段，但做

深做实仍有不足，再加上沿线国家和地区风险较高，共建“一带一路”缺少规则保护，风险和矛盾持续加大。与

此同时，国际社会对共建“一带一路”仍存在质疑、误解甚至污蔑，参与共建的积极性有待提高，部分发达国家

主导的其他相似计划也会带来竞争压力。因此，共建“一带一路”将是披荆斩棘和开拓创新的，不仅要解决目

前存在的不足，也要探索和创新共建模式，迎接面临的挑战。

另一方面，共建“一带一路”将是一条繁荣发展前途光明之路。在世界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和

平发展仍是时代主题，共建“一带一路”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治理理念，聚焦于“发展”这个根本性问题，尊重各

国经济发展事实，致力于维护全球自由贸易体系和开放型世界经济，通过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

融通和民心相通为各国和地区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倡议顺应了时代潮流，符合各国人民的共同利益，必将凝

聚各方力量，同心协力推进“一带一路”由谋篇布局向聚焦重点、精耕细作的高质量发展转变，通过一步一个脚

印地推进实施，一点一滴地抓出成果，将其打造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实践平台，共建一条繁荣发展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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途光明之路。

（一）共建“一带一路”面临的挑战

1.共建“一带一路”由谋篇布局向精耕细作的转变仍在延续

作为一项世纪工程，共建“一带一路”考虑的是长远的成效和影响，在经历从倡议到谋篇布局阶段后，逐步

过渡到精耕细作阶段，需要的是扎扎实实，要一步一个脚印，对每项合作、每个项目都要精耕细作，但近年来在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推进过程中，仍存在急功近利的现象，疏于项目的管理，项目选择不求质只求量，造成很

多项目因论证不足、监督不严，最终不得不中止的现象，无疑会严重诋损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国际形象。

2.共建“一带一路”沿线地缘政治风险高，由于缺少规则保护，风险和矛盾持续加大

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贯穿亚欧大陆，地缘政治关系错综复杂，决定了“一带一路”建设易受地缘政

治影响，进而导致合作立场和合作空间出现差异。中东地区是全球矛盾最尖锐、斗争最激烈、战争最频繁的地

区；马六甲海峡是世界五大地缘政治冲突区域之一；沿线亚欧多国有不同的宗教信仰，容易产生冒犯和冲突，

部分国家甚至存在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风险。共建“一带一路”秉承开放包容的宗旨，推进过程中未排除任何

一个国家和地区，各个国家间差异明显的经贸规则和法律便成为合作障碍。但无论是贸易领域还是投资领

域，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间都未形成系统性的规则体系，在较高的地缘政治风险下，许多共建项目因各种原因

被迫中断，风险和矛盾持续加大。

3.国际社会对共建“一带一路”仍存在质疑、误解甚至污蔑，参与积极性仍有待提高

自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不和谐声音就一直存在，一些国家无视共建“一带一路”对各国的积极

作用，频频给共建“一带一路”扣上“中国威胁论”“产能转移论”“债务陷阱论”等帽子，试图延缓、阻止甚至破坏

共建“一带一路”进程。某些国家对共建“一带一路”的意图抱有较大疑虑，认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谋

求全球霸主地位的战略举措；某些国家认为中国利用共建“一带一路”转移过剩产能，是中国经济增速回落的

自我救赎；某些国家污蔑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不透明，是中国对其他国家的经济渗透计划，给参与共建国家带

来严重财务负担。在种种此类认识下，部分国家和地区以及国际组织对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疑虑重重，

合作积极性不够，合作不够深入。与此同时，在各参与主体中，中国独唱成分较多，大合唱成分较少，一些参与

主体都是通过以中国为纽带加以联系，以与中国的双边共建为主，自主融入大合唱的积极性不够。

4.共建“一带一路”面临部分发达国家主导的其他相似计划的竞争压力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部分国家和地区陆续提出相似的计划，意与“一带一路”倡议抗衡。主要包

括由美、日、澳领导的全球基建计划——“蓝点网络”计划，2021年拜登政府拉拢七国集团推动的名为重建更美

好世界的全球海外基建投资计划；2021年 7月欧盟推出欧洲版“一带一路”倡议——“全球联通欧洲”计划；美

国在 2022年 6月 26日七国集团峰会上主导启动的基础设施投资新框架，拟到 2027年筹集 6000亿美元为发展

中国家所需的基础设施提供资金。由于此类计划都以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和投资为主，并提倡更高标准，其实

