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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哈尔学会与欧美同学会东南亚和南亚分
会联合主办“一带一路”建设圆桌论坛
The Charhar Institute Holds Roundtable on BRI 
with Southeast and South Asia Branch of Western 
Returned Scholars Association

学会焦点
Major Events

     察哈尔焦点

摄影／宋金朋 Song Jinpeng for the Charhar Institu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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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5月19日，由欧美同学会指导，欧美同学
会东南亚和南亚分会与察哈尔学会共同举办的欧美同
学会东南亚与南亚区域“一带一路”建设圆桌论坛在欧
美同学会总会举行。欧美同学会党组书记、秘书长王
丕君，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副主任、欧美同学会副会
长、察哈尔学会会长韩方明，新加坡驻华大使罗家良
等出席本次论坛并致辞。两位察哈尔学会国际咨询委
员会委员，于洪君大使和卢树民大使发言。

On 19 May 2018, guided by the Western Returned 
Scholars Association (WRSA),  the roundtable on the BRI, 
co-organized by the Charhar Institute and the Southeast 
and South Asia Branch of the WRSA, was held at the 
headquarters of the WRSA. Wang Peijun, Secretary Gen-
eral of the WRSA, Dr. Han Fangming, Vice Chairman of 
the Foreign Affairs Committee of the CPPCC, Vice Pres-
ident of the WRSA and President of the Charhar Institute, 
H.E. Stanley Loh, Ambassador of the Republic of Singa-
pore to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d two advisors 
of the Charhar Institute, former ambassador Yu Hongjun 
and former ambassador Lu Shumin addressed the forum.

韩方明在致辞中强调，中国与东南亚、南亚国家
之间在“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互利、共赢理念必
将为这一地区迎来和平、稳定和繁荣。他鼓励无论是
积极推动国际关系良性友善发展的大使，还是以人文
外交为抓手在民心相通中拥有丰富经验的留学归国人
员，还有以学识智慧见长的外交智库人员，以及积极
投身“一带一路”建设的企业家代表，都能以本次论坛
为新的起点，充分发挥“和平合作、包容互信、互学
互鉴、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让经验与思想碰撞，
问题与策略交融，为“一带一路”倡议在东南亚和南亚
地区深入推进贡献出智慧、策略与力量，以期实现中
国同东南亚、南亚的共同发展。

In his speech, President Han underscored win-win 
cooperation and shared benefits between China and South-
east and South Asian countries would bring peace, stabili-
ty and prosperity to China and the two regions. He encour-
aged ambassadors who proactively promoted goodwill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returned scholars with rich experi-
ence who conducted people-to-people diplomacy, knowl-
edgable and ingenious diplomacy think tank experts,  and 
businesspeople who involved in the BRI to use this forum  
where theory meet practice, as the new beginning of their 
journey that follows the Silk Road spirit of “peace coop-
eration, inclusion and mutual trust, mutual learning and 
shared benefits”, to find solutions to critical problems, to 
use their ingenuity, strategies and energy to deeply pro-
mote the BRI in Southeast and South Asia for the develop-
ments of China, Southeast Asia, and South Asia.           

新加坡驻华大使罗家良表示，中国和东盟国家在
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有着巨大的潜力，东盟-中国的合
作发展具有前瞻性，合作前景十分广阔。他认为，在
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中，应兼顾好硬件和软件两方面
的发展。应加强合作、培训和发展人力，以帮助各方
在思想上更加融合。他相信，在各方的共同努力下，
东盟和中国的关系将会不断得到加强，实质性的合作
会不断增加，中国和东盟合作将迎来下一个黄金时
代。

  H.E.Stanley Loh believed there was huge poten-
tial for China and ASEAN to cooperate on infrastructure 
projects. Forward-thinking cooperation between ASEAN 
and China has a bright prospect. He pointed out the impor-
tance of developing both physical and spiritual conditions. 
All stakeholders should increase cooperation to invest in 
human capital for both sides to understand each other’s 
thinking. He believed China-ASEAN relations, in a joint 
effort of all participants, would continuously improve, 
and substantial cooperation would continuously increase. 
There would be the advent of the next golden age of coop-
e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ASEAN.    

文/ 李博轩
翻译／梁承露 都郁  黄佳明

责任编辑／顾心阳
By Li Boxuan

Translated by Liang Chenglu, Du Yu, and Huang Jiaming
Executive editor: Gu Xiny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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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5月28日，察哈尔学会主办的“一带一路”与中拉合作研讨会在察哈尔学会秘书处会议室举行。全国政协外事委
员会副主任、察哈尔学会会长韩方明致欢迎辞。

“On 28 May 2018, the Charhar Institute held a seminar on the BRI and China-Latin America Cooperation. President Han Fang-
ming , a vice chairman of the Foreign Affairs Committee of the CPPCC, gave a welcome speech. 

一带一路”的自然延伸 智库责任的丰富拓
展——察哈尔学会举办“一带一路”与中拉
合作研讨会
The Charhar Institute holds seminar on BRI 
and China-Latin America cooperation 

学会焦点
Major Events

     察哈尔焦点

摄影／宋金朋 Song Jinpeng for the Charhar Institu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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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5月28日，察哈尔学会主办的“一带一路”与中拉
合作研讨会在察哈尔学会秘书处会议室举行。

研讨会由察哈尔学会研究员，中国政法大学比较法学
研究院副教授、拉美和加勒比地区法律和公共政策研究中
心执行主任潘灯主持。

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察哈尔学会会长韩方明
致欢迎辞。韩会长强调，当前中拉关系正处于快速发展的
重要机遇期。“一带一路”正成为引领新时期中拉关系发展的
重要引擎。拉丁美洲是21世纪丝绸之路的自然延伸，是“一
带一路”倡议不可或缺的重要参与方。他感谢今天出席研讨
会的外交界专家、学者和媒体人员，希望大家坦诚交流，
畅所欲言，并预祝本次研讨会取得丰硕的研究成果。

 韩会长宣布，王华大使、吴长胜大使、张拓大使和刘
玉琴大使正式加入察哈尔学会外事委员会，周志伟和岳云
霞正式成为察哈尔学会研究员。

韩会长代表察哈尔学会向新入会的学会外交事务委员
会委员、学会研究员颁发聘书。

察哈尔学会国际咨询委员会联席主席，中央外办原副
主任，原驻尼日利亚、瑞典大使吕凤鼎表示，近年来他多
次赴拉美，印象非常深刻。拉美有重要的战略地位，与中
国有很大的合作潜力，大多数国家都对发展中拉的关系充
满热情。但中拉合作也面临交往了解较少、合作成本较高
等问题。要克服阻力，中拉要加强互利合作，发挥长处，
稳扎稳打，不要走得太快，不要急于求成。

察哈尔学会研究员、中国拉丁美洲学会副会长、上海
大学特聘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原副所长
江时学认为，中拉合作在资金融通、民心相通方面可以做
很多工作。当前的中拉资金流通水平还比较低，可以尝试
扩大双边本币互换，充分发挥人民币国际化的优势，帮助
部分国家走出经济危机。“一带一路”的宣传工作，可以从官
员、媒体、学者等方面入手，让拉美和中国走得更近。

察哈尔学会外交事务委员会委员，中国国际问题研究
基金会拉美研究中心主任，原驻玻利维亚、巴哈马、哥伦
比亚大使吴长胜指出，16世纪下半叶，中国的丝绸、瓷器
等货物经由马尼拉运到墨西哥、秘鲁，带回辣椒和玉米。
现在讲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延伸到拉美，有历史依据
和渊源，也是一种大势所趋、水到渠成的过程。

察哈尔学会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拉美研究所经济
研究室主任岳云霞围绕“一带一路”框架下的中拉产能合作谈
了自己的观点。她认为，当前中国在拉美的投资面临一定
的问题，如营商环境不稳定，贸易畅通程度低，区域发展
碎片化，基础设施水平也有待提升。“一带一路”有助于拉美
贸易畅通、设施联通，也能促进拉美的制度创新。它给中
拉双方提供了融通路径和合作路径，是解决现实性问题的
一个平台。

察哈尔学会外交事务委员会委员，中国古巴友好协会
副会长，原驻厄瓜多尔、智利、古巴大使刘玉琴指出，中
国正在进行经济转型，拉美也正在进行再工业化，双方都
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中拉双方要充分利用中拉论
坛的机制和“一带一路”战略规划的两大平台，加强战略对
接，把双方的互补优势转化为具体合作的成果。中国帮助
拉美实现现代化，既有利于拉美，也是自身的国家利益所

在。
察哈尔学会外交事务委员会委员、中共中央对外联络

部拉美局原局长、原驻几内亚比绍大使王华分析了“一带一
路”在拉美的机遇、风险和挑战。他指出，30多个拉美的国
家和地区，历史、文化、宗教、风俗习惯都不尽相同，语
言也有差异。我们更加看重拉美的资源和潜力，拉美更加
看重我们的投资和市场，相互之间差异明显。我们推进“一
带一路”在拉美的过程中，应该认真加以思考，审慎进行判
断。

察哈尔学会外交事务委员会委员，中国拉丁美洲和
加勒比友好协会副会长，原驻玻利维亚、阿根廷、委内瑞
拉、古巴大使张拓认为，在当前的新形势下，如何搞好对
接是中国在拉丁美洲“一带一路”实施落实好的关键所在。其
中，理念对接、需求对接、层次对接、民生对接、多元对
接五个方面尤为重要。

察哈尔学会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拉美研究所国际
关系研究室副主任，巴西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周志伟介绍了
他对拉美地缘政治环境的研究成果。他提出，中国、美国
在拉美面临竞争，中美在拉美的博弈是中美两国在全球博
弈的延伸。一带一路”如果能够带动拉美的互联互通，毫
无疑问就会促进拉美地区一体化。拉美地区一体化得到加
强，会直接对美国和拉美的互动关系产生影响。

外交部拉美司原司长，中国原驻厄瓜多尔、阿根廷大
使曾钢指出，“一带一路”对于中拉关系可以起到不可替代的
引导作用。中拉论坛第二次部长会议发表了关于“一带一路”
的特别声明，表明拉美的政治家从国际战略的角度看到了“
一带一路”对本国、对中拉关系的重要性于广阔前景。

互动提问环节中，来自新华社、中国国际电视台、《
今日中国》等媒体的记者结合自身在拉美的工作经历表达
了自己的看法。嘉宾详细解答了现场观众提出的问题，现
场气氛十分热烈。

察哈尔学会秘书长、高级研究员，原驻斯特拉斯堡总
领事张国斌作总结。他介绍了近年来学会在中韩关系、中
日关系等方面所做的努力和取得的成绩。他表示，学会第
一次主办中拉关系研讨会，这是一次有益的尝试。中拉合
作迎来新机遇，察哈尔学会也希望走向拉美，为我们国家
的“一带一路”贡献察哈尔智慧。

新时代新形势下，“一带一路”倡议进入关键实施时
期，中拉关系迎来重要机遇，也面临新的风险和挑战。作
为中国非官方的外交与国际关系智库，察哈尔学会此次举
办“一带一路”与中拉合作研讨会，让经验与思想碰撞，问题
与策略交融，为“一带一路”与中拉合作深入推进贡献智慧、
策略与力量。

文/ 李博轩
责任编辑/ 顾心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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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5月31日下午，由察哈尔学会与中国驻韩大使馆联合举办的“中韩关系发展高层研讨会”在韩国首尔新
罗酒店迎宾馆举行。

“On 31 May, 2018,the Development of China-ROK Relations High-level Seminar co-organized by the 
Charhar Institute and the Chinese Embassy to ROK was held at the Shilla Hotel in Seoul, ROK.

