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际国际2019年 1月 30日 星期三 1717

2013 年我来中国赴任。第一天踏

上这片土地时，看到中国朋友们的热

情微笑，我仿佛回到自己家里。

中国地域辽阔，不同地区各具特

色，呈现出五彩斑斓的景象，让我十分

着迷。初识北京、上海和深圳的繁华，

各种设计时尚、造型独特的楼宇建筑，

让我感觉这些地方已同发达国家城市

无异；再去其他城市，我又意识到中国

仍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北京胡同里保

存着中国传统建筑风貌，那里的人们

按照传统方式生活着。

记得刚来北京时，街道拥堵，公共

场所内有人吸烟，还有偶发的沙尘暴。

中国政府努力推进环保工作。如今，这

里空气质量明显改善，蓝天更多，开车

更顺畅，公众场所禁烟效果显著。公

路、铁路等基础设施建设成果有目共

睹，服务更加优质，一切都变化得很快。

中国人愿意学习，善于快速接受并

适应新的变化。仿佛一夜之间，微信、支

付宝等手机支付软件便走进百姓寻常生

活，中国的网络购物占全社会消费品零

售总额比重遥遥领先于其他国家。我参

观过北京市海淀区的一些小型初创企

业，它们的活力和创新令人印象深刻。

可以看到，中国经济发展势头依

然强劲，经济发展质量继续改善。当

中国经济持续稳步增长，庞大的中产

阶层收入水平上升，他们对更高质量

的商品和服务的需求，将给其他国家

创造更多出口机遇。

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设立深圳、

珠海等几个经济特区进行试点，取得

成功与共识后，再把试点经验和做法

推广开来。这样的模式正被许多国家

所复制。在推进改革开放的过程中，

中国不断评估各项举措是否有效，并

做出调整。中国也愿意倾听和学习其

他国家的成功做法，并从自己的实践

中汲取正反两方面经验。这是中国拥

有的宝贵财富之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实施大规模

扶贫开发，使 7 亿多农村人口摆脱贫

困，这是令人瞩目的成就。目前，中国

对 世 界 经 济 增 长 的 贡 献 率 在 30% 以

上。中国经济增长已对包括发达国家

在内的其他国家产生大量正面溢出效

应 。 如 果 没 有 中 国 制 造 业 的 长 足 发

展，发达国家的民众就不能以这样实

惠的价格购买到优质的商品和服务。

在金融领域，中国对外开放的脚步

从未停歇。2016 年 10 月，人民币加入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特别提款权

货币篮子，这是国际社会对中国改革开

放成就的认可，具有里程碑意义。近年

来，随着沪港通、深港通的实施，A 股纳

入摩根士丹利资本国际公司（MSCI）新

兴市场指数，资本市场对外开放的水平

也正向更高层次迈进。我们看到，2018
年，国际投资者大举增持中国的债券资

产，全球资本正加速流入中国股市。

正如中国通过促进对外贸易，促

使本国制造企业在生产上精益求精、

从而推动中国商品质量提升一样，我

们也期待中国进一步开放服务市场，

推动服务业的质量稳步上升，这对于

中国和世界都有重要意义。

我很喜欢《诗经》中的一句话：“周

虽旧邦，其命维新。”中国这个文明古

国之所以能长盛不衰，正在于其具有

自我更新的持久动力。

中国正处在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

高质量发展阶段的重要历史时期。我

们 期 待 中 国 继 续 推 进 更 高 水 平 的 开

放，为这次重要转型赋予新动能。

（作者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驻华

首席代表，本报记者暨佩娟采访整理）

中国具有自我更新的持久动力
席睿德

2003 年我第一次访华后就开始研

究中国。那时中国开始在世界经济舞台

崭露头角，对世界经济增长作出贡献，引

起了世界的关注和思考。改革开放 40
年，中国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从世

界工厂变身为前沿科技的研发中心。如

今，我每年要去中国六七次，总是能看到

新的变化。中国的发展速度之快令人震

撼。中国的发展道路和改革开放进程成

为世界各国学者的研究课题，也是众多

发展中国家可以借鉴的范例。

中国理解全球化的内涵及其益处，因

此大力发展对外贸易，实现经济高速增

长。近年来，中国经济加快转型升级，从

劳动密集型产业转向资金、技术密集型产

业发展。中国政府注重平衡“量”与“质”