施将不可避免地对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形成竞争态势，进而削弱共建“一带一路”的国际影响力。

（二）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对策建议

1.精绘共建蓝图，推动从谋篇布局到精耕细作完美转变

习近平总书记在 2018年 8月 27日举行的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 5周年座谈会上指出，过去几年共建

“一带一路”完成了总体布局，绘就了一幅“大写意”，今后要聚焦重点、精雕细琢，共同绘制好精谨细腻的“工笔

画”。该比喻生动形象，让人印象深刻。2019年 4月举行的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习近平主

席再次以“工笔画”作喻表达了对“一带一路”未来发展方向的期待，正式开启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阶

段。从谋篇布局到精耕细作，意味着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工作要更加务实、更加细致、更加深入。

第一，务实就是要将共商共建共享落到实处，不画大饼，让共商共建共享的成果实实在在，看得见摸得

着。“一带一路”合作不是“清谈馆”，而是“行动队”，对于已签署的合作文件，要积极开展对接工作促成合作项

目落实（李杨等，2021）。在推动共建“一带一路”过程中坚持实事求是，根据共建国家的实际需求，寻找各方利

共建“一带一路”取得的重大成就与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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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的最大公约数，通过办实事、实办事，使共建“一带一路”取得立竿见影的效果，让共建各方人民获得切切实

实的好处。

第二，细致就是要将共商共建共享工作做细，要精雕细琢，要精益求精。在推动共建“一带一路”过程中，

不能急功近利、粗制滥造，不搞短期行为，牢记细节注定成败，需要把握清楚共建国家的基本情况，做到知民

心、解民情，通过细致交流沟通和严谨论证，与参与共建各方在接触和磨合中相互尊重、求同存异，将各项工作

的事前调研做细、研究决策做细、规划方案做细、方案实施做细、后续保障做细，求得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

推进。

第三，深入就是要能潜得下心，沉得下去，不能浮于表面流于形式。共建“一带一路”是一项世纪工程，要

以长远的成效与影响评估其成功与否。在推进共建“一带一路”过程中，一方面要深入当地，深化与社会各界

的联系，创新模式，从点点滴滴做起，形成有效合作；另一方面要聚焦重点，一步一个脚印，一项工作一项工作

地做好，不图快不图多不图全。

2.凝聚共建共识，动员一切可以动员的力量共同参与

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三次“一带一路”建设座谈会上提出，持续深化政治互信，发挥政策沟通的引领和催化

作用，探索建立更多合作对接机制，推动把政治共识转化为具体行动、把理念认同转化为务实成果，从而使参

与国家凝聚共同发展共识，制定共同发展议程，聚焦共同发展领域，优化共同发展模式，打造共同发展样板，推

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不断取得新成效。由此可见，凝聚共建共识是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

的基础。

第一，深度阐释共建“一带一路”理念，讲好共建“一带一路”故事。一是保持对内对外阐释宣传的一致性，

强调共建“一带一路”是经济合作倡议，是开放包容进程，不以意识形态划界，不搞零和游戏。二是选择合适的

话语体系，按照对方喜闻乐观的方式进行有针对性的宣传，提升共建“一带一路”理念的可接受度。三是更好

地融入到国际组织日常业务中，利用国际组织的公信力扩大“一带一路”理念的影响。国际组织能将某个国家

新的价值观、国际规范传播给各个国家，使利益观念逐渐得到身份和认同（张小波，2016），是共建“一带一路”

倡议宗旨的极佳宣传平台。四是持续输出共建“一带一路”成果报告，及时和客观地展示共建“一带一路”成

效，增强民间熟悉度，提升共建“一带一路”的影响力。

第二，寻求各方利益契合点，深度对接共建国家发展战略以及国际组织的理念。共建“一带一路”涉及国

家众多，不同国家参与共建的考量内容和利益诉求各不相同。同样，不同国际组织的业务不同，其确定的章程

和理念也各有差异。要获得参与国和国际组织对共建“一带一路”的支持，必须有效探寻共建“一带一路”倡议

理念和参与各方的利益契合点。一是深度挖掘沿线国家经济发展战略导向和关键诉求，在充分尊重参与国自

主发展权利的基础上，探索其与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对接的可能，通过双边或区域对话推动共建“一带一路”

倡议。二是充分发挥中国在联合国、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以及中国参与的区域性国际组织的影响力，通过共