察哈尔学会与中国驻韩大使馆联合举办
中韩关系发展高层研讨会
The Charhar Institute and the Chinese Embassy to 
ROK Co-organizes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ROK 
Relations High-level Seminar

学会焦点
Major Events

     察哈尔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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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31日下午，由察哈尔学会与中国驻韩大使馆
联合举办的“中韩关系发展高层研讨会”在首尔新罗酒
店迎宾馆举行。

参加此次研讨会的中方嘉宾有中国驻韩大使邱国
洪，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察哈尔学会会长韩
方明，秘书长张国斌，外交部朝鲜半岛事务副代表宁
赋魁大使，延边大学朝韩研究中心首席专家、国际政
治学科教授金强一和赵可金、朱锋、刘鸣等多位察哈
尔学会高级研究员。韩国外交部第一次官林圣男，韩
国国会议员、前国务总理李海瓒，韩国国会议员、前
副总理、察哈尔学会国际咨询委员会委员金振杓和来
自韩国成均馆大学、汉阳大学、同德女子大学、韩国
国立外交院、世宗研究所、东国大学、韩东大学等学
术机构的代表参加了此次研讨会。

与会代表纪念和回顾了双方签署战略合作伙伴关
系十年来的中韩关系，就增加战略互信，深化发展双
边关系及克服目前的困难，维护好半岛和平与稳定举
行了闭门讨论。双方还就朝美会谈、南北关系等议题
交换了看法。

以下是韩方明会长主旨发言全文:

尊敬的林圣男次官，
李海瓒前国务总理，
金振杓前副总理，
邱国洪大使，
各位嘉宾朋友们：

大家好！

察哈尔学会能够与中国大使馆共同主办这次中韩
关系发展高层研讨会并允许我作主旨发言，我感到非
常荣幸。当前半岛正处于十字路口，究竟是打开和平
之门，走向半岛长期繁荣稳定的美好明天，还是关闭
机遇之窗，滑入经久冲突对抗的可怕泥潭，不仅半岛
地区的民众翘首以待，而且整个世界都在焦急等待，
等待着一个足以载入史册的历史性时刻。

作为一家非官方的外交和国际关系智库，察哈尔
学会一直致力于公共外交与和平的事业。在过去的一
年里，我们一起风雨兼程，携手前程，见证了半岛从
最艰难的时刻一路走来，正在形成一荣俱荣、一损俱
损的命运共同体。

当今世界，风云变化，世事难料。依个人多年的
经验，我敢说没有任何一个地方比半岛的局势更复
杂，没有任何一个麻烦比半岛的局势更纠结。在这片
土地上，人们曾经历了战火硝烟的创伤，也曾经度
过了艰难行进的岁月，他们感受了热战的涂炭之伤，

也经受了冷战的对抗之苦，人民经受着核弹的危机之
痛，更体验着亲人的离别之难。站在历史的十字路
口，作为一个为和平而奔波的人士，我对半岛民众的
心情感同身受，能够清晰地感受到所有的人们期待和
平的眼神和呼唤和解的目光。为千万苍生福泽，为天
下四海太平，我们有一万个理由去说服各方，止刀兵
于大爱，化干戈为玉帛。

半岛和平，非昼夜之功。越是复杂的问题，越是
考验一个民族的智慧。中国古人讲，智在于求大，慎
在于畏小。这一智慧表明，越是面临山重水复疑无路
的困苦，越有可能找到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奇遇。要想
做出充满智慧的决断，就需要抓大放小，未必寻求面
面俱到。在这个问题上，我认为韩国平昌冬奥会以来
有关各方的努力，给我们以很大的启发。

长期以来，半岛局势陷入困局，有关各方均为此
苦恼不已。正当人们一筹莫展的时候，在有关各方的
共同努力下，借助平昌冬奥会的机遇，为半岛的和平
打开了一扇“机遇之窗”。但正如大家知道的，半岛问
题至关重要的朝美对话仍在一波三折。

在我看来，解决半岛问题的过程是复杂的，这个
过程如同大海行舟，难免遭遇起伏和波折。但就在这
个过程中，我们不仅面临挑战，同时也蕴藏着机遇。
正如大家看到的，半岛南北双方的沟通和接触从未像
今天这样频繁，我们理应对相关各方就彼此关系展现
的善意和对推进半岛无核化、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展现
的积极态度表示赞赏。我们愿继续支持朝美两国最高
领导人举行会晤，鼓励各方要坚持对话解决朝鲜核问
题，不要因一时的困难或挫折立场倒退。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解决朝核问题，不能只靠
武力或制裁，接触和沟通才是必不可少的。在此，我
呼吁朝美双方珍惜这段时间取得的积极进展，保持定
力，保持耐心，互释善意，相向而行，不为任何风险
所惑，不为任何压力所惧，坚定不移地走对话协商之
路，走合作共赢之路，努力推动半岛无核化进程，推
进半岛和平发展事业。

“渡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半岛和平
大门钥匙，归根到底没有掌握在其他国家手里，还是
掌握在半岛人民手中。我始终主张，不管新一轮朝核
问题谈判结果如何，只要朝鲜半岛南北双方坚定不移
地走对话协商之路，半岛地缘政治经济格局就会不可
避免地发生巨大变化。一句话，韩朝关系终归要好起
来才行，中韩关系、中朝关系以及中美关系也必须好
起来才行，这是历史得出的重要结论，也应该是我们
坚定不移的信念。

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我们正在前进，我们
正在做人类历史上极其伟大的和平实验。我们已经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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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察哈尔焦点

出了历史性的第一步，我们应该努力跨出更具历史意
义的第二步。当金正恩委员长和文在寅总统向着朝韩
和解跨出那历史性的一步时，我就坚信，只要我们继
续往前走，就一定能够迎来更加美好的明天。因此，
我们应该号召更多的人加入我们的行列。有道是，“
远亲不如近邻”。作为半岛的最重要邻居，中国人对
半岛有着非同寻常的情感。习近平主席说，中国坚持
走和平发展道路，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
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面对来自各方
面的挑战和压力，中国人是真心实意地愿意与有关各
方一起努力，乐见半岛沿着不战、不乱、无核的方向
阔步向前。面对挑战，中韩两国应该增进互信，深化
合作，不断夯实中韩共同发展的基础， 勇敢地肩负起
开创新时代的光荣使命。

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面对未来，我们充满
信心，面对挑战，我们积极乐观。我和我领导下的察
哈尔学会，愿意广结天下朋友，携手努力前程，共同
致力于维护中韩和平友好和东北亚地区的持久和平。
近年来，察哈尔学会为半岛局势做了一点事情，今年
年初文在寅总统给我颁发的外交贡献勋章兴仁勋章，
这对我们是莫大的鼓舞。我们将一如既往地推动中韩
友好，致力于维护东北亚和平与繁荣稳定。在此，我
希望在座诸公都能畅所欲言，在有限的时间里，碰撞

出智慧的火花，让中韩两国之间的关系能够更快、更
好、更稳健地向前发展，增进中韩两国在政治领域的
互信，在经贸、安全、人文等各领域的广泛深入交流
与合作，共同为东北亚的和平繁荣做出努力。 

 
文/ 马文生

摄影/ 特尼格尔
责任编辑/ 顾心阳

察哈尔学会会长韩方明作主旨发言

     察哈尔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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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3日，2018欧中青年领袖论坛在匈牙利小镇佩
奇举行。论坛围绕“一带一路”主题设置“一带一路”青
年与领袖对话、欧中政治家与企业家圆桌、主题讲
座、模拟“16+1合作”等环节。察哈尔学会作为论坛的
合作伙伴，学会秘书长、资深外交官张国斌应邀出席
并发言。

On May 3rd 2018, the Europe-China Youth Leadership 
Forum was held in Pecs, a small town near Budapest. The 
forum composed of distinguished sections, including 
young leader dialogue, European and Chinese politicians 
& entrepreneur roundtable, among others. Participating 
as a partner of the forum, Secretary Zhang Guobin of the 
Charhar Institute gave remarks on the theme “Youth and 
the Belt an Roald Initiative”.

 

5月4日，察哈尔学会会长韩方明离京对平壤进行
工作访问，并于5月5日上午结束访问回京，学会副秘
书长马文生等随行。

On May 4th  2018,  Han Fangming, President of 
Charhar Institute. Accompanied by Deputy Secretary 
General Ma Wensheng, President Han visited Pyongyang 
and returned to Beijing on the 5th. 

5月4 - 5日，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暨《马克思
主义在中国的实践》研讨会由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
和比利时-中国友好协会联合主办。察哈尔学会秘书
长张国斌赴比利时出席研讨会，并从智库建设角度出
发分享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实践与成果。

On May 5th 2018, the “Marxism Practice in China” 
Symposium was held in Brussels by the Chinese People’s 
Association for Friendship with Foreign Countries in 
collaboration with the EUROCHINE Association  as an 
initiative to commemorate Carl Marx. Secretary General 
Zhang Guobin of the Charhar Insitute attended the event. 

 

近期动态
News & Events

翻译：都郁 黄佳明   
校对：段德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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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5日下午，朝鲜金日成综合大学校长兼高等教
育相太亨哲一行到访察哈尔学会北京总部办公室适
园。双方就具体贯彻两国领导人会谈共识达成一系列
合作意见，决定建立定期工作机制，并探讨了更广泛
的合作方式。

On May 5th 2018, the delegation from Kim Il-
sung University visited Shi Garden, Charhar’s Beijing 
headquarters. During his visit, the delegate spoke with 
President Han, former Ambassador Ning Fukui, Executive 
Deputy Secretary General Zhou Hucheng, Deputy 
Secretary General Ma Wensheng, among other experts.

 

5月6日上午,内蒙古察哈尔文化研究会会长潘小平
一行到访察哈尔学会。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副主任、
察哈尔学会会长韩方明在适园会见了潘小平一行。

双方就下一步具体的学术合作达成一系列合作意
向，并就提升察哈尔文化国际影响力等方面进行了深
入探讨。

On May 6th 2018, President Han met with Pan 
Xiaoping, the Director of the Inner Mongolia Institute of 
Charhar Culture. President Han and Director Pan agreed to 
provide series of scholarly collaboration, and discussed the 
international influence of the Charhar culture. 

 

5月7日上午，察哈尔学会与毛里求斯华商经贸专
业联合会在察哈尔学会秘书处会议室举办签约仪式。

On May.7th, Charhar and the Mauritius Chinese 
Business Chamber inked a new contract, binding both 
parties.

 

5月8日，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察哈尔学
会会长韩方明应泰国正大集团邀请率团抵达泰国开始
为期五天的访问，韩方明一行在驻泰国大使馆会见了
驻泰大使吕健，双方进行了友好会谈。

On May 8th 2018, by invitation of Charoen Pokphand 
Group, President Han left Beijing for a five-day visit to 
Thailand, where he met with Chinese Ambassador to 
Thailand.