的关系，不单纯追逐经济增速，而是从可

持续发展角度思考增长方式的转变。政

策的研究和落实也充满活力，着力解决经

济高速增长带来的发展不平衡问题。如

今，人工智能、机器人、区块链、金融科技、

数字支付等新兴领域蓬勃发展，“中国智

造”前景广阔。我们也注意到，中国经济

正在摆脱对出口的过度依赖，注重刺激内

需，寻求更可持续的发展。

改革开放能够获得成功，与中国政

府强劲和稳定的管理不无关系。在每年

召开的全国两会上，中国会盘点过去一

年国家经济发展状况，并制定当年经济

社会发展的计划。可以说，强大的政治

组织提高了改革的效率。此外，中国的

改革开放更勇于尝试，从经济特区、自贸

区的试点开始，成功后推广经验，以点带

面，拉动了全国各地的发展。

如今，世界正面临着“去全球化”的

威胁，国际合作面临越来越大的阻力。

如何让中国参与到国际货币与金融体系

的改革中来，是重建布雷顿森林体系委

员会的关切所在。我们在世界各地参与

和举办研讨会、座谈会等活动，与中国的

高等院校、智库等开展对话交流，希望和

中国同仁一起找到共识。

近年来，中国日益重视金融领域的

开放。2018 年，中国放开外商投资支付

机构准入限制，并且欢迎更多跨国公司

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当然，金融

开放并非一蹴而就，需要全盘考虑、多方

协调，否则容易引发金融危机。1997 年

亚洲金融危机就是前车之鉴。如今，随

着中国在全球经济中的分量不断增加，

中国亟待建立一个与其经济实力相匹配

的金融体系。在多极化背景下，国际金

融体系不能只依赖于某一种国际储备货

币。建立国际化货币体系将有利于国际

金融体系的稳定。

如今，中国不再是全球治理的旁观

者和被动参与者，而是主动为完善全球

治理体系贡献力量。中国倡议建立的金

砖国家新开发银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

银行等多边机构，以及中非合作论坛等

集体对话机制，展示出中国以负责任大

国的形象参与全球治理。中国绝不会将

自己的发展模式强加于他国。“一带一

路”倡议成为探索全球治理模式的新平

台。因此，改革开放不只是中国经济开

放与发展的过程，也是中国参与和推动

世界经济发展、改善全球治理的过程。

改革开放使中国取得巨大成就，我们期

待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发挥更大作用。

（作者为法国重建布雷顿森林体系

委员会执行董事，本报驻法国记者龚鸣

采访整理）

中国为完善全球治理体系贡献力量
马克·乌赞

““中国改革开放深刻影响着世界中国改革开放深刻影响着世界””

“一带一路”倡议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深远
影响，世界应从历史的维度来看待“一带一路”
倡议。

1981年，我应香港大学邀请担任客

座教授，同年我访问了深圳。当时，深

圳还只是一个小渔村。此后，我多次访

华，也曾在中国多所高校讲学授课，目

睹了中国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

中国改革开放之后，包括美国在

内的西方国家开始加强与中国的经济

联系。中国不断融入国际经济体系。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推进，中国经济

对于世界的作用不断增强，完全不同

于 40 年前。如今，中国的技术进步取

得了巨大成就。新的行业不断出现，

中国在全球专利申请增量中所占的比

重不断提高。最近一次访华时，我特

意去乘坐了一趟高铁。高铁运行得既

快又稳，这正是中国基础设施建设高

速度和高质量的缩影。

中国改革开放为发展中国家提供

了一条全新的发展路径，可供学习和借

鉴。我认为，这些令人瞩目的成就得益

于这几个关键因素的重要作用。

首先，中国重视主权独立。中国

在 历 史 上 曾 饱 受 侵 略 ，历 经 苦 难 。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成

