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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创新是第一动力”“站在人与自然
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坚持高水平对
外开放”……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二十大报
告中的这些表述连日来引发国际热议。
　　全球工商界人士普遍认为，中共二十
大不仅为新时代中国发展擘画蓝图，也坚
定了各国企业深耕中国市场的信心与决
心。全球工商界人士期待进一步加强同中
国的合作。

中国式现代化创造新机遇

　　连日来，“中国式现代化”成为国际社
会关注的热词。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全
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
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人与自然和谐共
生 的 现 代 化 ，走 和 平 发 展 道 路 的 现 代
化……在全球工商界人士眼中，中国式现
代化也是世界的机遇。
　　高科技跨国公司欧瑞康集团高管萨
拉·阿纳斯塔西认为，中国式现代化将提供
更多机遇，不仅意味着更大的市场，也意味
着更多的人才和更好的技术。“中国市场对
我们非常重要。”
　　二十大报告提出的“中国式现代化是
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引起约旦商
人协会会长哈姆迪·塔巴的格外关注。他
说，这意味着中国为提高全体人民生活水
平而奋斗的脚步不会停歇，相信未来中国
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将进一步推进，中等收
入群体会显著扩大，消费结构将不断升级。
中国将在促进经济全球化、拉动世界经济
增长方面发挥更大作用，为全球企业提供
更多发展机遇。
　　厄瓜多尔中国商会前会长何塞·安东
尼奥·伊达尔戈说：“中国式现代化将对其
他国家产生积极影响，厄瓜多尔在农产品
贸易方面有比较优势，中国中等收入群体
扩大对我们是机遇。”
　　“我们在全球市场的不确定性中看到了
中国市场的确定性。”总部位于美国的全球
营养品公司康宝莱全球高级副总裁、中国区
总裁郭木说。“对全球商界而言，中国现在和
将来都是充满希望和机遇的发展热土。”

创新驱动发展提供新引擎

　　二十大报告强调，必须坚持科技是第
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
力，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
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开辟发展新领域新
赛道，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泰国开泰银行高级副总裁蔡伟才对报
告中的这些内容印象深刻：“这让我们看到
中国未来发展方向，即更注重高质量、可持
续发展。这对泰国和其他周边国家来说是
利好。过去几年中，很多中国高科技企业到
泰国投资建厂，这正是泰国所需要的，有利
于泰国经济转型升级，提高竞争力。”
　　今年 6 月，日本武田制药的武田研发
亚太总部落户上海浦东。武田制药全球高
级副总裁、武田中国总裁单国洪说，中国市
场不仅以巨大的体量为全球作贡献，更重
要的是能够不断以创新推动各产业发展。

“未来，我们将与中国本土创新企业更深入
全面地合作，共同打造更加和谐、协同发展
的生态圈。”

　　今年 8 月，特斯拉上海超级工厂第 100
万辆整车下线，从第 1 辆到第 100 万辆仅
用不到 3 年时间。谈到二十大报告强调的创
新，特斯拉公司副总裁陶琳有着切身体会：

“中国供应商伙伴与我们一起密切合作，不
断推动各项关键技术研发创新，积极促进科
技进步向生产力转化，将先进的产业理念、
流程和标准由点及面普及推广。”
　　“一切发展都与创新息息相关。”英国
48 家集团俱乐部主席斯蒂芬·佩里研读报
告后感慨地说，中国具有很强的前瞻意识，
强大的活力体现在中国每个领域。
　　墨西哥农业生产大州哈利斯科州企业
家奥斯瓦尔多·纳瓦罗从中国采购过不少
农业生产设备。他说，从中国进口的种子清
洗机，每天清理加工能力是其他国家设备
的两到三倍，为企业节省了大量时间和成
本。他表示，中国重视科技对经济发展的作
用，这有助于将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
　　阿尔及利亚企业家希沙姆·舒尔菲旗
下的公司提供工业技术和创新领域咨询服
务。舒尔菲说，中国与其他国家共享先进发
展模式，实现经济互补，通过先进技术提高
各国民众福祉，“未来人类社会的很多重要
时刻将留下中国创新的印记”。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促进绿色发展