     察哈尔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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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月9日上午，察哈尔学会会长韩方明率代表团
访问了泰国中华总商会，并与主席陈振治、副主席林
楚钦、刘秉钦、李桂雄等泰华侨领袖进行了会谈。当
天下午，代表团还访问了泰国广东商会并与会长林国
鑫、执行副会长林奋强等会谈。

On the morning of May 9th 2018, President Han 
visited the Thai-Chinese Chamber of Commerce and 
communicated with Thai Chinese leaders including the 
President Jitti Tangsithpakdi, and Vice President of the 
chamber.

 

5月9日上午，察哈尔学会代表团在全国政协外事
委员会副主任、察哈尔学会会长韩方明的率领下访问
了泰国朱拉隆功大学，并与校长班迪•厄阿鹏教授等
进行了友好会谈。双方表示今后将在人文、外交与国
际关系等各学科开展多层次的交流与合作，共同促进
两国之间的友好。

On the morning of May 9th 2018, Han Fangming, 
the vice chairperson of the Foreign Affairs Committee of 
the CPPCC and President of the Charhar Institute, visited 
Chulalongkorn University and spoke with Mr. Eua-arporn, 
president of the university. 

 
5月10日，以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察哈

尔学会会长韩方明为团长，前驻泰国大使宁赋魁为顾
问的察哈尔学会代表团一行访问了正大集团并与谢国
民资深董事长举行会谈。

On May 10th 2018, and with Han Fangming as 
the head, Ning Fukui as the senior advisor, the Charhar 
Institute delegation met with Chairman Xie Guomin of 
Charoen Pokphand Group and traveled to the corporation's 
leadership institute in KOR YAI, NW of Bangkok.

 

5月15日，北京市海淀区委领导一行对察哈尔学
会北京总部所在地适园进行了调研，并参加国际智
库小镇建设座谈会。前来调研的领导有海淀区委副书
记刘勇、上庄镇党委书记刘涵、海淀区委办副主任肖
瑶、上庄镇党委副书记辛果等。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
副主任、察哈尔学会会长韩方明出席了座谈会。

On May 15th 2018, government officials of Haidian 
District visited our Beijing headquarters and had a meeting 
with President Han and other leaders. Shangzhuang Town 
is likely to become a first-of-its-kind international th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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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nk town in China (Beijing's equivalent of Dupont Circle)
 

5月14日，由察哈尔学会上海办公室与上海社会
科学院、上海市海外救援服务中心合作举办的“一带
一路”机遇中的企业海外拓展研讨会成功举行。

On May 14th 2018,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under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Seminar on Overseas 
Cooperation among Corporations” was held successfully. 
The seminar was co-organized by Shanghai office of the 
Charhar Institute, 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 
and the Overseas Rescue Service Center of the Shanghai 
Municipal People’s Government. 

 
5月16日，察哈尔学会副秘书长、《公共外交季

刊》编辑部主任马文生在学会秘书处会见了《一带一
路报道》杂志副总编辑邓灼率领的该刊编辑部代表团
一行。双方就在案例研究、战略对话等层面展开学术
合作，开展资源共享，及在《一带一路报道》杂志开
设专栏等达成共识。

On May 16th 2018, Ma Wensheng, Deputy Secretary 
General and Editor of Public Diplomacy Quarterly, met 
the delegation of The Belt and Road Reports led by 
Deng Zhuo, Deputy Editor of the journal, and reached a 
consensus on the future academic cooperation in terms of 
case studies and strategic dialogue. 

 

5月17日，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察哈尔
学会会长韩方明博士在学会北京总部适园会见国际预
防危机组织东北亚高级顾问康明凯。 双方就朝鲜半岛
目前的局势交换了看法。

On May 17th 2018, President Han met with Michael 
Kovrig from International Crisis Group at Shi Garden, 
our Beijing headquarters, and exchanged views on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Korean Peninsula. 

 

5月23日，应韩方明会长邀请，韩国中央耶像学
校董事长、水原中央浸礼会主管牧师高明镇率代表团
抵京，开始为期三天的访问活动。韩国汝矣岛纯福音
教会主任牧师李永勋、韩国国会议员李惠勋、韩国国
家祈祷早餐会事务总长郑均凉、韩国水原中央浸礼会
秘书室长李治宙等人参加了此次访问。

On May 23rd 2018, at the invitation of President 
Han, Gao Mingzhen, Senior Pastor of Korean Suwon 

     察哈尔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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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ntral Baptist Church, arrived in Beijing for a three-day 
visit. Li Yongxun, Senior Pastor of Yoido Full Gospel 
Church; Li Huixun, Member of the Korean Parliament; 
Zheng Junliang, Chief Executive of Korean National 
Prayer Meeting; and Li Zhizhou, Director of Korean 
Suwon Central Baptist Church Secretary also joined the 
delegation. 

 

5月28日，由上海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察哈
尔学会上海办公室、中国海洋发展研究中心共同举办
的“筹海沙龙”成功举办。本次沙龙以“南海法律战的回
顾与前瞻”为主题，英国中央兰开夏大学哈里斯国际
法终身教授、国际法与比较法研究所所长邹克渊，华
东政法大学教授马得懿等人出席了此次沙龙。

On May 28th 2018, a salon on the theme of “Retrospect 
and Prospect of the Legal Battle around the South China 
Sea”, co-organized by the Institute of Law of SASS, 
Shanghai Office of the Charhar Institute, and  Academy 
of Ocean of China, was successfully held in Shanghai. 
Zou Keyuan, Harris Professor of International Law at 
the Lancashire Law School of the University of Central 
Lancashire and President of the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and Comparative Law, and Ma Deyi, Professor of East 
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also joined 
the discussion. 

 
 
5月29日，由人民日报社、中国侨联指导，人民

日报社人民论坛杂志社与中国侨联文化交流部联合主
办的“中国海归群体与改革开放40年——2018第四届海
归中国梦年度盛典”在北京人民日报社成功召开。察
哈尔学会秘书长张国斌应邀出席并发言。

On May 29th 2018, “2018 The Fourth Chinese Dream 
Ceremony of Returnees -- Chinese Returnees and 40 
Years after Chinese Economic Reform”, co-organized by 
People's Tribune and the Cultural Exchange Department 
of All-China Federation of Returned Overseas Chinese 
(AFROC) and under the instruction of People’s Daily and 
the AFROC, was successfully held in Beijing headquarters 
of People’s Daily. Zhang Guobing, Secretary General of 
the Charhar Institute, attended the ceremony and delivered 
a spee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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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30日下午，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察
哈尔学会会长韩方明率团访问韩国国立外交院，受到
国立外交院院长赵炳珶大使、中国研究中心主任丁相
基大使等人的热忱欢迎，双方就半岛局势、“特金会”
及未来与察哈尔学会的合作进行了座谈。

On May 30th 2018, Han Fangming, Vice Chairman 
of the Foreign Affairs Committee of the Chinese People’s 
Political Consultative Conference and President of the 
Charhar Institute, led a delegation to visit Korean National 
Diplomatic Academy. The delegation received warmly 
welcome from Ambassador Zhao Bingdi, President of the 
Korean National Diplomatic Academy and Ambassador 
Ding Xiangji, Director of China Research Center. The 
two sides exchanged views on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Korean Peninsula and the upcoming Kim-Trump summit.

 

5月31日上午，由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副主任、 
察哈尔学会会长韩方明率领的察哈尔学会代表团一行
应中国驻韩大使馆邀请参加“第二届中韩知名人士教
育培训班”结业典礼并聆听了全国政协常委、察哈尔
学会国际咨询委员会委员、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
长贾庆国教授结业授课。

On May 31st 2018, at the invitation of Embassy 
of China to the Republic of Korea (ROK), the Charhar 
Institute delegation, led by President Han, attended this 
year's commencement of academy for notable people 
in China and the ROK. The delegation listened to the 
commencement speech delivered by Prof. Jia Qingguo, 
Member of the Standing Committee of the CPPCC, 
Advisor of the Charhar Institute and Dean of Peking 
University's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察哈尔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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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于洪君：关于拓展和深化南亚外交的
几点思考和建议
Yu Hongjun: Reflections and Sugges-
tions on Developing and Strengthening 
Diplomacy with South Asian Countries

作者：于洪君，察哈尔学会首席研究员、中国人民争取和平与裁军协会副会长、中
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原副部长兼当代世界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前驻乌兹别克斯坦大使

文章来源：作者授权察哈尔学会首发

权威观点

南亚地区包括哪些国家？从事国际关系和地缘政
治学研究的专家学者存在不同说法。有人从我国外交
实际出发，主张把缅甸作为南亚国家来研究；也有些
西方学者根据他们的需要，将伊朗算作南亚国家。我
们这里所说的南亚，是指加入南亚联盟的8个国家，
即印度、不丹、尼泊尔、巴基斯坦、孟加拉国、斯里
兰卡、马尔代夫和阿富汗。

上世纪60年代，我国与巴基斯坦、尼泊尔、阿富
汗成功地解决了边界问题，与印度却因边界纠纷发生
大规模战争。领土争议成了长期困扰中印关系的重大
障碍。受中印关系影响，中国与不丹的领土问题也没
有解决，两国至今没有建交。

目前，我国与南亚地区5个国家拥有共同边界，
最长的是中印边界，超过2千公里，最短的是中阿边
界，不到100公里。

据统计，南亚8国当前人口总共约18亿，约占全
球人口总数1/4。由于历史和现实原因，南亚地区的
和平与发展问题极为复杂。印度是接近于中国的第二
人口大国，发展不平衡问题特别突出，巴基斯坦和阿
富汗政局动荡，是世界公认的恐怖主义策源地。阿富
汗、孟加拉国、尼泊尔和不丹，同时又属于联合国认
定的最不发达国家的44国之列。

南亚各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参差不齐，历史
文化底蕴五光十色，相互关系性质和对外政策取向相

去甚远。妥善处理我国与南亚国家的关系，努力开创
南亚外交新局面，不仅是营造长期稳定的睦邻友好环
境的一个主要环节，同时也是全面推进中国特色大国
外交的重要任务之一。

近年来，我国的南亚外交表现出很强的开拓性和
进取性，同时也更具开放性与合作性。从政治和安全
角度看，我国与南亚国家各国建立了不同形式和内涵
的伙伴关系，战略互信度持续提升，与印巴两国在上
合组织内的合作不断推进，与印度在“金砖国家”框架
下的合作亦呈现良好前景。

从经贸关系与务实合作角度看，中国与南亚国
家的贸易总额持续增长，已由2007年的500多亿美元
增加到2016年的1300亿多美元。中国在南亚地区的投
资，存量迅速增长，去年已超过100亿美元。此外，
南亚地区还是中国最大的海外工程承包市场。中方完
成的工程合同额已超过2000多亿美元。

2005年，中国与日本一道，作为域外国家，先于
美国、欧盟、韩国、俄罗斯及伊朗等国，成为南亚联
盟观察员国。努力参与南亚联盟事务，在南亚联盟框
架下寻求合作，已经成为我国南亚外交的重要选项。
但印度块头较大，在南亚联盟中居于主导地位，对中
国参与南亚联盟事务心存芥蒂，中印关系虽然总体
上也在向前发展，但尚未完全摆脱“剪不断理还乱”状
态。我国与巴基斯坦形成了全天候伙伴关系，但双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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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合作中也不无问题。
我们推进南亚外交，困难与机遇同时存在，成就

与问题相辅相成。观察南亚事务，开展南亚外交，既
要看到各国发展迟滞，充满矛盾与冲突，各种利益关
系犬牙交错的一面，也要看到该地区发展潜力很大，
对华合作需求度高，机遇和可能不断增加的一面。在
当前国际力量对比深刻变动、地缘战略格局不断重
组、利益互求与互斥两种趋向同时存在的情势下，我
国的南亚外交应有更大建树和作为。