建“一带一路”践行这些国际组织的理念，提升其对共建“一带一路”的接受度。三是充分发挥中国对非盟、东

盟等中国未参与的区域性国际组织主要成员国的影响力，积极推动这些国际组织对共建“一带一路”的参与。

第三，充分发挥民间交流的桥梁作用，通过精耕民心相通培养亲华友华的国际伙伴。民间外交是增进人

民友谊、促进国家关系发展的基础性工作，作为一种“柔性外交”，民间外交可以用“润物细无声”的方式讲好中

国故事，在增进民心相通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一是民间组织多做一些“小而美”“小而惠”的项目，通过

在科技、教育、卫生等领域多举办民间交流活动，在青年一代中贯彻“一带一路”理念，将“一带一路”的种子播

撒到青年群体身上。二是加强民间智库的交流与合作，消除海外对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疑虑，还有助于培

养友华学者，引导国外智库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发声。

3.夯实共建平台，提升对共建“一带一路”的支撑作用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中国共举办两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搭建了凝聚合作共识、商

讨合作倡议和规则的重要平台，有效地支撑了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发展。未来，不仅要持续办好高峰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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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峰会机制，也要拓展新平台，进一步提升对共建“一带一路”的支撑作用。

第一，将“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常态化机制化，进一步发挥促进合作共识、探索合作机制的平台作

用。一是常态化机制化高峰论坛，一方面定期举办高峰论坛，并采取轮流主办的模式，提升共建国家的积极

性，避免中国唱独角戏；另一方面考虑设立“一带一路”国际化的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秘书处，负责论坛的日常筹

备工作，以充分尊重各共建国的利益诉求。二是改革高峰论坛举办模式，通过加入峰会边会深入探讨细分领

域的共建合作，创建具有全球性普遍意义的制度规则、技术标准，如贸易通关、检验检疫、合格评定程序等经贸

规则和 5G、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基础设施建设等标准，做深做实高峰论坛的共商共建共享机制，提升高峰

论坛的成效。如可以组织召开世界贸易组织部长边会，探讨世界贸易组织谈判规则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试

行的可能性，既有助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融入世界贸易组织，为共建“一带一路”提供规则保护，也有助于消

除部分国家对“一带一路”建设理念的疑虑与误解。其他分论坛还可以包括“一带一路”国际智库论坛、“一带

一路”国际科学组织联盟论坛等，从而拓宽高峰论坛讨论范围，加深论坛讨论深度，拓展论坛讨论领域。

第二，拓展新的共建平台和对话机制，拓宽对共建“一带一路”的支撑维度。一是不断加强与联合国、世界

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国际标准化组织等全球性国际组织以及非盟、东盟、上海合作组织等

区域性国际组织的联系和对话，就这些国际组织的业务范围，开展共建“一带一路”所涉及的基础设施建设、贸

易投资、文化交流、环境保护等专项合作平台。二是加强与现有国际合作论坛、对话机制的对接，开辟支撑共

建“一带一路”的新合作平台，如世界经济论坛、中非合作论坛、文明古国论坛等。

4.打造共建标杆，高标准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

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具体体现为高质量的项目。在美日欧等发达国家针对共建“一带一路”

制定了所谓的标准基础设施及互联互通倡议的背景下，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势必要形成更高建设

标准，打造共建标杆，形成示范国和示范工程、示范项目，为后续高质量建设提供参考。

第一，借鉴国际先进规则和标准，提出中国基建标准。一是借鉴“蓝点网络”计划提出的认证体系等有意

义的规则和标准，提升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合作水平。综合考虑标准中所涉及的主权维护、财政可持续性、透明

度、环境可持续性、抵制腐败、地方参与等指标评估共建“一带一路”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提供共建“一带一

路”项目的完善方向。二是积极参与全球基建标准建设，提出中国方案。目前尚未形成一套全球认可的国际

基建标准（刘斌、李秋静，2022），共建“一带一路”国家使用中国工程标准的比重相对较高，可考虑在完善中国

基建标准的基础上提出全球基建标准的中国方案，提升中国在全球基础设施建设中的竞争力。

第二，打造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标杆，提高中国基建标准的认可度。百闻不如一见，针对西方国家的质疑

和污蔑，最具有反击力量的就是摆在眼前的事实。一是根据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政治

