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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人类共享一个免于贫困的世界
改革开放与中国扶贫国际论坛嘉宾热议中国减贫启示

新华社北京
11 月 1 日电 11
月 1 日，改革开
放与中国扶贫国
际论坛在京开
幕。中共中央政
治局委员、中宣
部部长黄坤明出
席开幕大会，宣
读习近平主席贺
信并发表主旨演
讲。

黄坤明表
示，习近平主席
的贺信，充分表
明了中国政府
对本次论坛的
高度重视，深刻
揭示了中国减
贫事业走过的
不平凡历程、取
得的宝贵经验，
宣示了中国愿
与国际社会一
道为人类减贫
事业作出新贡
献的信念和决
心。

黄坤明指
出，改革开放以
来，中国开启了
人类历史上最为
波澜壮阔的减贫
进程。中共十八
大以来，以习近
平同志为核心的
中共中央以前所
未有的力度推进
脱贫攻坚，取得
历史性成就和决
定性进展。中国
党和政府坚持以
人民为中心的工
作导向，坚持精
准扶贫精准脱贫
基本方略，坚持
扶贫与扶志扶智
紧密结合，坚持
加强党对扶贫事
业的领导，走出
了一条中国特色
减贫道路。中国
愿与各方一道，
秉持人类命运共
同体理念，加快

推进全球减贫进程，携手共建没有贫困共同繁荣的
美好世界。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向论坛发来贺信。世界
银行行长、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署长、国际农发基金总
裁等分别在开幕式上致辞。

本次论坛由中央宣传部、财政部、国务院扶贫
办、世界银行主办，以“国际减贫合作：构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为主题。来自 51 个国家和 11 个国际组织
400 余人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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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华盛顿 10 月 31 日电(记者高攀、颜
亮)世界银行行长金墉日前表示，40 年的改革
开放令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数亿人口
摆脱贫困，中国经济转型和改革开放的历程将
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宝贵经验。

金墉将于 11 月 1 日至 7 日访问中国，出
席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改革开放与中国
扶贫国际论坛、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与主要国际
经济组织负责人的“1+6”圆桌对话会等系列活
动。

金墉在启程访华之前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
时，高度肯定中国改革开放 40 年取得的巨大成
就。世行数据显示，中国经济占世界经济的比重
已从 1978 年的 1 . 5% 升至目前的约 15%，人均
收入从 1978 年的 300 美元增长到 2017 年的
7300 美元(按 2011 年购买力平价计算)。

金墉表示，世行是中国经济改革开放的见
证者和参与者，世行与中国的合作最早可以追
溯到 1980 年时任世行行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
访问中国，中国与世行已是 38 年的合作伙伴。

金墉认为，理解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功经验
对于世行非常有用，“了解中国走过的道路、作
出的历史性决策及其对中国经济发展历程的影
响，可以为那些希望在他们的国家取得类似成
就的决策者提供参考”。

在他看来，其他发展中国家从中国的改革
开放历程中可以学习两条具体经验：第一，改
革开放是中国经济快速增长和民众脱贫的基
础；第二，集中持续的减贫努力贯穿于整个改
革开放期间，扶贫工作从一开始就得到中国政
府最高层的支持，并成立了专门机构负责扶贫
工作。

在继续深化改革开放的同时，目前中国政
府正大力优化营商环境。访华期间，金墉将出席
一场关于优化营商环境的高级别国际研讨会。
研讨会旨在介绍中国政府为中小企业优化营商
环境采取的改革措施，并分享国际最佳实践范
例。

他表示，世行已准备好通过智力共享、政策
建议、技术援助，以及吸收世界先进经验，为中

国优化营商环境和改革开放提供支持。同时，世
行也承诺向其他国家展示中国成功的改革，帮
助他们学习中国出色的改革经验。此外，通过世
行的国际开发协会、南南合作倡议，以及中国提
出的中非合作等倡议，世行与中国正在国际发
展议题上加强合作。

谈到即将在上海举行的首届中国国际进口
博览会，金墉说，世行赞赏中国政府近期宣布降
低一系列产品的进口关税，支持中国扩大进口
和解决全球贸易不平衡的举措。

金墉表示，世行向来支持开放贸易，因为贸
易是经济增长的引擎，会创造就业、减少贫困和
增加经济机会。自 1990 年以来，开放贸易支持
经济增长已令十亿多人脱贫。

金墉指出，当前对贸易紧张局势的关注，阻
碍了进一步贸易改革充分发掘全球经济的潜
力，“我们需要进一步增强全球贸易体系”。他表
示，世界经济在信息技术、电子商务、服务等领
域的根本性变化尚未在全球贸易政策中得到体
现，继续开放这些领域将有利于进一步促进竞

争、提高生产率和生活水平。与贸易相关的改革
在促进农村经济、小企业发展和女性经济赋权
等方面也将发挥重要作用，有助于推动实现更
加包容性的增长。

谈到“一带一路”倡议，金墉认为，“一带一
路”除了重点关注基础设施建设，更应聚焦于更
广阔的互联互通和一体化。“一带一路”沿线国
家必须改善海关程序、投资环境和推动贸易便
利化，才能从基础设施投资中获取最大发展利
益。