第一，确立并发展与南亚国家的关系，要始终秉
持睦邻友好的理念、高举命运共同体的旗帜。周边地
区是中华民族生身立命之本，是现代中国繁荣富强之
基。当前，国际形势发展进程中的不稳定性、不确定
性、不可测性十分突出。国际大环境和我们的周边小
环境，风诡云谲，变幻莫测。我们在周边地区，特别
是南亚地区，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与我国的政治互信
不够充分，务实合作不够理想。

处理南亚问题，要深刻领会习总书记的思想，即
要摒弃“国强必霸”的传统冷战思维，坚决不走历史上
教训深重的强权政治老路，也要特别警惕南亚地区“
未强先霸”的民粹政治思维，努力防止国际上汹涌来
潮的民族主义对我国周边事务的消极影响。

目前世界上有些人热血喷张，借助极端民族主义
哗众取宠，很容易把我们和印度这样“将强未强”的国
家推向“未强先霸”的歧途。我们自己对此要有充分的
准备，同时也要坚持不懈地做好南亚国家的工作，特
别要做好印度方面的工作。要强化命运共同体意识，
大力发掘和宣传我与南亚国家关系中的正能量和正资
产。

第二，要适应时代潮流发展变化和地缘战略格局
重组的新态势，制定并实施既符合我自身利益同时也
兼顾南亚各方利益的外交战略和务实合作规划。近
年来，我们对南亚事务的参与度不断提高，做了不少
造福各国人民的好事大事。诸如帮助一些国家脱贫解

     察哈尔声音     察哈尔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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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在有关国家开展农业合作、大力推进旅游开发、
广泛开展工程承包、不断推进基础设施建设、参与当
地民生工程等。我国在该地区的形象，越来越好。

在此基础上，我们应针对整个南亚事务，制定出
系统的和经得起检验的区域性战略和策略。建立公平
正义的新型国际关系、均衡稳定的大国关系、睦邻友
好的周边关系等新理念，打造开放型世界经济、推进
区域性安全合作、树立命运共同体意识、建立伙伴关
系网等新主张，应在南亚事务中得到充分体现。

为此，我们应对各国的地缘战略价值进行重新评
估，对中国与相关国家的关系重新梳理和定性。譬如
对印度，应引导改变国人改变印度发展远不及我、中
印积怨甚深无法合作等惯性思维。要在充分认识印度
世界第八大经济体地位、拥有一定核力量、在本地区
拥有独特影响力的基础上，在进一步平衡中巴中印关
系，坚持管控双方边界争议的同时，积极落实好习近
平与莫迪就两国关系发展问题达成的新共识，使中印
关系的发展演进更加符合南亚地缘战略格局，符合我
国发展利益与安全利益。

第三，要坚持睦邻友好、合作发展、共同繁荣、
普遍安全的周边外交理念，将与邻为善、以邻为伴、
睦邻安邻富邻的周边外交政策和习总书记提出的“亲
诚惠容”理念，贯彻落实到南亚外交实践中去。我们
对南亚开展公共外交，学术界对南亚开展友好交流，
不是要简单重复这些政策和概念，而是要用不同声
音、不同表达方式，阐述和倡导睦邻友好、和平共
处、互学互鉴、共同进步、合作共赢等基本主张。

我们不能因世界上存在“森林法则”，就对“非我同
类，虽远必诛”的民族主义喧嚣听之任之。不能让南
亚国家认为我们在外交上说一套做一套，不管共同安
全而只顾自身安全；不搞普惠繁荣而只搞一花独放；
不搞可持续发展而只搞一锤子买卖；不顾长远利益而
贪图急功近利。

在美国提出印太战略的新形势下，尤其不宜把参
与南亚国家港口建设，与所谓破解“马六甲困境”挂起
钩来，甚至与所谓中国海军打造“印度洋珍珠链”挂起
钩来，要防止授人以柄。如何应对所谓的印太战略，
要有深层次的研究和思考。

第四，要充分考虑到南亚地缘政治环境的特殊性
与复杂性，推进“一带一路”建设要因国而宜，因势利
导，顺势而为，要有新思维、新概念、新路径。“一
带一路”建设从整体上说，目前仍处于初始阶段。如
何在南亚地区乃至全球范围内推进“一带一路”，是个
认识、实践、再认识、再实践、不断探索和进取，没
有止境的过程。

在南亚地区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不能简单照搬

其他地区的做法和经验。要有多种选择、多种方式。
基础设施建设、民生工程建设，安全机制建设，都要
有创新和突破。不能只讲经济利益，还要考虑政治安
全，考虑合作伙伴国的需要。在当前“孟中印缅经济
走廊”建设推而不动的情况下，可考虑使用“中国—南
亚经济走廊”、或“环喜马拉雅经济带”等概念。鉴于印
度对“中巴经济走廊”建设疑虑重重，我们应努力淡化
中巴经济走廊的政治色彩，不一定非将其称为“一带
一路”旗舰项目。我国新提出的“中缅经济走廊”构想，
如何延伸到阿富汗，如何与构想中的中国—中亚—西
亚经济走廊相衔接，宜深入研究可行性，在宣传上不
宜操之过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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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金珍镐：再看板门店南北韩高峰会谈
Kim Jin Ho: Review on the North-South 
High-Level Talks in Panmunjom

作者：金珍镐，察哈尔学会研究员、（韩国）檀国大学教授

文章来源：作者授权察哈尔学会首发

权威观点

20世纪初期，强国曾在朝鲜半岛上进行了为提高
影响力的争夺战, 最终朝鲜半岛得经历了长达36年的
日帝强占期，第二战结束后也没得到统一的独立，而
变为朝鲜半岛南北分裂。在分裂的朝鲜半岛1950年6
月25日发生同民族之间的战争，导致南北朝鲜人、包
括美国的16个联合国和中国人数百万军人和百姓牺牲, 
留下一段悲惨的历史。

朝鲜战争停战协定签署于1953年，旨在结束给民
族造成巨大悲剧的朝鲜战争，而其结果就是导致朝鲜
半岛至今一直处于停战状态。朝韩激烈对立的1990年
代初，朝鲜为了赢得武力上的优势而开发核武，从
2006年开始核试验及发射了弹道导弹到2017年，朝鲜
半岛由于朝韩和中美等大国的军事冲突危险系数非常
大，世界称它为世界的“火药库”之一。

 
朝鲜半岛宣布“停战”而进入新国际秩序的可能性

不低

2018年韩国文在寅政府趁着平昌冬奥推进朝韩交
流及有关朝鲜核武的谈判，4月27日已成功地举办了
南北高峰会谈，对朝韩交流和半岛无核化议题上得到

了局部的进展，目前还等着进行北美会谈及相关国家
之间的领导会晤，目前没法判断朝鲜核武处理的国际
协调最终结果，但是，通过已进行的会谈内容及其反
应来看，在朝鲜半岛宣布“停战”而进入新国际秩序的
可能性不低。

朝 鲜 战 争 后 半 岛 分 裂 象 征 是 休 战 线 上 的 板 门
店，有三间同时包括南方地区和北方地区的天蓝色
建筑，板门店完整地保留着自1953年在板门店签署
停战协定之后南北韩之间的对抗历史。在共同警备
区里(JSA: Joint Security Area)，分别被称为T1（中立
国监督委员会会议室）、T2和T3，T源于英语“临时”
（temporary）一词。

管辖板门店的联合国军司令部的相关人士解释
称，“签署停战协定时不知道分裂会长期化，当时使
用临时’字样，一直沿用至今。” 其中T2和T3之间的道
路使用最为频繁，因为这是连接北方的板门阁（朝鲜
领域）自由之家（韩国领域）。

4月27日文在寅总统和朝鲜领导金正恩在此地首
次相逢，在南侧“自由之家”举行南北高峰会谈，他们
相遇的地点是板门店T2（军事停战委员会主会议室）
和T3（军事停战委员会小会议室）之间的道路。这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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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脑会谈在美国和周围国家的密切配合下顺利推进，
也具有重大意义。文总统5月9日将日本参加中日韩领
导会谈，接着中旬将赴美国举行第三次韩美首脑会
谈，接着世纪性的朝美会谈即将进行。

这次，文在寅总统与金正恩委员长的会谈与以往
的两次南北首脑会谈大不相同。以往的两次会谈都因
为朝鲜的坚持而选择在平壤举行，而这次会谈却得到
金正恩的首肯，第一次选择在韩国国土上进行。文在
寅总统在当天上午会谈的开场发言中表示，“从金正
恩委员长有史以来首次越过军事分界线开始，板门店
便不再是分裂的象征，而是变身为和平诞生之地。在
此，我想再次向金正恩委员长创造出今天这一局面的
决心表达敬意。今天，希望我们能够畅所欲言并达成
共识，为整个民族以及期待和平的全世界所有人士送
上一份大礼”。

金正恩委员长表示，“今天在这里，和平繁荣、
朝韩关系迎来了书写真正新历史的瞬间，我怀着站在
这样的起点上释放出该信号的心情来到了这里。让我
们开怀畅谈遗留问题和关切事项，并创造出理想的结
果，面向未来、携手共进，不负各方人士的期待”。

这4月27日的板门店的南北首脑会谈正推动发表
了朝鲜半岛结束战争状态宣言。文在寅总统在青瓦
台与各大媒体的社长举行座谈会时表示“我们应当终
结过去65年的停战机制，通过发表结束战争状态的宣

言，签署和平协定”。
对此，美国国务院表示“希望停战协定的状态能

够正式结束”，美国总统特朗普也在4月17日与日本首
相安倍晋三会谈时表示“希望双方围绕终止战争的讨
论能够顺利进行”。中国也通过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
表示“中方支持半岛早日结束战争状态，有关各方合
力构建半岛和平机制”。

 
文在寅与特朗普的75分钟电话

文在寅总统当地时间28日晚从9点15分到10点30
分，和特朗普总统通了75分钟电话，讨论了南北首脑
会谈的结果等。此次通话是在去年5月文在寅总统就
职以来，韩美元首间最长时间的通话。

据青瓦台发言人金宜谦透露，文在寅在电话中表
示，“朝鲜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说，‘对特朗普总
统让朝鲜-美国首脑会晤得以举行予以高度评价。如
果与特朗普总统见面，会很谈得来。’”

特朗普对此表示，“通过《板门店宣言》，确认
朝鲜半岛将实现彻底无核化的目标，这不仅对于南北
朝鲜，对于全世界都是十分喜人的消息。”4月9日举
行的白宫会议上表示“朝美会谈将在5月或6月初举行
的”。

特朗普28日在密歇根州华盛顿小镇举行的演讲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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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那将是一次对朝鲜半岛无核化非常重要的会
谈，”“我认为会谈会在三四周内举行。” 美国总统特
朗普决定在5月份举行将决定无核化前景的朝鲜-美国
首脑会谈。

韩国总统文在寅表示，国际社会对南北首脑会谈
的成果予以极大支持，尤其是美国总统特朗普指出“
朝鲜战争即将结束”，并把本次会谈评价为历史性会
晤。另外，包括中国、日本、俄罗斯等周边国家在内
的全世界对会谈结果表示欢迎。我对一如既往地支持
和鼓励本次会谈的韩国国民表示衷心感谢，且对在会
谈上表现出真诚态度的朝鲜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
表示诚挚谢意。

