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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高峰论坛

新华社北京 4 月 24 日
电(记者吴晶 、罗争光)“今
天，‘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对合
作提出新诉求和新希望，迫
切需要各国智库密切合作、
共商发展，为新时代交付最
好的智力成果。”“一带一路”
国际智库合作委员会理事会
理事、中国商务部国际贸易
经济合作研究院院长顾学明
一席话，道出中外嘉宾的共
同心声。

备受瞩目的“一带一路”
国际智库合作委员会 24 日
在京宣告成立。来自 8 家中
国智库和 8 家外国智库的理
事会成员，对这个机构的成
立表示祝贺、寄予厚望。

应运而生

恰逢其时

理事会理事、哈萨克斯
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校长胜
茂夫说，“一带一路”建设已进入第 6 个年头，这是非常重
要的战略期，更需要智力支持，合作委员会应运而生，很
有意义。

2013 年以来，“一带一路”犹如一颗梦想的种子，在
广袤的大地上生根发芽，在广泛的合作中茁壮成长。在波
澜壮阔的历史进程中，全球智库围绕“一带一路”，展开了
丰富而深入的研究，推出了一大批学术成果，有力促进了
政策沟通和民心相通。

在两年前的首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要发挥智库作用，建设好智
库联盟和合作网络”。新华社研究院联合 15 家智库倡议
成立“一带一路”国际智库合作委员会，得到国内外学界
的热烈响应和广泛赞同。

理事会理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戚振宏说，合
作委员会的成立是“一带一路”建设史上的一件大事，也
是国际智库合作的一个重要创举。新华社作为中国最重
要的智库之一和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媒体机构，能够承担
起这个职责。

责任重大 使命光荣

据介绍，“一带一路”智库合作委员会将通过举办研
讨会、组织实地考察、设立国际研究基金、建立相关基础
数据库等多种形式，搭建学术交流平台、课题协作平台、

信息共享平台。
担任理事会理事长的新华通讯社社长、新华社研究

院院长蔡名照指出，合作委员会是一个开放型学术交流
合作机制，其宗旨是服务国际智库、国际和地区组织以及
各国专家学者，推动“一带一路”相关课题研究和思想交
流，促进理论创新、成果共享、知识传播和人员往来。这是
“一带一路”智库研究的一座里程碑，必将更加有效地推
动共建“一带一路”不断走深走实。

在理事会成员代表、美国哈佛大学艾什中心中国项
目主任康义德看来，合作委员会的成立有利于世界各国
加深对中国国内形势、“一带一路”框架下的各项合作进
展、“一带一路”如何促进可持续发展以及中国在全球事
务中的角色等问题的了解。

理事会成员代表、俄罗斯瓦尔代俱乐部特别代表季莫
费·博尔达乔夫认为，合作委员会以联合各方力量为目标，
有利于推动解决一系列欧亚大陆乃至全世界面临的问题。

从非洲发展到青年交流再到多边合作，加纳非洲经
济转型中心研究主任约翰·阿萨福—阿贾耶、韩国“一带
一路”研究院理事长崔载千、北京师范大学“一带一路”研
究院院长胡必亮等理事畅所欲言。

理事会理事、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魏建
国说，“解惑、出招、指路”，合作委员会在共商共建共享中
发挥着极其重要而独特的作用，必将推动“一带一路”行
稳致远。

满怀期待 大有可为

理事会理事、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
指出，“一带一路”在物质层面已经先行，但认知层面还远远
落后于实践。现在很多国家都在研究“一带一路”，把这些研
究整合起来，从社会科学的角度很有价值、功德无量。

理事会理事、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当代世界研究中心
主任金鑫期待合作委员会发挥源头作用，成为“一带一路”中
的理念生产者、政策推动者、舆论引导者、信息传播者、共识
提炼者。

从理念传播到付诸实践再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保加利亚“一带一路”全国联合会会长扎哈里耶夫，印度
尼西亚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副主席、联合创始人林
绵基，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林毅夫等理事
纷纷就推动“一带一路”向高质量发展，为各国共赢发展
提供智力支持献计献策。

理事会成员代表、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全球战略智
库常务副理事长王灵桂相信，合作委员会将成为“一带一
路”建设的参谋助手，架起“一带一路”建设的桥梁和纽
带，促进“一带一路”建设造福沿线国家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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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4 月 24 日电由新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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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日在北京宣告成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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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作委员会牵头发起方、新华社
研究院负责人在成立大会上介绍，合
作委员会是一个开放型学术交流合作
机制，参与方主要是智库和具有智库
职能的媒体机构，同时包括国际组织、