金墉表示，世行已准备为一些有兴趣的成
员提供支持，帮助他们从“一带一路”项目中获
得最大化的发展利益。他指出，世行在支持“一
带一路”建设方面拥有诸多优势，包括参与类似
项目的经验、覆盖公私行业的独特机构设置，拥
有担保、投资争端解决机制等一系列金融和非
金融服务等。

他还透露，世行正对“一带一路”的经济影
响进行全面研究，同时与中国机构在“一带一
路”项目标准设定方面开展合作。

中国改革开放历程为发展中国家提供宝贵经验
访世行行长金墉

新华社北京 11 月 1 日电(记者于文静)消
除贫困是人类共同的愿望。中国改革开放 40 年
来，经过不懈努力，七亿多贫困人口成功脱贫，
占同期全球减贫人口总数的 70% 以上。中国的
脱贫经验是什么？如何加强国际减贫合作？

1 日在北京召开的改革开放与中国扶贫国
际论坛上，来自联合国、世界银行、亚洲基础设
施投资银行等 11 个国际组织和 51 个国家的政
界人士、智库学者、企业领袖和各方面代表畅所
欲言，共议中国减贫启示。

开发式扶贫为世界提供宝贵经验

“前几天，我在河南兰考县参观了蘑菇生产
车间，品尝了可生吃的蘑菇，味道很好，还在一
个生产古琴的村庄考察了电商扶贫，村民们演
奏的古琴乐曲非常优美。当地通过发展产业解
决就业，实现稳定脱贫致富，村民们很开心，我
印象非常深刻。”来自加纳的非洲经济转型中心
研究分析师乔治·博阿滕在论坛期间对记者说。

中国改革开放 40 年来，坚持精准扶贫、精
准脱贫的基本方略，动员全社会力量走出了一
条中国特色扶贫开发道路。党的十八大以来，全
面打响脱贫攻坚战，预计到今年年底，绝对贫困

人口将减少 80% 以上。
“中国的减贫是以扶贫开发为主题的，这是

中国为世界提供的重要经验。”世界银行行长金
墉在论坛上说，中国的减贫努力从开始就得到
了国家领导人支持，同时，在组织方面为扶贫提
供充分保障，包括国务院扶贫开发工作领导小
组、地区层面扶贫中心、各地有针对性的扶贫，
并且加大农业扶贫力度、重点支援贫困地区和
弱势群体、注重对人力资源投资等。

“中国意识到了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目
标当中的核心意义，不仅从提高平均收入的角
度让人民脱贫，而且提高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
务水平，提供更好的社会保障网络，防止再次返
贫。”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署长阿奇姆·施泰纳说。

改革开放为减贫提供强大驱动力

在此次论坛召开前夕，一些与会代表赴深
圳的罗湖渔民村、腾讯大厦及深圳博物馆参观
考察，对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发展变化感慨
不已。

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谢伏瞻在论坛上表
示，中国减贫事业取得巨大成就，首先源于推进
改革开放，大力发展经济。1978 年到 2017 年，

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 33 . 5 倍，为大规模
减贫奠定重要基础。同时，改革开放极大地解放
和发展了生产力，大量富余农村劳动力从欠发
达地区向发达地区流动，进城务工人员超过
2 . 8 亿人，优化了社会人力资源配置，为脱贫减
贫提供了必要条件。

金墉表示，中国在减贫领域有两个方面非
常重要。一是通过改革开放大规模提高了经济
增长率，二是在改革开放进程中持之以恒地坚
持扶贫的努力。

“中国同步推进经济发展与减贫，较好地避
免了两极分化的扩大，有效防止了掉入中等收
入陷阱。”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
刘永富说，中国 40 年前做出改革开放的决策，
启动有组织有计划大规模的扶贫行动，经济社
会发展每前进一步，扶贫标准就提高一次，扶贫
工作就推进一步。

“可以说，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中国经济的
快速发展，中国的减贫就不可能有今天的局
面。”谢伏瞻说。

发展与合作方能推动世界减贫

守望相助、攻坚克难。中国的减贫事业发

展，离不开国际合作与支持。
“中国的成功经验是建立在自力更生与

国际合作达成平衡的基础之上。”亚洲基础设
施投资银行行长金立群在论坛表示，中国的
发展政策之所以成功，一方面是坚持自力更
生，另一方面是非常注重国际组织提供的帮
助。

财政部副部长邹加怡表示，世界银行等国
际机构为促进中国改革和发展提供了宝贵资金
和智力支持，也为推进全球减贫发展发挥了良
好示范作用。

“在过去的几十年，世界银行一直同中国保
持密切的合作关系。”金墉说，包括共同进行中
国扶贫评估、发起一些具体扶贫计划等，在此过
程中引进了新概念和新技术。

共享一个免于贫困的世界是人类的理想。
当前，世界还有 7 亿多人口生活在极度贫困中，
消除贫困依然是中国和世界发展面临的最大挑
战。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等
一些与会嘉宾认为，单边主义、保护主义与减贫
目标背道而驰。解决贫困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
发展经济，各国应当互学互鉴，加强交流合作，
才能在世界范围内消除贫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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