他又表示，为了让朝美首脑会谈取得成功，政府
应付出必要的努力，包括与美方保持紧密合作等，同
时要启动朝韩美三方对话渠道，努力得到国际社会的
支持。

 
朝美首脑会谈地点

韩国媒体5月1日报道，就美国总统特朗普将板门
店也列入朝美首脑会谈的备选地点一事表示，板门店
在化解分裂、树立和平里程碑方面是一个十分具有历
史意义的纪念场所。就特朗普论及板门店是否韩国总
统文在寅28日在韩美首脑通话中所提出的建议，该人
士表示，比起总统提议，是在探讨朝美首脑会谈举办
地时自然而然谈论的内容。

特朗普所指板门店应该不是朝方一侧，因为他对
（韩美首脑通话时板门店韩方一侧）“自由之家”和“
和平之家”十分了解。该人士表示，推文中使用了“代

表性”（representative）、“重要的”（important）、“
持续”（lasting）等词汇，在电话中他则使用了“象征”
（symbolic）一词。但该人士否认这条推文意味着朝
美首脑会谈举办地点实际上排除在第三方国家进行的
可能性。

文在寅政府和政党最新民调

对韩国文在寅政府和政党的支持率来看，今年
1月1日据韩国民调机构Realmeter1日发布的数据表
示，韩国总统文在寅的施政支持率小幅跌至68.5%
。Realmeter于去12月26日至12月29日受CBS广播电台
的委托针对全国2007名成年人进行调查。

结果显示，68.5%的受访者对文在寅的施政给予
积极评价，较上周下滑1.4个百分点。25.0%的受访者
给予消极评价。回顾去年就任首年，文在寅5月支持
率达82.0%，创最高纪录。之后因出现人事和安保争
议，6月支持率下滑至75.8%，7-8月持续下跌，但仍保
持在70%以上。朝鲜9月实施第六次核试验后，文在
寅支持率首次跌破70%。之后，随着韩美首脑会谈等
各种首脑外交积极推进，去年11月支持率再次反弹至
71.2%。

另外，从各政党支持率来看，执政党共同民主
党支持率达50.3%，较上周下滑1.7个百分点。在野党
自由韩国党的支持率为16.8%，较上周下滑1.0个百分
点。国民之党为6.2%，正义党为5.7%，正党为5.6%。

2018年准备举办冬奥及推动南北交流之际的1月
26日，韩国盖洛普发布的数据显示，韩国总统文在寅
的支持率为64%，创就任以来最低纪录。64%的受访
者对总统文在寅施政给予积极评价，较上周下滑3个
百分点。这是盖洛普韩国进行文在寅支持率调查以来
的最低值，低于去年9月底的65%。27%的受访者给予
消极评价，较上周上升3个百分点，9%的受访者保留
意见。

从年龄段来看，19-29岁年龄段受访者的支持率
为68%，较上周（75%）下滑凸显。30-39岁年龄段
（82%→81%）、40-49岁年龄段（75%→73%）、50-
59岁年龄段（63%→59%）等受访者的支持率略微下
滑。而60岁以上年龄段受访者对文在寅支持率的下滑
幅度较大（50%→44%）。

从各地区来看，大田•世宗•忠清（66%→56%）和
光州•全罗（90%→81%）等地区的支持率大幅下降。
除了大邱•庆北地区与上周持平以外，全地区的支持
率较上周出现小幅下滑。至于给予积极评价的理由，
受访者回答“善于与民沟通”（15%）、“力推改革与
清除积弊”（14%）、“扩大为民的福利政策”（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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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相 反 ， 至 于 给 予 消 极 评 价 的 理 由 ， 受 访 者 回

答“组建平昌冬奥南北联队•开幕式上南北共同入场”
（25%）、“政治报复”（14%）、“亲朝倾向”（9%）
等。从各政党支持率来看，执政党共同民主党的支持
率为44%、自由韩国党为12%、正党为7%、国民之党
和正义党均为5%。

今年3月15日，民调公司Realmeter12-14日进行的
一项民意调查，韩国总统文在寅的施政支持率逼近
70%，执政党的支持率也水涨船高重新过半，没有受
到接连揭露左翼政客性丑闻的“MeToo”运动的影响。

Realmeter于15日发布的民调结果显示，69.2%的
受访者积极评价文在寅的施政表现，较上周上升3.4
个百分点，从媒体曝光执政党大腕、前忠清南道知事
（省级行政区首长）安熙正性侵丑闻的次日起连升5
天。而作出负面评价的比例降低4.2个百分点至24%，
时隔两个月降至25%以下。该民调机构分析称，舆论
普遍认为，性侵乱象不只是局限左翼政界或文艺界的
问题，而是权力关系不对等酿成的整个社会的普遍症
结。

专家指出，韩国斡旋促成朝美首脑会谈一举化解
战争危机深得民心，外交利好冲淡了性丑闻利空，而
此前有望接班的政治明星安熙正的性丑闻只拖累了总
统在忠清道地区的支持率。文在寅在忠清道•大田市•
世宗市的支持率较上周下降1.6个百分点至68.7%，其
他地区支持率都不同程度上升。执政的民主党的支持
率为51.5%，上升3.4个百分点，代表右翼、中间和左
翼的三大在野党的支持率均小幅下降。

据4月30日韩国民调机构Realmeter发布的数据，
韩国总统文在寅的施政支持率时隔4个月回升至70%
。Realmeter于23日至27日受CBS广播电台的委托针对
全国2502名成年人进行问卷调查。结果显示，70%受
访者对总统文在寅施政给予积极评价，较上周上升2.2
个百分点，这是继今年1月第二周（70.6%）后文在寅
支持率时隔4个月重新突破70%。而仅24.8%受访者给
予消极评价，较上周下滑3个百分点。

Realmeter分析，南北举行首脑会谈，以及会谈
上释放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构建和平机制的信号引
发大多数国民关注，这推高了文在寅的支持率。从
地区来看，首尔（70.3%，上升5.2个百分点）、釜山•
庆南•蔚山（66.9%，上升4.8个百分点）、京畿•仁川
（74.8%，4.1个百分点）等地区的支持率大幅上升。
从年龄来看，40-49岁年龄段（78.2%）的支持率最
高，其后依次为20-29岁年龄段（77.2%）、30-39岁年
龄段（76.9%）、50-59岁年龄段（66.2%）、60岁以上
（56.6%）。

从 各 政 党 支 持 率 来 看 ， 执 政 党 共 同 民 主 党 以
52.2%的支持率领跑，连续7周保持在50%以上的水
平。最大在野党自由韩国党支持率为21.1%，正未来
党和正义党支持率分别为6.1%和5.2%。

对于南北高峰会谈的韩国MBC电视台的民调显
示，88.7%的受调查后的给南北高峰会谈表示好评，
给高评价的56.9%。这表示70%以上的韩国国民对南北
的互动和朝鲜无核化的进展里有待希望，就像国民对
总统的支持率相似。

目前准备6月13日地方首长选举的韩国政界来
说，3个在野党的气氛也对南北的互动和朝鲜无核化
议题上不能盲目地批评，也得以鲜明的政治议题来攻
击政府。

韩国国民几乎都对朝鲜无核化和南北的交流特有
关心，但是，对朝很问题上大多数保持着保守态度。

目前，韩国的股市和有关南北交流相关的行业、
机关和部门及企业一方面忙于准备未来事业的同时，
一方面更加关注即将举行的朝美会谈和国际社会对朝
鲜半岛南北议题的动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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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Ge Hongliang: Mahathir Won’t 
Thwart China Ties in Long Run

Author: Ge Hongliang, Fellow at the Charhar Institute 

Source: Global Times, May 14th,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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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2018 Malaysian general election has finally 
come to an end, bringing about a historic change in the 
country’s political landscape. The Malaysian people have 
affected a historic power shift with a “voter tsunami.” The 
Barisan Nasional coalition led by the United Malays Na-
tional Organization party, had ruled Malaysia for 61 years, 
has been dethroned. The Pakatan Harapan led by Mahathir 
Mohamad, a former Malaysian prime minister, formed the 
new ruling coalition. The power shift in the general elec-
tion is unprecedented for the Southeast Asian nation. The 
upheaval, particularly Mahathir’s re-election, is especially 
important for China-Malaysia relations. 

The power shift will definitely increase the uncertain-
ty of China developing cooperative relations with Malay-
sia and developing bilateral ties. China’s cooperation with 
ASEAN countries is now in a critical phase that is fraught 
with all kinds of problems. The problems hidden in the 
previous phase are likely to become more sensitive in the 
changed times. 

Before the general election, China and Malay-
sia achieved remarkable progress in relations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However, some 
uncertain factors, such as the corruption scandal surround-
ing Malaysia Development Berhad of former Prime Min-
ister Najib Razak’s government, also existed. 

The political reshuffle in Malaysia and Mahathir’s 
remarks on Chinese investment are very likely to hit Chi-
na-Malaysia cooperation in the short run. Mahathir’s dis-
enchantment with former Prime Minister Najib reached a 
peak in recent years, and dethroning the latter had become 
a vital goal of Mahathir’s comeback. While trying to re-
alize his goal and showing disappointment with Najib, 
Mahathir often directed criticism at Chinese investment or 
related projects in Malaysia. 

In his view, Najib had been too close to China and 
Chinese investment has raised concerns over sovereign-
ty. Mahathir stated clearly before the general election that 
if elected he would strictly scrutinize China-funded pro-
grams. After the victory of his coalition, he reiterated this 
at a press conference on Thursday. China is now Malay-
sia’s largest foreign investor. Chinese-funded programs, 
including the East Coast Rail Link project, are very likely 
to become the key targets of reassessment. It is possible 
that the power shift in Malaysia would give rise to short-
term fluctuations in China-funded programs in the coun-
try. In the long run, the power shift will not cause major 

damage to China-Malaysia ties. Mahathir has actually left 
some leeway and set certain conditions in his remarks over 
Chinese-funded programs.  Although he reiterated that he 
would reexamine related programs, he also stressed that 
the step was not directed at China. All projects will be as-
sessed, and only those with unfair terms will be revised, 
he emphasized. Mahathir is also positive about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nd hopes to expand the railways. In 
his eyes, the problems of Chinese investment in Malay-
sia are not of scale but relate to specific terms and modes 
of investment. Moreover, Mahathir has rich experience in 
pragmatic cooperation with China, and also has a welcom-
ing attitude toward China’s investment in Malaysia and the 
country’s economic and trade relations with China. 

The power transition in the Malaysian general elec-
tion has indeed posed a challenge to China-Malaysia coop-
eration, and is very likely to cause short-term fluctuations 
and setbacks. However, in the long run, the Malaysian rul-
ing party rotation will not have an adverse impact on bilat-
eral ties. Instead, it is likely to provide a good opportunity 
for fixing the problems in China-Malaysia cooperation, 
and inject new momentum to improve bilateral 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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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 Wenping: US' Withdrawal from the 
Iran Nuclear Deal04Latest Opinions

Author: He Wenping, Senior Fellow at the Charhar Institute 
Source: China-US Focus, May 18th,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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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May 8, US President Donald Trump announced 
his decision to withdraw the US from the Iran nuclear deal 
and to institute “the highest level of economic sanctions” 
against Iran again. Trump’s decision immediately drew an 
international outcry and will negatively impact the Middle 
East situation, US-Europe relations, and nuclear non-pro-
liferation efforts. Former president Barack Obama called 
Trump’s decision “a serious mistake”, and House Dem-
ocratic leader Nancy Pelosi called May 8 “a sad day for 
America’s global leadership”.