体制和宗教信仰差异，综合比较各地区的优劣势，有选择、有重点地将某些国家、项目、工程打造成为有特色的

旗舰项目，充分展现中国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所坚持的原则，建设成“一带一路”项目中开放、透明、绿色、创

新、文明、廉洁的模范。二是加大对标杆产品、模范的宣传和推广，充分发挥示范效应，提高对共建“一带一路”

倡议和中国标准的认可度，进一步提升共建“一带一路”的共识和影响力。

5.筑牢风险屏障，全面提高境外安全保障和应对风险能力

2021年 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三次“一带一路”建设座谈会上重点强调了全面强化风险防控。筑牢风

险屏障，全面提高境外安全保障和应对风险能力是确保共建“一带一路”可持续的关键。

第一，做好基础性风险防控，规范企业投资经营行为，筑牢第一道风险屏障。一是成立跨部门的“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风险评估中心，降低海外投资的盲目性。面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机遇，国内企业对风险尤其是政

治风险重视不够，不可避免地存在盲目投资问题。成立“一带一路”倡议沿线国家风险评估中心，定期发布共

建国家的政治、社会及安全风险，为推进企业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保驾护航。二是提升企业风险识别能

力，织密风险防控网络。加大对企业的风险防控培训，提升其风险防控意识；完善企业海外投资法等相关法律

法规，推广落实《“一带一路”融资指导原则》《“一带一路”债务可持续性分析框架》，确保企业能够合规经营。

共建“一带一路”取得的重大成就与经验

党的十八大以来取得的重要成就、成功经验和理论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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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在“一带一路”债务可持续分析框架的基础上，邀请第三方参加评估共建国家债务可持续性，评估共建“一

带一路”参与国的风险，不仅能防范投资风险，也能够破除“债务陷阱”舆论。

第二，严密跟踪“一带一路”建设项目，拓宽投融资渠道，筑牢第二道风险屏障。一是由相关部委联合建立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项目数据库，就项目发起、进展、效果进行全方位跟踪，及时发现和处理其中出现的问题；

发布年度“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国项目质量报告，客观地反映成就和问题。二是建立公开透明的项目建设信

息发布机制，促进“一带一路”建设投入主体和渠道多元化，激发政府部门、多边金融机构、跨国公司、民营资本

等各类资金主体参与，推动形成项目融资多元、利益共享、风险分担的合作格局，有效解决资金紧缺及投资持

续化问题。三是建设与国际资本市场有机衔接的“一带一路”投融资平台。继续发挥共建“一带一路”专项贷

款、亚投行、丝路基金、各类专项投资基金的作用⑨，构建各类金融机构共同参与共建“一带一路”的多元化投融

资平台，充分利用国际金融市场的资金，确保共建“一带一路”项目顺利进行。

第三，加强对外法治建设和沟通交流，强化海外经贸利益保护，筑牢第三道风险屏障。一是建立海外经贸

利益风险评估、安全预警机制。二是不断完善海外经贸利益保护的政策法规体系建设，奠定海外经贸利益维

护的法律基础，提高海外经贸利益维护能力。三是推动建设“一带一路”国际商事争端解决机制，为境外项目

建设做好支撑保障⑩。

（作者单位：吕越、马明会，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李杨，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WTO研究

院）

注释

①“六廊”是指新亚欧大陆桥、中蒙俄、中国—中亚—西亚、中国—中南半岛、中巴和孟中印缅等六大国际经济合作走廊。“六路”是
指铁路、公路、航运、航空、管道和空间综合信息网络。“多国”是指一批先期合作国家。“多港”是指若干保障海上运输大通道安全畅通
的合作港口。

②《2021年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出口 11.6万亿元增长 23.6%》，央广网，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2189883791387
1599&wfr=spider&for=pc。

③商务部：《2019年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进出口 9.27万亿元》，http://sg.mofcom.gov.cn/article/ydyl/202001/20200102930381.sht⁃
ml。

④2021 年的数据源自《（中国这十年）商务部：共建“一带一路”仍有强大韧性》，https://www.chinanews.com.cn/cj/2022/05-20/
9759334.shtml。

⑤《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成绩斐然》，人民网，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22873882365205167&wfr=spider&for=pc。
⑥数据源自中国旅游研究院。
⑦《“一带一路”经济学：交通走廊的机遇与风险》，https://documents1.worldbank.org/curated/en/448361569922674511/pdf/Main-Re⁃

port.pdf。
⑧商务部：《2021年我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合作情况》，http://hzs.mofcom.gov.cn/article/date/202201/20220103239000.shtml。
⑨陈甬军：《“十四五”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十条建议》，中国“一带一路”网，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0098522551233014