　　面对全球发展难题，中国近年来深入
推动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创造了举世瞩目
的绿色发展奇迹，有力促进了人与自然和
谐共生的现代化建设，为世界生态文明发
展提供了“中国方案”。全球工商界人士注
意到，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
生，是二十大报告的重要内容。
　　冰岛极地绿色能源公司研发项目经理
秦美婷说，公司对中国的地热产业相当看
好。该公司与中方成立的合资公司已成为
全球最大地热公司之一，为中国多个城市

提供可再生能源供暖服务。
　　全球知名温室气体排放监测技术企业
绿证公司董事长西奥多·文纳斯对中国充
分利用市场机制推动绿色发展的努力印象
深刻，特别是建立全国碳市场，认为这将成
为实现全球碳中和的关键驱动力。
  欧洲软件企业思爱普全球执行副总
裁、大中华区总裁黄陈宏表示，中国的绿色
发展必将深刻改变全球能源、环境和经济
格局。“中国企业正在利用数字化技术，实
现碳排放数据透明化和可量化，推动绿色
和商业平衡发展。”
　　利己达人，中国绿色发展的积极效用
远播海外。“近十年，中国在使用替代能源、
防治荒漠化、植树造林和净化水域等方面
都值得全世界学习，中国为全球绿色经济
转型和节能减排作出了巨大贡献。”委内瑞
拉环境电视台总裁维克托·卡里略在看了
二十大报告的有关报道后说，许多拉美国
家使用中国太阳能电池板，很好地解决了
偏远地区供电和环境保护的问题。
　　英国皇家国际问题研究所环境与社会
部高级研究员郭江汶表示，中国在可再生
能源发电、电动汽车、减排及生态修复等方
面取得显著进展，正朝着人与自然和谐共
生的方向迈进。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
国家，中国低碳转型的进展将显著加速全
球绿色转型。
　　“绿色发展并不是一个替补选项，而是
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埃及开罗大学经
济与金融法教授瓦利德·贾巴拉说。“埃及
与中国始终在绿色发展领域进行有效合
作，这其中包括中国企业正在埃及承建的
轻轨。在太阳能发电领域，中国为协助埃及
开发可再生能源作出了巨大努力。”

高水平对外开放提振共赢信心

　　二十大报告中关于推进高水平对外开

放的内容同样受到国际社会高度关注。
全球工商界人士表示，中国营商环境持
续改善，其进程令人振奋，中国稳步扩大
制度型开放的前景让人期待。
　　“正是得益于中国政府放开外资股
比限制，特斯拉才得以成为中国首家外
商独资整车企业。”陶琳说。今年前三季
度，特斯拉上海超级工厂生产的车型远
销欧洲、亚太等地区。
　　德资企业凯络文换热器（中国）有
限公司已在安徽芜湖运营 20 多年，公
司总经理及亚太地区总裁程文武说：

“近些年我们感受到，政府与市场边界
清晰、市场机制有效、办事流程规范快
捷，这些都有利于降低市场主体成本，
提升市场准入便利化水平，加强与国际
通行经贸规则对接，有利于企业的生存
发展。”
　　缅甸糖和甘蔗产品企业家协会副会
长温泰表示，中国打造市场化、法治化、
国际化的营商环境，对世界各国都有利，
能为缅甸出口企业带来许多便利。
　　曾参与多个中马经贸合作项目的马
来西亚中国法律联合会会长罗章武说，
随着中国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
准等制度型开放，未来可预期性会不断
增强。这对投资者而言是重要利好。
　　日本武田制药的单国洪谈到中国营
商环境改善时深有体会。“中国推进高水
平对外开放，让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发
展机会，也坚定了投资中国市场的决心
和信心。”
　　“二十大报告为中国的未来擘画了
发展蓝图，也提振了我们深耕中国市场
的信心。”创建于泰国的华彬集团董事长
严彬表示，相信未来中国市场将持续呈
现强劲韧性和澎湃活力，以一流营商环
境促进中外企业合作共赢。
     新华社北京 10 月 21 日电