This historic mistake will likely provoke flashpoints 
in the Middle East and accelerate an arms race among big 
regional powers. Because of complicated historical and re-
ligious factors and meddling by some major powers, the 
Middle East has always been caught in a subtle balance 
of power, and wars and conflicts would break out if this 
delicate balance is shattered. In modern history, there were 
already wars between Israel and Palestine, between Iraq 
and Iran, and between Iraq and Kuwait. In the past decade, 
the Palestine-Israel conflict, civil wars in Syria and Yemen, 
and the penetration and influence of the Islamic State terror 
group have made the region unstable. The fight for dom-
inance among big regional powers and the meddling by 
non-regional powers exacerbated this. In recent years, due 
to conflicts in Syria and Yemen, two blocs have formed - 
one consisting of Syria, Iran, Lebanon’s Hezbollah, and 
Russia and the other including opposition groups in Syr-
ia, Saudi Arabia, the United Arab Emirates, Israel, and the 
US. For the common goal of containing Iran’s influence in 
the region, relations between Saudi Arabia and Israel have 
warmed, and the US also regards the two nations as major 
allies to counter the rise of Iran and has offered them all 
the help they need.

The Joint Comprehensive Plan of Action (JCPOA), 
signed in 2015, had effectively curbed and frozen Iran’s 
uranium enrichment activities, and has eased the confron-
tational relations between Iran and the Western-dominated 
international order. Since the signing of the deal, organiza-
tions like the International Atomic Energy Agency reported 
that Iran was complying with the deal. The unilateral and 
unjustifiable exit by the US is not only unhelpful to Iran’s 
integration into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but could 
even trigger a strong Iranian outcry and a resumption of 
its nuclear activities, including uranium enrichment. Oth-
er regional powers such as Saudi Arabia and Israel would 
certainly not turn a blind eye to Iran’s resumption of nucle-

ar activities and would inevitably seek to pursue nuclear 
technologies of their own, thus creating an arms race in 
the Middle East. In such a scenario, the Middle East could 
become more violent and explosive and global non-prolif-
eration efforts would suffer a huge setback.

Second, this serious mistake could also further weak-
en the Transatlantic partnership, and undermine multi-
lateral diplomacy. The JCPOA is an important accom-
plishment of multilateral diplomacy, signed by Germany, 
France, Great Britain, the US, Russia, and China with Iran 
after years of difficult negotiations and was endorsed by 
the UN Security Council. In attempts to save the Iranian 
nuclear pact, French President Emanuel Macron and Ger-
man Chancellor Angela Merkel visited the US and tried 
to persuade Trump not to abandon the deal, but their ef-
forts came to naught. Faced with the pressure of US trade 
protectionist moves such as tariffs on steel and aluminum, 
some European Union nations including France and Ger-
many were originally prepared to make concessions by 
agreeing to some revisions to the Iran nuclear deal. They 
then hoped that by revising the pact and incorporating 
some US concerns relating to restricting the development 
of Iran’s ballistic missile technologies, the deal and multi-
lateral diplomatic achievements could be saved. However, 
Trump was resolute in quitting the deal, even at the cost 
of losing the trust of the US’ European allies, just as he 
moved the US embassy from Tel Aviv to Jerusalem despite 
roaring opposition. Earlier, Trump’s decision to exit the 
Paris climate agreement, a pact that had the full support 
of European nations, dealt a heavy blow to US-Europe re-
lations.

The Middle East is geographically and economical-
ly closer to Europe. Europe would be the first to suffer 
the grave consequences of refugee inflow in the case of 
turmoil in the Middle East. Therefore, Trump’s reckless 
move in exiting the deal could sow seeds of discord in 
US-European relations.

China and Russia, as the signatories of the nuclear 
deal, share the same stance with Europe and firmly oppose 
the US withdrawal from the deal. China believes that un-
der the circumstances, ensuring the integrity and sanctity 
of the deal will help defend the global non-proliferation 
system, and promote peace and stability in the Middle 
East. China calls on all relevant parties to continue  up-
holding and enforcing the comprehensive nuclear de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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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ijing hosted the 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za-
tion Security Council Secretaries meeting on May 21-22 to 
fine-tune the language for the fight against terrorism, drug 
trafficking and transnational crimes. The agreed script may 
find an important place in the declaration expected to be 
adopted by the SCO summit to be held in Qingdao, Shan-
dong province, on June 9-10. The SCO Security Council 
meeting, however, was only one of more than 120 events 
that China has hosted in run up to the 18th SCO summit, 
and each of them has had complexities.

Addressing the SCO Security Council secretaries on 
May 22, for instance, President Xi Jinping underlined how 
the entry of India and Pakistan into the SCO has increased 
its potential for cooperation. The key word was “potential” 
in both benefiting from, but more so, helping improve In-
dia-Pakistan ties. How this “potential” is beginning to be 
harnessed was visible from the bilateral meeting, on the 
sidelines, between India’s Deputy National Security Ad-
viser Rajinder Khanna and Pakistan’s National Security 
Adviser Nasser Khan Janjua, although official India-Pa-
kistan talks have remained suspended for several years 
because of terrorism.

Indeed, as Xi was addressing the SCO Security Coun-
cil secretaries in Beijing, New Delhi and Islamabad were 
still jostling about whether India would send its delegation 
next morning for Pakistan’s first ever SCO anti-terrorism 
meeting on May 23-25. As its first SCO event after be-
coming a full member, Pakistan was hosting the Uzbeki-
stan-based Regional Anti-Terrorism Structures dialogue 
with law officers of SCO member states “to discuss ter-
rorist threats facing the region and ways and means to en-
hance counter-terrorism cooperation between SCO mem-
ber states”.

The SCO-RATS dialogue in Pakistan was the first 
acid test for the SCO helping improve India-Pakistan rela-
tions on sensitive issues such as terrorism.

Indian Prime Minister Narendra Modi has had a poli-
cy of “talks and terrorism cannot go together”; as a result, 
official India-Pakistan talks have remained suspended. In 
recent months, however, a slight drift has been evident 
with “informal” Indian delegations visiting Islamabad. 
Official language has also changed to say that “talks and 
terrorism cannot go together” yet “talks on terrorism” can 
be entertained.

So last month when Pakistani Chief of Army Staff 
General Qamar Javed Bajwa called for a “comprehensive 

and meaningful dialogue”, India’s ongoing debates on its 
army holding a ceasefire during the month of Ramadan 
saw Indian Defense Minister Nirmala Sitharaman saying 
that India takes “comment on wanting peace” by Pakistan 
officials “seriously”.

New Delhi did dispatch its official delegation to the 
SCORATS dialogue in Islamabad, explaining that it was a 
multilateral meeting and bilateral talks remain suspended. 
Perhaps nothing explains these diplomatic gymnastics bet-
ter than the SCO’s Shanghai Spirit of mutual trust and re-
spect for diversity and consultations for common develop-
ment. These calisthenics have brought India and Pakistan 
to the negotiating table to discuss terrorism, which contin-
ues to haunt their mutual imaginations and interactions. 
Not just bilateral parleys, India’s concerns about terrorism 
have prompted it to boycott the South Asian Association 
for Regional Cooperation, rendering it dysfunctional for 
more than three years.

The SCO’s Shanghai Spirit is not just helping break 
the deadlock between India and Pakistan, but also facilitat-
ing their official interactions at some multilateral forums. 
In fact, this year will see the two countries’ militaries par-
ticipating in the SCO joint military drills.

Besides, because of the protectionist measures of the 
United States, China is taking the lead at the global level 
in protecting free trade, and open, inclusive and equitable 
globalization. India has repeatedly asserted how it stands 
with China in this crusade. Last month’s Xi-Modi meeting 
in Wuhan, Hubei province launched the new genre of “in-
formal” summit diplomacy, focusing on building personal 
camaraderie and chemistry to synergize strong and out-
side-the-box initiatives. Last Monday saw Modi replicat-
ing the “informal” summit with Russian President Vladi-
mir Putin. And more such summits are expected to follow, 
including perhaps a meeting with Pakistani Prime Minster 
Shahid Khaqan Abbasi. If that were to happen, Modi’s five 
elements of thought, connection, cooperation, vow and 
dreams, outlined at Wuhan as the defining elements of his 
vision for China-India relations may also be extended to 
untie the knots in India-Pakistan 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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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专家视角

庞中英：《联合声明》给贸易战按下暂停键？“全球化”中美关系时代或因此终结

庞中英，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中国海洋大学海洋发展研究院院长、教授

这份“缺少具体措施”的《声明》对我们有着提醒意义：“暂停”是美国特朗普政府再次

给中国定下的满足其要价的谈判期限。特朗普政府在过去十几个月，以对华“贸易战”相威

胁，已经改善了其国内政治处境，有助于其在“中期选举”中获得美国人心。今年11月美国

选民投票前，特朗普必须与中国达成一个对美国有利的贸易协议。

兰顺正：下一步又将何去何从？——看叙政府完全控制大马士革省后之动向

兰顺正：察哈尔学会研究员

在军事上，叙政府会继续乘胜追击。现在叙利亚的反政府武装控制区主要还有北部的伊德利

普与南部的德拉，如果同时进攻叙军还力有不逮，所以应该是采取“按住一头”策略。 伊德利普已

经是叙利亚反政府武装的最后大本营，叙军如果发起攻击难度必然要远超以前的战役。而南部的

德拉不论是反政府武装实力、控制区域大小还是背后的政治牵绊都会小得多。

成锡忠：构建跨喜马拉雅地区命运共同体

成锡忠，察哈尔学会喜马拉雅区域研究中心主任、高级研究员

在“跨喜马拉雅地区”这个地理概念中，有一个特别有利的条件，那就是中国和印度均为最大的发展中国

家和新兴市场经济体，两国领导人就本地区互联互通、共同发展已经达成重要共识。因此，跨喜马拉雅地区

十国，应该本着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谋求本国发展中促进共同发展的精神，通过互联互通和

区域经济一体化建设，携手打造跨喜马拉雅地区命运共同体。

于洪君：关于拓展和深化南亚外交的几点思考和建议

于洪君，察哈尔学会首席研究员，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原副部长

在当前“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建设推而不动的情况下，可考虑使用“中国—南亚经济走廊”

、或“环喜马拉雅经济带”等概念。鉴于印度对“中巴经济走廊”建设疑虑重重，我们应努力淡

化中巴经济走廊的政治色彩，不一定非将其称为“一带一路”旗舰项目。我国新提出的“中缅经

济走廊”构想，如何延伸到阿富汗，如何与构想中的中国—中亚—西亚经济走廊相衔接，宜

深入研究可行性，在宣传上不宜操之过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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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东流：当今美国唯恐中东局势不乱

江东流，察哈尔学会研究员、广西东南亚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特朗普政府宣布美国将退出伊朗核协议，虽带有一定的政治考虑，但特朗普讲的更多的是商业利