1&wfr=spider&for=pc。
⑩中外文人名（机构名）对照：吕（Lu）；德·索雷斯（De Soyres）；余（Yu）。
参考文献

（1）黄亮雄、钱馨蓓、隋广军：《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改善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基础设施水平吗？》，《管理评论》，2018年第 3期。
（2）李杨、郭梓晗、蔡春林：《国际组织参与共建“一带一路”的问题与中国的对策》，《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

2期。
（3）刘斌、李秋静：《“蓝点网络”计划对“一带一路”倡议的影响及应对之策》，《国际贸易》，2022年第 4期。
（4）吕越、邓利静：《金融如何更好地服务实体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基于中资银行“走出去”的影响与机制分析》，《国际金融研

究》，2019年 a第 10期。
（5）吕越、陆毅、吴嵩博、王勇：《“一带一路”倡议的对外投资促进效应——基于 2005—2016年中国企业绿地投资的双重差分检

验》，《经济研究》，2019年 b第 9期。
（6）吕越、王梦圆：《“一带一路”倡议与海外留学生来华：因果识别与机制分析》，《教育与经济》，2022年 a第 1期。
（7）吕越、尉亚宁、王强：《共建“一带一路”与全球贸易网络深化》，《中国人民大学学报》工作论文，2022年 b7月。
（8）孙壮志、赵克斌、王晓泉：《“一带一路”蓝皮书：“一带一路”建设发展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年。
（9）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进展、贡献与展望》，2019年。
（10）张小波：《国际组织研究的发展脉络和理论流派争鸣》，《社会科学》，2016年第 3期。
（11）De Soyres，F.，2018，“The Growth and Welfare Effects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on East Asia Pacific Countries”，World

Bank Group，Number 4. （下转第 95页）

-- 55



《管理世界》

2022年第 10期
（3），pp.1139~1168.

（91）Vuchelen，J.，2004，“Consumer Sentiment and Macroeconomic Forecasts”，Journal of Economic Psychology，Vol.25（4），pp.493~506.
（92）Zhang，T.，Yuan，Y. and Wu，X.，2020，“Is Microblogging Data Reflected in Stock Market Volatility？Evidence from Sina Weibo”，

Finance Research Letters，Vol.32，No.101173.

Heterogeneity Analysis of Information Content for Financial Text from Different Sources:
A Hybrid Text Sentiment Measurement Method

Fan Xiaoyun, Wang Yedong, Wang Daoping, Guo Wenxuan and Hu Xuany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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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entiment has important predictive power for macroeconomic variables and financial markets. This paper discusses currently

available methodologies to perform sentiment text analysis, develops a new sentiment dictionary for Chinese financial texts, and proposes a hy⁃
brid sentiment measurement method combined with machine learning. The data in this paper comes from more than 1.75 million pieces of
news published by 32 well-known Chinese newspapers and nearly 25 million posts on Eastmoney forum from 2011 to 2019. Hybrid method
can improve the accuracy of sentiment measurement compared with the dictionary-based method or machine learning method. The empirical
results show that news sentiment has a good predictive ability for macroeconomic indicators. Securities and economy related news also have
certain predictive power on the stock market. Eastmoney sentiment can significantly predict the stock return, trading volume and volatility of
stock market while has little effect on macroeconomy. Further analysis shows that text sentiment of different economic cycles, trading days and
different stock types has different prediction effects on the stock retu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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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ajor Achievements and Experience in the Joint Construction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Lyu Yuea, Ma Minghuia and Li Yangb

(a.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Economics, University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d Economics;
b. China Institute for WTO Studies, University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d Economics)