高校研究机构以及以个人名义参与的
知名学者。其宗旨是服务国际智库、国
际和地区组织以及各国专家学者，推
动“一带一路”相关课题研究和思想交
流，促进理论创新、成果共享、知识传
播和人员往来。

成立大会明确，合作委员会下一
步的安排是：搭建学术交流平台，计划
每年举办一次学术交流活动，开展专
题研讨，发布智库成果，或者组织专家
实地考察；搭建课题协作平台，募集资
金设立非营利性的“一带一路”国际研
究基金，为参与方开展“一带一路”相
关课题研究提供资助支持；搭建信息
共享平台，开设官方网站和客户端，创

办学术刊物，开展研究成果多语种
互译，建立相关基础数据库等。

据了解，“一带一路”国际智库
合作委员会设有理事会，由 16 家发
起方组成。此前召开的发起方会议
上，审议通过了理事会规程和理事
会组成人员，推选新华社社长、新华
社研究院院长蔡名照为理事长。理
事会设有秘书处，由新华社研究院
负责日常运作，在会议筹办、学术交
流、课题合作、信息收集、成果展示
等方面提供服务。

成立大会上，中共中央宣传部、
中国社会科学院有关负责人先后致
辞，4 家中外发起方负责人、6 位中
外智库学者代表先后发言。与会人
员认为，“一带一路”国际智库合作
委员会的成立，标志着“一带一路”

国际智库合作迈上了新台阶，在 16
家发起方和各国智库、学者的共同
努力下，必将更加有效地推动共建
“一带一路”不断走深走实，为促进
各国繁荣发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贡献智慧和力量。

会上还举行了“一带一路”国际
智 库 合 作 委 员 会 官 网
(www.brsn.net)上线仪式。

来自 59 个国家、两个国际组织
的约 130 家智库共 200 多名专家学
者出席成立大会。

“一带一路”国际智库合作委员会在京成立

（上接 1 版）据不完全统计，目前
中国有关“一带一路”研究的智库平台
超过 300 家，参与“一带一路”研究的
外国知名智库有 50 多家。中外智库积
极投身“一带一路”建设，为推进“一带
一路”从倡议到落实，化解难题和挑
战，加强调研、集思广益、建言献策。

在意大利，意大利国际研究中心
通过研究“一带一路”倡议在本国乃至
欧洲的发展情况，促进两国深入了解
与合作；在俄罗斯，莫斯科国立语言大
学教授尤里·塔夫罗夫斯基推出专著

《“一带一路”西行漫记》，受到多方欢
迎；在肯尼亚，非洲政策研究所帮助非
洲中小企业客户对接“一带一路”，以
全新维度助力非洲发展……

“坚持头脑先行，运用智慧为‘一
带一路’出谋划策，具有重要意义。”俄
罗斯智库、瓦尔代俱乐部发展和支持
基金会董事会主席安德烈·贝斯特里
茨基认为，在“一带一路”框架下开展
智库交流非常必要。

“‘一带一路’倡议是国际合作新形
式，也是全球经济发展新平台。”中国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院长
顾学明认为，“沿线国家提出了新诉求
和新希望，迫切需要中外智库密切合
作，交付最好的研究成果”。

各国智库专家学者普遍认为，“一
带一路”建设正在从“大写意”进入“工
笔画”，进一步推动高质量发展，需要
各国智库的共同参与和深度协作。

在古巴外交部国际政治研究中
心，有一支研究中国和亚洲问题的团
队，近年来已完成两本关于“一带一
路”的著作。

“智库交流合作将有助于进一步
加强与其他智库成员联系，互相借鉴
观点和经验。”在成立大会现场，该研
究中心主任阿达尔贝托·隆达说。

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不断凝聚的
共识，正如《“一带一路”国际智库合作
委员会理事会规程》所明确的宗旨：

“服务国际智库、国际和地区组
织以及各国专家学者，推动‘一带一
路’相关课题研究和思想交流，促进理
论创新、成果共享、知识传播和人员
往来。”

聚合四海之智

携手铺就“智力丝绸之路”

中国，连云港。
悠长的汽笛声中，一列装载着

1000 多吨哈萨克斯坦小麦的专列
抵达。这批小麦将在这里装上远洋
货轮，再离境发往越南。

2017 年 2 月，哈萨克斯坦小麦
第一次从中国过境发往东南亚，哈
萨克斯坦自此打开了粮食向东出口
的大通道。这一成果，与哈萨克斯坦
中国问题研究中心主任古丽娜尔参
与的一项“一带一路”研究课题密不
可分。