益，为美国赚钱，让“美国再伟大”。如果特朗普的这一行为带有更多的政治考虑，他就不会冒天下之

大不韪，不顾德国、法国、英国等盟友的明确反对，退出由六大强国（美、英、德、法、俄、中）共

同参与，耗时21个月才艰苦达成的协议。

高扬：“债务陷阱外交”是“中国威胁论”在新时期的变种

高扬，察哈尔学会研究员、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当代世界研究中心研究员

报告中所提及的“一旦没有能力支付债务，中国就很可能提供债务豁免以换取政治影响力或是

战略权益”说法，首先在前提上是错误的，因为我们对这些国家提供债务也都是综合考虑各种因

素进行科学评估后确认的。其次在逻辑是混乱的，债务豁免与获得政治影响力没有必然的关系，

从长远看以豁免债务来赢得一些国家的政治支持和获得政治影响力是不可持续的。

曾宪柒：“空中丝绸之路”将越走越宽 越飞越远

曾宪柒，察哈尔学会外交事务委员会委员，中国原驻布隆迪、卢森堡大使

“一带一路”的实施给河南民航发展投资有限公司与卢森堡货运航空公司带来了巨大的合作契

机。郑州和卢森堡双方具备相似的区位条件、较为成熟的航空运输体系。河南航投提出构建“双

枢纽”战略合作模式，即以郑州机场为亚太枢纽、以卢森堡机场为欧美枢纽，构建空中亚欧大陆

桥，把郑州打造成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重要桥头堡。

何亚非：巴结不上美国，日本又开始转向中国示好？

何亚非，察哈尔学会国际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外交部原副部长

这次安倍政府对华关系的破冰与转圜，不是权宜之计，而是基于针对中日关系的现状和全球

化进入新时期的现实，做出的正确判断和明智选择。首先，中日关系走出谷底，逐步回归平行发

展、相互受益的正确轨道，对两国既是现实需要，也是适应地区和国际形势变化的选择。安倍这

两年对华政策由“全面防范牵制”逐步转向“有条件的选择性合作”，也是出于这两个层面的考虑。

张敬伟：美退伊核协议催发油市“蝴蝶效应”

张敬伟，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

美国退出伊核协议，虽然伊朗表示继续遵守协议，但是更强的制裁可能使伊朗恢复核计

划。果如此，沙特、以色列等核潜力国家也将进入核竞赛。中东地区或将发生新的中东战争

乃至核战争。战争来临，中东原油市场将陷入混乱，全球原油市场将受到传导。可怕的是，

战争的威胁就在眼前，以色列对伊朗一直磨刀霍霍，沙特也在虎视眈眈。所以，美国退出伊

核多边协议可能带来的中东战争，其实就是石油战争，引发的区域危机也是石油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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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文萍：大国逐鹿非洲，中国话语权不能闪失

贺文萍，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首席研究员

今年3月，喀麦隆、纳米比亚和津巴布韦3个非洲国家的总统陆续访华，均表达了希望加强其本国

发展战略与“一带一路”倡议对接的强烈愿望。随着中非关系的不断走近，西方大国一方面怀揣“羡慕嫉

妒恨”的心理用所谓中国在非洲搞“新殖民主义”的不实言论抹黑中非关系，另一方面也不断加强自身在

非的存在感，非洲大陆也因此日益成为西方传统大国与新兴发展中大国竞相争取与合作的对象。

金永明：中国海洋强国战略与依法治海简论

金永明，察哈尔学会研究员、上海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上海国际战略问题研

究会副会长

中国应根据现今地位的多重性并结合实况，在进一步构建和谐海洋的过程中，特别是在

维护海洋秩序的进程中，要就责任和角色进行转换，包括从海洋规则的遵守者到引领者的转

换、从模糊者到精确者的转换、从实施者到监督者的转换、从特色者到普遍者的转换等，以

为完善海洋法制度作出贡献，为我国建设海洋强国提供保障。

王南：浅议巴基斯坦安全问题

王南，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中国南亚学会理事

尽管巴基斯坦总体安全状况不像人们期待的那样好，但也并非像国际媒体特别是西方媒体渲染的那样

糟糕，要对其作一个比较客观的判断，即在首都伊斯兰堡和旁遮普省相对较好，西北边境省、俾路支省、

信德省和北部地区相对较差。 

巴基斯坦当局要改善和加强安全环境，仅靠动用政府自身的力量是不够的，还必须动员和整合各类有

益资源。充分发掘民间专业保安公司的作用，就是其中可行的做法之一。

孙海潮：本月访美，下月访俄，马克龙的“牌”还会继续打下去

孙海潮，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基金会欧洲研究中心主任、原驻中

非共和国大使

在美俄战略对抗和冷战气氛持续升级的形势下，马克龙现已成为西方唯一能同时与美俄

两国总统“随时联络”的元首，“牌艺”不谓不精。话又说回来，马克龙在劝说特朗普保留伊朗

核协议无果后，转而提出重新谈判的建议，已遭到俄罗斯和伊朗的严辞拒绝。俄在安理会对

法国有关叙问题决议投否决票后，决定向叙利亚无偿提供反导系统，断然驳回法国的面子。

陈明键：需求侧崛起 新大国平衡

陈明键，察哈尔学会研究员，民智国际研究院院长

中美贸易逆差并非是中美之间竞争的问题。在1990年左右，日本在美国贸易逆差中占的

份额最高点为65%以上。现在日本大概占10%，中国占50%，这就是一条生产网络升级，投

资、全球价值链、供应链等转移的交叉线，意味着中国顶替了日本的位置，这是中日之间的

竞争问题，并非中美之间的问题。早已将美国打败的是欧洲和日本，也并非是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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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毅：着眼全局，顺应时代，努力做好地方外事工作

王毅，察哈尔学会研究员，山西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

随着我国对外开放不断深化，地方层面的跨国交往日趋频繁，国际合作日益紧密，对地方外事工作

提出越来越高的要求。但整体看，各地方发展地方外事工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仍需加强，尤其在内陆省

区，外事工作开展不够充分，难以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当前形势下，必须深入理解习近平总

书记讲话精神，着眼全局，顺应时代，努力做好地方外事工作。

葛红亮：马来西亚大选：“全民海啸”冲倒国阵 “希盟”执政挑战诸多

葛红亮，察哈尔学会研究员、广西民族大学中国-东盟海上安全研究中心主任

在本届“大选”中，“希盟”取代“国阵”成为执政联盟，使“国阵”经营61年的根基遭遇前所未有

的挑战，也使马来西亚政治中首次出现了政党轮替。这种“意外”也表明，马来西亚选民希望以

选票来实现政党轮替及表达对“国阵”不满的决心和规模已经史无前例，“为了改变而改变”的选

民心理成为此次“全民海啸”发生及颠覆马来西亚独立以来的政坛形势的关键。

曹辛：朝美峰会的变数与朝鲜弃核前景

曹辛，察哈尔学会研究员

在外部，金正恩最关心的朝鲜弃核以后的国家安全问题，美国实际上也已经给予了承诺，包

括：结束板门店临时停战机制，签署半岛和平协定，正式结束朝鲜战争，当然美朝建交可能需要

有个过程；金正恩还要求美方接受金日成当年提出的整个“朝鲜半岛无核化”的立场，即：不仅朝

鲜不能拥核，韩国也不能拥核，美国也不在半岛引入、储存核武器，继而实现整个朝鲜半岛的无

核化。

吴建树：中国与俄罗斯的战略合作，未来可能在两方面发生变化

吴建树，察哈尔学会助理研究员

总体上看，中俄战略合作关系来未可能在两方面发生变化，第一，除了双方传统的军事技术

和能源加强合作之外，中俄两国还会拓展在经济、教育、科技、人文等领域的合作与交流，进而

推动两国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向纵深发展。第二，中俄两国会继续加强两国在重大国际问题上相互

合作的力度。除了传统外交上的相互支持以外，中俄两国可能在某些事关双方共同的核心利益问

题上展开实质性的合作，以捍卫自身的核心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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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
Ge Hongliang: China-Indonesia Relations Move 

Forward, Need Care from Both Sides
Author: Ge Hongliang, Fellow at the Charhar In-

stitute 
Source: Global Times, May 8th, 2018 

With the aim of realizing the 21st century maritime 
Silk Road and the community of common destiny, the 
China-Indonesia comprehensive strategic partnership has 
achieved remarkable progress in the past five years and es-
tablished the three pillars of the bilateral relationship: po-
litical security,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people-to-peo-
ple exchanges.

Trade between China and Indonesia has been in-
creasing and heading toward a state of balance. On the 
one hand, China is Indonesia’s largest export and import 
market as well as main source of foreign investment. On 
the other hand, the trade deficit between the two has been 
narrowing. It was reported that the figure decreased 42 per 
cent in 2017.

Nonetheless the development of a China-Indonesia 
comprehensive strategic partnership faces thorny issues, 
some of which are exemplary in China’s cooperation with 
other Southeast Asian countries. First, the imbalance in 
trade and investment is still a prominent issue that disturbs 
China’s bilateral relations with Indonesia and other South-
east Asian countries. Second, Chinese corporations which 
invest and build factories in Indonesia face difficult issues 
such as land expropriation and lack of work visas.  Cultur-
al discrepancies are also a hard issue to crack, especially 
those regarding religious beliefs and relevant rituals.

John Gong: Fair and Reciprocal Foreign Trade 
Rules

Author: John Gong, Fellow at the Charhar Institute 
Source: CGTN, May 9th, 2018 
 
The trademark principle in Trump administration’s 

negotiation with China is the emphasis on fair and recip-
rocal rules. That means both sides’ trade regulations need 
to be on equal footings. While Washington’s purveying of 
equality in these matters appears to be righteous, the latest 
statement from White House Press Secretary Sarah Sand-
ers regarding Civil Aviation Administration of China’s 
recent regulatory demand - the accusation about it being 
Orwellian - in fact reminisces about George Orwell’s oth-
er famous statement that “all animals are equal but some 
animals are more equal than others.”   

The matter regards the agency’s recent letter to 
foreign airlines operating in China, particularly several 
American airlines, to remove any information suggesting 
Taiwan, Hong Kong or Macau are not part of China.

Probably much to Sarah Sanders’ ignorance, there is 
indeed a piece of legislation in China called Anti-Seces-
sion Act enacted in 2005. Article 2 of the Act explicitly 
spells out the meaning of the one-China policy and the 
vow for China’s sovereignty and territorial integrity over 
Taiwan. It is clear that actions in violation of the spirit and 
the substance of this Act are not going to be tolerated in 
China, certainly including those by foreign companies and 
citizens operating in China.

Views of Charhar Experts

Excerpts of the Articles Written by Expe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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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ng Peng: APEC to Lead the Way in Fighting 
against Protectionism

Author: Wang Peng, Fellow at the Charhar Institute 
Source: CGTN, May 28th, 2018 
 
A deep cooperation between countries that favors 

B&R initiative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APEC may offer 
a key driver of global economic growth, create jobs for 
our people, reduce poverty and ensure that no one is left 
behind, as many ministers agreed at the meeting. Espe-
cially, underscoring the importance of narrowing digital 
divides, it is widely accepted that APEC countries have 
to work together to ensure that economic development is 
sustainable and inclusive. And in this field, the various 
programs of digital infrastructure buildings proposed by 
China’s B&R Initiative may provide the most practical aid 
for those economies.

What is more, considering ways forward in APEC to 
improve regional connectivity and market integration, the 
B&R projects may also ease the business across borders 
and participate in trade by widening access and use of dig-
ital technologies.