全球工商界人士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表示———

中 国 式 现 代 化 也 是 世 界 的 机 遇

　　新华社北京 10 月 21 日电近日，多
国政党政要继续致电致函中共中央和
习近平总书记，热烈祝贺中共二十大胜
利召开。
　　博茨瓦纳民主党总裁、总统马西西
表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建设了
强大的国家。博茨瓦纳民主党高度重视
并期待加强同中国共产党友好关系，推
动两党关系取得更大发展。祝愿中国共
产党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
不断取得新的成功。
　　阿尔及利亚总统特本表示，中共
二十大将为中国发展提供重要政治指
引，推动中国实现更大发展与繁荣。坚
信在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富有远见卓识
的领导下，中国将取得更多辉煌成就。
　　叙利亚总统巴沙尔表示，中国共产
党领导中国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的道路上取得巨大成功，在全国范围内
消除了绝对贫困，为世界树立了典范。
　　几内亚比绍人民团结大会－几比民
主党主席、政府总理纳比亚姆表示，在全
球经历新的动荡变革的背景下，中国共
产党以负责任的态度领导国家实现持续
发展，展现了政治远见和政治智慧。
　　圣多美和普林西比解放运动－社会
民主党主席、政府总理热苏斯表示，中国
共产党致力于让每个中国公民都过上美
好生活，为维护国家统一和促进经济社
会发展作出了不懈努力。
　　老挝政府总理潘坎表示，中共十八
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
中央坚强领导下，中国取得辉煌成就，为
包括老挝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实现全
面发展提供了宝贵经验。坚信在中共中
央坚强领导下，中国人民必将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夙愿。
　　泰国政府总理巴育表示，坚信中共
二十大必将科学谋划中国未来 5 年乃
至更长一个时期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为
实现 2035 年远景目标以及全面建成社
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
斗目标锚定前进方向。
　　黎巴嫩阿迈勒运动主席、议长贝里
表示，中共二十大在重大历史关头召开，
祝愿大会取得圆满成功，推动中国不断
繁荣发展。
　　东帝汶人民团结繁荣党主席、政府
副总理阿曼达表示，中国共产党带领中
国人民意气风发，在各方面都创造了举
世瞩目的成就。习近平总书记的远见卓
识令人钦佩。
　　斯里兰卡人民阵线党领袖、前总统
马欣达表示，在习近平总书记的坚强领
导下，中国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
在当今世界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中共二十大将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
设中一座新的里程碑。
　　巴基斯坦正义运动党主席、前政府
总理伊姆兰·汗表示，中国是国际社会公
认的领导力量，是发展中国家的榜样和
灵感源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的
治理体系已成为为人民谋幸福的成功
典范。
　　南非共产党中央委员、国民议会副
议长策诺利表示，当前世界地缘政治正
面临巨大挑战，相信中共二十大将助力世界克服困难。
　　阿根廷众议院副议长希奥哈表示，相信中国共产党将继
续带领中国沿着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道
路不断前行，并为应对当今世界诸多挑战发挥重要作用。
　　加纳新爱国党全国主席恩蒂姆表示，中共二十大总结过
去成功经验，规划未来发展蓝图，必将引领中国在前进道路上
实现新发展。
　　纳米比亚人组党总书记沙宁瓦表示，中国共产党带领中
国人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一伟大成就足以载入人类发展
史册。
　　马达加斯加“与拉乔利纳总统一道”政治局主任、前政府
总理拉齐拉胡纳纳表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消除了
绝对贫困，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
体，这一发展成就举世瞩目。
　　克罗地亚前总统约西波维奇表示，中国的持续成功得益
于中国共产党作出的正确决策。相信中共二十大将有助于促
进中国同包括克罗地亚在内的世界各国友好合作关系。
　　伊朗外交关系战略委员会主席哈拉齐表示，中国共产党
在领导现代化建设、实现国家富强的征程中积累了成功经验。
祝愿中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
国，成功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
　　此外，发来贺电贺函的还有老挝政府副总理兼外交部长
沙伦赛，泰国政府副总理兼外交部长敦，吉布提争取进步人民
联盟总书记、政府经济财政部长达瓦莱，马尔代夫民主党主
席、经济发展部长法亚兹，巴基斯坦穆斯林联盟（谢里夫派）秘
书长、联邦计划发展部长伊克巴尔，马来西亚民主进步党主
席、总理对华事务特使张庆信，尼泊尔社会主义党主席、前政
府总理巴特拉伊，埃及华夫脱党主席叶马迈，几内亚比绍民主
更替运动－15 人小组党主席卡马拉，布基纳法索争取进步人
民运动主席萨康德，捷克和摩拉维亚共产党主席、欧洲议会议
员科内奇纳，塞浦路斯民主大会党主席奈奥菲多，德国社民党
联合主席克林贝尔，匈牙利工人党主席蒂尔迈尔，俄罗斯自由
民主党主席斯卢茨基，土库曼斯坦农业党主席安纳库尔班诺
夫，尼日尔争取民主和社会主义党代理主席加多，英国共产党