“我们是第一个派专家到访中
国港口的哈萨克斯坦智库，因此非
常清楚‘一带一路’倡议在现实中是
如何推进落实的。”古丽娜尔说。

近年来，围绕“一带一路”，全球
智库推出了一大批有价值的学术成
果，有力促进了相关政策对接和项
目建设，“一带一路”研究成为伴随
“一带一路”共建发展的重要力量。

作为“一带一路”倡议国，中国
智库在“一带一路”研究中始终走在
前列———

从研究视角看：宏观层面，对
“一带一路”建设方案和共建路径开
展政策研究；中观层面，提出规划对
接、政策协调、机制设计的对策建
议；微观层面，为企业投资经营、风
险决策等提供方案参考。

从研究课题看：有的重点开展
全球战略、“一带一路”和周边安全
等方向的研究；有的连续开展“一带
一路”战略构想、“一带一路”国别与
区域合作等研究；有的就“一带一
路”建设中的第三方合作深入研
究……

作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媒体机
构和中国最重要的智库之一，新华
社对“一带一路”的研究彰显独特价
值———

成立 80 多年来，新华社形成了
深入研究国际国内问题的传统，培
养了一批熟悉政治、经济、文化等众

多领域的专家，每年都推出一大批
有影响的研究成果，在中国改革开
放进程中发挥了重要的“思想库”作
用。

在顾学明等人看来，新华社还
有更多优势：全球布点广、工作语种
多，注重开展“一带一路”研究，与多
国智库机构保持密切沟通。“由新华
社研究院牵头，与各方一道发起成
立‘一带一路’国际智库合作平台，我
们充分认同，并充满期待。”他说。

合作委员会的各发起方，以及
参会的众多智库、专家学者，无不站
在“一带一路”研究的最前沿———

有的聚焦基础调研、智库交流、
公共外交三项任务；有的推动成立
上海合作组织经济智库联盟；有的
致力于研究“一带一路”与绿色经济
的关系；有的既着眼国际经济和金
融关系，也着眼欧亚大陆和世界的
新地缘政治。

共同的事业，广纳五洲四海的
智慧；共同的愿景，化为携手并进的
力量。

成立合作委员会倡议发起以
来，牵头发起方或登门拜访，或致函
致电，广泛征询各发起方以及海内
外智库的意见建议，逐一了解合作
意愿和设想，在达成一致目标与共
识的基础上，草拟规程，筹备会议，
广发邀请。

与此同时，从中国国际经济交
流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全球
战略智库、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当
代世界研究中心、中国国际问题研
究院、中国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
作研究院、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
研究院、北京师范大学“一带一路”
研究院 7 家中国智库，到保加利亚
“一带一路”全国联合会、加纳非洲
经济转型中心、印度尼西亚战略与
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哈萨克斯坦纳
扎尔巴耶夫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
东亚研究所、韩国“一带一路”研究
院、俄罗斯瓦尔代俱乐部发展和支
持基金会、美国哈佛大学艾什中心
8 家外国智库，各发起方热烈响应、

大力支持，推荐了很多智库和学者，

帮助细化合作委员会成立大会的主
题议题，就修改完善规程提出大量
宝贵建议。

积力之所举，则无不胜也；众智
之所为，则无不成也。

“共商共研共享”，循着这一理
念和原则，一个开放型学术交流合
作机制逐渐成型；来自沿线国家乃
至全球的智力成果，正铺就一条众
所瞩目的“智力丝绸之路”。

鸣奏和合之曲

并肩开启文明互鉴新篇

志合者，不以山海为远。
共同见证国际智库合作发展的

里程碑时刻，与会人员对合作委员
会成立后进一步促进交流、深化互
信、凝聚共识充满了期许。

“目前，一个全新的全球经济和
政治秩序正在形成，‘一带一路’将是
促成这种秩序的因素之一。”捷克前
总理、社会民主党前主席伊日·帕鲁
贝克说，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需要
可靠、全面且深刻的研究，需要建立
智库并相互协作。

埃及外交事务委员会秘书长
希沙姆·齐迈提表示，希望合作委
员会推动各方共同应对挑战，并
根据实际情况寻找实用的解决方
案。

匈牙利通讯社社长埃斯特·绍
博期待，各方通过清晰直接的沟
通，用前瞻性的视野帮助各方受
益……

“‘一带一路’国际智库合作委员
会的成立，就是要充分发挥智库作
用，做好‘一带一路’的深入研究，提
供更多智力支持，更好促进共同发
展。”北京师范大学“一带一路”研究
院院长胡必亮表示。