为独立的主权国家。中国领导人多次

表示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对发展中国家来说，主权独立是一个

国家经济稳定繁荣的重要保障。

其次，中国教育和科学事业的发

展与现代化进程相适应。 20 世纪 90
年代，我在中国见到的工厂设施陈旧

落后，机械化程度低，知识产权保护意

识不强。如今，中国工厂的自动化程

度高，设备先进，生产高效。中国已经

是知识产权大国，培养出大量的经济

管理人才、工程师和科学家。

最根本的一条是中国共产党坚强

有力的领导。这保证了国家发展不受利

益集团的干扰，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各方面事业蒸蒸日上。这同西方一些国

家暴露出的制度性危机形成鲜明对比。

“一带一路”倡议具有重要的历史意

义和深远影响，世界应从历史的维度来看

待“一带一路”倡议。历史上中国就通过

古丝绸之路与其他国家进行和平贸易，促

进彼此关系的发展。我认为，在新的历史

时期，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的意义在

于重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和平友好

关系，促进互利共赢、共同发展。

（作者为加拿大环球研究中心主

任，本报驻加拿大记者吴云采访整理）

改革开放为发展中国家提供全新的发展路径
迈克尔·乔苏多夫斯基

在人类历史长河中，40 年可谓弹指

一挥间。但就在这 40 年里，中国创造了

奇迹。中国改革开放不仅使大量人口脱

贫致富，中国崛起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而且为许多国家带来发展机遇，成为世

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

40 年前，中国经济体量小，民众温饱

尚成问题。在西方人眼里，彼时的中国贫

穷落后。近 10年来，我经常到中国各地讲

学、开会，所到之处，已经很难看出 40年前

中国的模样。现在的中国，现代化程度

高，交通网络四通八达，高楼大厦鳞次栉

比，人们的生活水平和平均预期寿命与许

多西方发达国家没有多大差别。

中国改革开放 40 年是进行工业化

的 40 年，是中国摆脱贫困落后、追赶西

方发达国家的 40 年。在过去 40 年里，中

国对基础设施投资的爆炸性增长、中国

对先进技术的采纳吸收以及中国政府对

经济发展发挥的巨大作用，都是推动中

国经济快速增长的重要因素。从某种程

度上来说，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为

后发优势理论做出生动的注脚。

中国改革开放进程又是对传统理论

的新发展、新实践。 40 年来，中国一直

保持经济平稳快速增长，避免了经济发

展的大起大落，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

中国政府娴熟的宏观经济调控能力。

40 年巨变，中国不仅让数亿贫困人

口成功脱贫，自身也成为世界贸易大国，

通过参与、推动全球贸易为世界经济增

长不断注入活力。中国通过改革开放不

仅发展了自身，也深刻影响着世界。其

中，“一带一路”倡议对于完善全球治理

体系有深远意义。

近 5 年来，我对“一带一路”倡议进

行了系统性研究，并于 2017 年出版《振

兴丝绸之路——中国的“一带一路”倡

议》一书。该书引起很多读者的兴趣，销

量持续攀升。开放与合作是改善全球经

济治理体系的必由之路，“一带一路”倡

议的主要特征也是开放与合作。因此，

“一带一路”倡议对于构建开放型世界经

济有着重要作用。

过去很长时间以来，全球公共产品

都由西方国家提供。“一带一路”倡议是

由中国提供的全球公共产品。随着“一

带一路”建设推进，很多欧洲人看到“一

带一路”项目为沿线国家带来了资金和

技术，改善了当地基础设施，为当地经济

发展带来新的机遇。

（作者为荷兰国际亚洲研究所经济

史专家，本 报 驻 比 利 时 记 者任彦采 访

整理）

中国为世界经济增长不断注入活力
理查德·格里菲斯

40年来，中国一直保持经济平稳快速增长，避免了经济
发展的大起大落，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国政府娴熟的
宏观经济调控能力。

中国经济发展势头依然强劲，经济发展质量继续改
善。当中国经济持续稳步增长，庞大的中产阶层收入水平
上升，他们对更高质量的商品和服务的需求，将给其他国家
创造更多出口机遇。

中国倡议建立的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亚洲基础设施
投资银行等多边机构，以及中非合作论坛等集体对话机
制，展示出中国以负责任大国的形象参与全球治理。

中国改革开放进程是众多国际机构和外国知名智库专家的重要研究内容中国改革开放进程是众多国际机构和外国知名智库专家的重要研究内容。。专家们在工作和生活专家们在工作和生活
中对中国进行着长期的关注和观察中对中国进行着长期的关注和观察，，并从不同角度分析中国改革开放取得巨大成就的原因并从不同角度分析中国改革开放取得巨大成就的原因。。

下下图：吉布提多哈雷多功能港口是中资建筑企业目前在东北非地区承接的最

大规模港口项目。图为港口的忙碌景象。

本报记者 吕 强摄

（“风从东方来——国际人士亲历中国改革开放”系列专版至此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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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对世界经济保持增长有很大贡献。我

认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就不只是经

济上的，而是全方位的。

中国的开放从经济领域开始，其

成就又远远超越了经济范畴，更重要

的是实现了人、信息和观念等的全面

开放。改革开放前，中国人出国并不

容易，现在中国已是全球最大出境游

客源国。对我们外国人来说，去中国

也变得很容易。比如，我的访华签证

是 5 年多次往返的，非常方便。

我研究公共管理，所以特别关注政

府治理的方式方法。我观察到，中国政

府执政管理更加透明了。中国民众想要

了解政府的工作，比如想要了解预算、就

业率、空气质量等信息，只要上网就可以

查到。同时，中国政府引入现代科技手

段，充分利用网络平台、智能手机应用等

开展工作，大大提升了行政效率。而且，

中国很善于向其他国家学习。

中国的改革开放既是吸收各国先

进理念的过程，更是向世界发出中国声

音、传递中国智慧的过程。中国已经积

累了很多经验可供其他国家借鉴。比

如，中国的改革是渐进的：中国国土广

袤，改革难以“一刀切”地在全国同步推

行。于是政府采取了先试验、再推广的

方式，从一个经济特区再到另一个经济

特区，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逐渐扩

大到全国。同时也注意因地制宜，为每

个地区设置不同的实施方案。

我认为中国有两点经验特别值得

巴西借鉴：一是教育。教育是中国改革

开放取得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中国在

基础教育上投入巨大。经过数十年的发

展，中国培养积累了大量人才，这是今天

中国能在许多科技领域得以领先的基

础；二是基础设施建设。中国的城市面

貌在过去几十年间变化非常大。巴西虽

然城市化率很高，但基础设施还不完善，

很多城市居民的生活质量并不高。在城

市治理上，巴西要向中国学习。

（作者为巴西瓦加斯基金会公共管理

学教授，本报驻巴西记者朱东君采访整理）

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就是全方位的
若泽·普宾

中国的改革开放既是吸收各国先进理念的过程，
更是向世界发出中国声音、传递中国智慧的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