（马列）主席鲁尔，冈比亚联合民主党总书记、前副总统达博，
菲律宾参议院少数派领袖皮门特尔三世，孟加拉国共产党（马
克思列宁主义）总书记巴鲁阿，特立尼达和多巴哥联合民族大
会党总书记坎海，葡萄牙共产党总书记德索萨，瑞士共产党总
书记阿伊，巴布亚新几内亚人民进步党总书记卡尔，泰国泰建
泰党战略委员会主席、前国会主席颇钦，阿塞拜疆新阿塞拜疆
党副主席兼中央办公厅主任布达戈夫，坦桑尼亚革命党副主
席基纳纳，欧洲左翼党第一副主席莫拉，利比里亚民主变革联
盟外事委员会主席威尔斯，希腊新民主党前主席、前政府总理
卡拉曼利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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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0 月 15 日，在国家会展中心（上海）南广场，园艺工人在进行鲜花装饰工作。位于上海青浦区的国家会展中心（上海）场馆外部
装饰工作正在进行中，迎接将于 11 月 5 日开幕的第五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全球工商界人士普遍认为，中共二十大不仅为新时代中
国发展擘画蓝图，也坚定了各国企业深耕中国市场的信心与决心。                  新华社记者方喆摄

　　新华社纽约 10 月 21 日电（记者杨士
龙、张墨成）“中共二十大报告中关于中国
式现代化的阐述，是让我印象最为深刻的
内容之一。”美国库恩基金会主席罗伯特·
劳伦斯·库恩日前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
时说。他认为，二十大报告明确将推动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写入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
要求，展现了中国的大国担当。
　　过去 30 多年来，库恩一直密切关注
研究中国的发展变化。16 日，习近平总书
记向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作
报告，库恩全程收看了直播。
　　“世界的分化造成了许多不同的问题，
没有一个国家能够独自解决。”库恩认为，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旨在推动建设

“命运与共的国际社会”，它关系到各国人
民和全人类的共同未来。构建人类命运共
同体是推动改善全球治理的重要理念，为
全球治理贡献了中国方案，为促进世界和
平与繁荣贡献了中国智慧。
　　库恩访问过中国 100 多个城市和乡
村，见证了中国的巨大变化。在他看来，中
国共产党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将把以人民为中
心的中国理念进一步带到世界。
　　库恩表示，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
同体，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全球发展
倡议、全球安全倡议等，这些倡议都包含了
具体的落实方案。
　　 2019 年 7 月，库恩团队历时 3 年拍
摄的纪录片《前线之声：中国脱贫攻坚》在
美国播出。这部纪录片通过跟踪 6 户中国
家庭的脱贫经历，真实记录了村民、地方官
员、扶贫监督员等群体的生活和工作情景。
库恩对中国如何与其他国家共享脱贫经验
也进行了深入研究。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
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其宝贵经验
值得其他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学习和借
鉴。”库恩说。
　　库恩表示，中国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
核心的国际体系，主张各国加强对话与合
作，推动完善全球治理。目前，金砖国家合
作机制、上海合作组织等正在为促进地区
和世界和平与发展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
作用。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推动改善全球治理的重要理念
访 美 国 库 恩 基 金 会 主 席 罗 伯 特·劳 伦 斯·库 恩

  ▲这是美国库恩基金会主席罗伯特·劳伦斯·库恩。    新华社记者王迎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