承载厚望，更需扬鞭奋蹄。
搭建学术交流平台，计划每年

举办一次学术交流活动，开展专题
研讨，发布智库成果，或者组织专家
实地考察；

搭建课题协作平台，设立“一带
一路”国际研究基金，为参与方开展

“一带一路”相关课题研究提供力所
能及的资助支持；

搭建信息共享平台，开设官方
网站和客户端，创办学术刊物，开展
研究成果多语种互译，建立相关基
础数据库……

合作委员会下一步工作安排
中，务实举措环环相扣，务实作风扑
面而来。

广泛的认同，也激发着专家学
者建言献策的热情。

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张维
为从多个层面对国家间智库合作提
出了具体建议，大到“一带一路”与
新型全球化、“一带一路”与区域合
作机制的关系，小到“一带一路”进
程中的企业案例、合作项目的风险
评估。

拉美开发银行私营部门副主席
豪尔赫·阿尔巴谢建议，要围绕具体
工作议程和目标，加强研究人员、从
业者和学生之间的交流；发展互动
平台，共享知识和讨论相关项目政
策；建立机制，评估合作发展战略以
及沟通交流带来的积极成效。

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全球战略
智库常务副理事长王灵桂提出，各
成员单位要加强交流互鉴、提升服
务能力，要联合培养跨地区研究人
才，做好智库人才建设和储备，要吸
纳各学科的专业人才共同开展研
究。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
“发挥智库的文明推动力，做鉴

往知来的传承者。”中共中央宣传部
常务副部长、国家高端智库理事会
理事长王晓晖说，“让互学互鉴、互
利共赢的精神传承千年不息，让和
平合作、开放包容的信念绵延万里
不绝，让各国人民更好地在‘一带一
路’上相遇相知、相伴前行。”

国际智库合作委员会，“一带一
路”建设新征程上的一个新平台，秉
持共商、共研、共享的理念，向着打
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让思想
充分交流，让智慧插上翅膀。

(记者邹伟、白瀛、罗争光、何悦)
新华社北京 4 月 24 日电

为丝路梦想注入不竭智力泉源

▲ 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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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
告成立。这是“一带一路”国际智库合作委员会理事长、新华社社长、新华社研究院院长蔡名照等共同见证“一带
一路”国际智库合作委员会官网（www.brsn.net）上线。

新华社记者金良快摄

新华社北京 4 月 24 日电(记者
杜静 、刘春晖 、尹乐)欧洲研究国际
中心欧洲-中国项目负责人、希腊学
者乔治·措戈普洛斯日前在北京接
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表示，智库合
作正成为推动“一带一路”建设重要
力量。

措戈普洛斯此次赴京参加第二届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的“智
库交流”分论坛活动。他认为，设置“智
库交流”分论坛非常具有建设性。近年
来，西方学者和中国学者交流越来越
多，不断取得积极成果。智库通过深入
调查研究、提供政策建议、加强相互交
流等，助推“一带一路”各领域合作向
前发展。

措戈普洛斯所在的欧洲研究国际
中心是一家非营利性跨国社科研究和

教育机构，由欧洲理事会前主席、比
利时前首相范龙佩任主席。

两年前，措戈普洛斯开始撰写
一本阐释“一带一路”倡议影响的
书。为此，他曾走访“一带一路”合
作标志项目——— 希腊最大港口比
雷埃夫斯港。在中希双方共同努力
下，比港已逐渐成为“地中海明
珠”。

“我们看到比港已成为地中海
地区的重要枢纽，这意味着贸易扩
大、企业投资增加、就业岗位增多，”
措戈普洛斯说，“希腊、中国乃至整
个地中海地区都因此获益。”

“多赢”“共同获益”是措戈普洛
斯在描述“一带一路”时使用最多的
词。在他看来，“一带一路”建设不只
给项目所在国和中国企业带来好

处，其他参与方也都从中获益。以比
港为例，中国的投资带动当地商业
活动发展，德、美、法等国企业也纷
纷扩大投资，共享发展红利。

“‘一带一路’是近年来最成功
的互联互通倡议”，措戈普洛斯这
样评价。他注意到，随着成果不断
增加，“一带一路”的朋友圈也在不
断扩大。不久前，意大利与中国签
署政府间关于共同推进“一带一
路”建设的谅解备忘录，成为第一
个加入“一带一路”倡议的七国集
团国家。

措戈普洛斯说，越来越多的欧
洲国家意识到“一带一路”倡议的重
要性并积极参与其中。他认为，未来
欧中合作将进一步扩大和深化，并
助推欧洲繁荣发展。

智库合作正成为推动“一带一路”建设重要力量
访欧洲研究国际中心欧洲-中国项目负责人措戈普洛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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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 2017 年 5 月 3 日拍摄的希腊比雷埃夫斯港汽车码头。比雷埃
夫斯港地理位置优越，它是“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进入欧洲后的大
港。 新华社发（帕诺斯·托马达基斯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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