Abstract: Since the Party's 18th National Congress, facing a grave and complex international and domestic situation,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 with Comrade Xi Jinping at its core coordinates the overall strategy of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and once-in-
a-century global changes, foresightedly proposes the major cooperation initiative of promoting the joint construction of the Belt and Road,
and obtains remarkable achievements. The willingness of policy communication has been increasing, and the number of countries and orga⁃
nizations jointly building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BRI) has been increasing. Facilities connectivity has been steadily promoted, and
China-Europe Railway Express are running smoothly. Trade and investment continue to grow, and economic and trade cooperation is get⁃
ting deeper and deeper. The scale of financing continues to expand, and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ooperation becomes closer. People-to-peo⁃
ple bonds have been significantly enhanced, and friendly cooperation have been continuously deepened. In this process, the joint construc⁃
tion of the BRI has always adhered to the overall leadership of the Party Central Committee, leading the co-ordination; ministries and com⁃
missions promulgate supporting policies, local plannings are following up, and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positive joint, and all of these ac⁃
tively cooperate with the four-in-one model; insist on building a human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as well as playing a positive role
of extensive consultation, joint contribution and shared benefits to explore a new paradigm of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strengthen third-
party market cooperation and encourage the BRI countries to integrate into China's industrial chain division system; promote China-Europe
Railway Express from trade cooperation to industrial cooperation. The transformation has formed a large channel that unblocks the value
chain in Asia and Europe; adhered to the principle of marketization, and cooperated with the five connectivities to provide a development
framework and supporting platform for Chinese firms to go global. At present, there are still some difficulties and challenges in the joint
construction of the BRI. In the future, we need to draw a blueprint for joint construction and promote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he
BRI. Firstly, We should build consensus on the joint construction of the BRI and mobilize all parties to participate in it. Secondly, we
need to consolidate the joint construction platform and enhance the supporting role for the joint construction of the BRI. Thirdly, we can
build a benchmark for the joint construction and promote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he BRI with high standards. Furthermore, we
should build a solid risk barrier and comprehensively increase the capabilities of overseas security and risk response.

Keywords: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chievements; experience; policy sugges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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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y: At present, the joint construction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BRI) has completed the overall layout,
and it is transitioning from making high-level plans to intensive and meticulous implementation. In the process, it not
only contributes Chinese solutions for the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development of global economic governance, but also
provides a new paradigm of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seeking win-win cooperation. In the new development stage,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review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the joint construction of the BRI, analyze the achievements,
refine the valuable successful experience, anatomize the possible difficulties and challenges, and reasonably look forward
to the future development trend, which does count for continuing to promote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he BRI.

Over the past eight years, the joint construction of the BRI has obtained remarkable achievements. The willing⁃
ness of policy communication has been increasing, and the number of countries and organizations of jointly building
the BRI has been increasing. Facilities connectivity has been steadily promoted, and China-Europe Railway Express
are running smoothly. Trade and investment continue to grow, and economic and trade cooperation is getting deeper
and deeper. The scale of financing continues to expand, and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ooperation becomes closer. Peo⁃
ple- to- people bonds have been significantly enhanced, and friendly cooperation has been continuously deepened.
These achievements cannot be achieved without the overall leadership and coordination of the Party Central Commit⁃
tee, the help of supporting policies from various ministries and commissions, the follow-up of local planning and the
docking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and the building of the human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and the new
paradigm of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of extensive consultation, joint contribution and shared benefits. Besides, it can⁃
not be separated from the integration of the Belt and Road countries into China's industrial chain division system,
cannot be separated from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a-Europe Railway Express from trade cooperation to industrial co⁃
operation, and cannot be separated from the adherence to the market-oriented principle.

The joint construction of the BRI is still facing with great challenges.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joint construc⁃
tion of the BRI from making high-level plans to intensive and meticulous implementation is still continuing. Howev⁃
er, there exists high geopolitical risks of countries and regions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coupled with the lack of rule
protection, and the risks and contradictions continue to increase. In addition,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still has
doubts, misunderstandings or even slanders about the joint construction of the BRI, leading the insufficient enthusi⁃
asm of participating in the joint construction. And other developed countries' similar programs will also exert pres⁃
sure on the BRI. Since the joint construction of the BRI conforms to the trend of the times and focuses on the funda⁃
mental issue of development, which is in the common interests of the people around the world, it will surely gather
the strengths of all parties to make progress together, and jointly build a road with a bright future for prosperity and
development. Therefore, we first need to draw a blueprint for joint construction and promote the high-quality develop⁃
ment of the BRI. Secondly, We should build consensus on the joint construction of the BRI and mobilize all parties
to participate in it. Thirdly, we need to consolidate the joint construction platform and enhance the supporting role
for the joint construction of the BRI. Fourthly, we can build a benchmark for the joint construction and promote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he BRI with high standards. Furthermore, we should build a solid risk barrier and com⁃
prehensively increase the capabilities of overseas security and risk respon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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