In this vein, the minister’s meeting this year has sent 
a strong message to the global community that all mem-
bers of APEC are confident in creating and maintaining 

a free, non-discriminatory and all-inclusive multilateral 
trading system, with higher levels of necessary infrastruc-
ture buildings and fairer norms and institutions regulating 
the international trade among them. This will provide a 
great opportunity to the people of APEC countries, as well 
as declaring leadership on a global le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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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五周年，五年来“一带一路”倡议从理念到行动，从愿景到现实，已

经成为新一轮改革开放的靚丽名片。2013年至今已经建立了12个自由贸易试验区，这12个自贸试验

区已经初步形成了东中西部协调发展，陆海空全方位对外开放新格局，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了重

要的战略支撑。新一轮的产业革命给人类社会带来了巨大的机遇和挑战。国际社会进入了新一轮大

发展、大变革和大调整时期，这个时期国际交流的意义在于寻求自身发展的同时推动分享发展的机

遇，共享发展的成果。

——高扬：”一带一路”让世界共享发展红利和理念红利

在南亚地区推进“一带一路”建设面临的挑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印度因素。南亚是一个极不平衡的地区，印度是占绝对优势地位的大国，印度周边都是

小国，印度对我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实际上持反对态度，而印度周边小国持积极合作的态度，都

希望通过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带动本国社会经济的发展，改变贫穷落后的现状。 

其次是印巴关系。独立以来，印度和巴基斯坦曾3次兵戎相见，现在两国在克什米尔实际控制线

地区还经常发生交火事件。

第三是控制与反控制斗争。印度一直把南亚地区视为其势力范围，长期以来印度与南亚小国之

间存在着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不丹目前实际上是印度的殖民地，印度在尼泊尔、孟加拉国、马尔

代夫、斯里兰卡有很深的影响，这些国家政局时常动荡，这两方面的因素都不时影响“一带一路”项

目的实施。 

——成锡忠：南亚地区“一带一路”建设面临的问题与应对 

一带一路强调“企业为主体、市场化运作、政府服务、国际标准”，为什么西方人感觉是中国政

府工程？这是由一带一路初期阶段的沿线国家国情及基础设施建设本身特殊性决定的。“一带一路”

之六大经济走廊沿线65国中，有8个最不发达国家，16个非WTO成员国，24个人类发展指数低于世界

平均水平的，如何能一刀切实行欧洲倡导的高标准市场原则？ 

因此要实事求是，实现自设如下、自下而上的有机结合。中国主张，发展是解决所有难题的总

钥匙；规则当然重要，但要不断成熟、循序渐进形成。中国改革所探索出的政府-市场双轮驱动经济

发展模式正在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发展短板，带来基础设施建设的第一桶金，通过养鸡取蛋而非

杀鸡取卵，增强自自主发展能力，同时培育了新的市场。

——王义桅：许多外国友人问我，中国未来会更像西方，还是更像自己？

一带一路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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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要认真研究，“一带一路”建设在南亚地区的推进方式，不能简单照搬其他地区的做法。特

别是印度这样的地区大国对我们疑虑重重，我们不一定时时处处都用“一带一路”这个概念。我们要

因时而宜、因地制宜、因国制宜。在目前“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建设推而不动的情况下，使用“一带一

路”的概念要适度而谨慎。可否使用“喜马拉雅经济带”这样的新概念？可否提议共建“环喜马拉雅山经

济圈”？这样的提法，或许可以把印度和尼泊尔都调动起来。要有新思想、新概念、新口号，要努力

在经济合作、在共同发展问题上增强对南亚国家的吸引力和凝聚力。 

这里还涉及“中巴经济走廊”问题，我认为没必要把这个美好愿景过渡政治化，也不宜称其为“一

带一路”旗舰项目。更不要把我们在南亚国家参与港口建设，与所谓“马六甲困境”挂起钩来，甚至称

作所谓中国海军的“印度洋珍珠链”。要防止把我们同印度的边界纷争搞成全面的陆上对抗，进而导

致海上对抗。海洋权益之争将来或许不可避免，但要防止海陆两方面对抗和冲突提前出现。 

“一带一路”建设，要有多种选择，多种方式。基础设施建设、民生工程建设，安全机制建设，

都要有迎新和突破。在南亚地区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不能只讲经济利益，还要考虑政治安全，考

虑合作伙伴国的需要。当然也不能因为政治安全和对方需要，而不考虑我们的经济利益，最后背上

永久性包袱。高铁类项目，技术含量大，质量要求高，投入无止境，日后技术改造与升级是个大问

题。我们做的重大项目，绝不能成为吞食我们的“无底洞”。“走出去”的企业，包括地方政府，目前有

很大的冲劲，但要注意政治风险、经济风险、社会风险、环境风险、技术风险、安全风险。所以，“

一带一路”在南亚的推进，总体上是要循序渐进，要遵循规律，讲求实际，注重效果。 

——于洪君：“一带一路”在南亚的构建与挑战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我们在对外宣传方面已经做了大量工作，“一带一路”不仅成了我国处

理对外关系的高频词，同时也了国际关系领域中的常用语。 

但不可否认的是，由于我们自身工作的某种不足和不难理解的外部原因，“一带一路”被曲解、

误读和有意歪曲的问题仍很突出。我们要通过媒体宣传和人与人当面交流相辅相成，“走出去”与“请

进来”共同研讨相互结合等多种方式，继续加大“一带一路”对外传播的工作力度，努力提高“一带一

路”外宣工作的质量和效果，使周边国家和国际社会真正认识并能准确把握“一带一路”意在共同发展

与繁荣的真谛和要义。 

——于洪君：优化一带一路国际合作 引导国际格局有序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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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巴布亚新几内亚和肯尼亚加入！亚投行“朋友圈”好友增至86个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2日在北京宣布其理事会已批准2个意向成员加入，成员总数增至86个。
这一轮包括域内成员巴布亚新几内亚和域外成员肯尼亚。

亚投行副行长兼秘书长丹尼•亚历山大表示，非常高兴看到亚投行有来自六大洲的86个成员，这
表明通过高标准治理和有秩序的多边合作，大家对共同促进基础设施建设做出了坚定承诺。

5-3 报告认为东盟国家将持续受益于“一带一路”

东盟与中日韩宏观经济研究办公室3日发布《2018年度东亚区域经济展望报告》说，东盟国家将
持续受益于“一带一路”建设。预计中国未来5年与“一带一路”相关的对外投资可达6000亿至8000亿美
元。这些投资将使东盟地区经济体在能源供给、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地区融合等方面受益。

与此同时，“一带一路”建设还可带动东盟国家私人投资。报告援引经济分析模型数据指出，假
设“一带一路”相关公共投资能够满足东盟基建所需资金缺口的20％，那么这些投资可在未来两年内
撬动相当于该地区国内生产总值0．3％的私人投资。

5-6 《“一带一路”贸易合作大数据报告2018》正式发布

5月6日，由国家信息中心“一带一路”大数据中心、大连瀚闻资讯有限公司共同编写的《“一带一
路”贸易合作大数据报告2018》在海南“京陵大数据论坛”上正式发布。据悉，这是该机构第二次发布“
一带一路”贸易合作年度大数据报告。

这份报告以反映“一带一路”贸易合作现状和趋势预测为核心，在延续去年报告总体布局的基础
上，力图更加清晰、全面、深入地展现中国与“一带一路”各区域合作、国内各省市与“一带一路”国家
合作、“一带一路”贸易商品结构等方面的最新特征与趋势。

5-7 深化“一带一路”倡议同印尼“全球海洋支点”构想对接

5月7日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茂物总统府同印度尼西亚总统佐科举行会谈。李克强表示，
中国和印尼互为重要近邻，是拥有广泛共同利益的天然合作伙伴。在当前世界政治经济形势下，同
为发展中大国和本地区重要国家，中国与印尼携手并进、共谋发展，不仅对两国和两国人民，而且
对地区乃至世界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一
带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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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中国同印尼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中方愿同印尼方共同努力，乘势而上，推动两
国关系实现更大发展。

5-8 海关总署：外贸延续稳中向好“一带一路”相关国家增速明显

海关总署5月8日发布的数据显示，4月份我国进出口总值2.36万亿元，增长7.2%。其中，出口1.27
万亿元，增长3.7%；进口1.09万亿元，增长11.6%；贸易顺差1828亿元，收窄27%。我国外贸保持了
较快增长，同时积极扩大进口，进出口发展有望更趋平衡。

今年前4个月，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9.11万亿元人民币，比去年同期（下同）增长8.9%。其
中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合计进出口2.51万亿元，增长11.6%，高于整体增速2.7个百分点。

5-9 李克强出席第七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共商共建共享“一带一路”

5月9日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东京迎宾馆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韩国总统文在寅共同出席
第七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就中日韩合作以及地区和国际问题交换看法。

李克强强调，中日韩三国要共同努力，维护地区稳定和繁荣，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贡献。推
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实现半岛无核化，坚持对话解决大方向、无核化大目标、标本兼治的
大原则，为政治解决半岛问题、实现本地区持久和平作出积极贡献；共商共建共享“一带一路”，进
一步加强政策沟通协调，引导三国企业开展多种形式的合作。

5-9 李克强同安倍晋三会谈：探讨“一带一路”合作 共同开拓第三市场

5月9日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东京迎宾馆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举行会谈。双方已就签署本
币互换协议达成原则共识。中方同意给予日方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RQFII）额度。双方要
发扬民间友好传统，加强文化、地方、教育、体育、媒体、青年等交流，进一步做好拉近民心的工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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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方还就朝鲜半岛形势以及其他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了意见。李克强与安倍晋
三共同见证了人文、医疗卫生、服务贸易、第三方市场合作以及建立海空联络机制等多项双边合作
文件的签署。

5-9 一季度境外投资者对中国境内金融机构直接投资逾35亿美元

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9日公布数据显示，2018年一季度，境外投资者对中国境内金融机构直接投
资流入35.14亿美元，流出27.16亿美元，净流入7.98亿美元。中国境内金融机构对境外直接投资流出
37.37亿美元，流入17.22亿美元，净流出20.16亿美元。

自中国央行行长易纲在博鳌亚洲论坛2018年年会宣布一系列金融领域扩大开放举措以来，中国
金融对外开放的政策不断加码，其中重点之一便是针对不同金融领域逐步放开外资持股比例限制。

5-10 欧洲复兴开发银行年会热议“一带一路”

欧洲复兴开发银行2018年年会9日至10日在中东国家约旦举行。在8日的系列预备会议中，该行
专门安排了一场以“一带一路”倡议与欧洲复兴开发银行为主题的研讨会，与会人士就“一带一路”倡议
为全球贸易及经济增长带来的积极影响进行了讨论。

现场百余名政商界人士还就“一带一路”相关问题接受了即席民意调查。结果显示，约42％的受
调查者认为，未来10年内这一倡议将“较为深刻”地影响沿线国家，约36％认为“一带一路”最重要的影
响是推动国际贸易。

5-11 第三届丝博会在西安开幕 积极构建全面开放新格局

5月11日上午，第三届丝绸之路国际博览会暨中国东西部合作与投资贸易洽谈会在陕西西安开
幕，主题为“新时代•新格局•新发展”。

第三届丝博会围绕政府对话、企业合作、民间交流、友城互动等方面策划了6大类40项会议活
动，涵盖了经贸、人文、投资、科技、金融等20多个领域；会议期间还将配套举办文化、旅游、艺
术、美食、赛事等活动，以更宽的视野、更实的举措，为丝路沿线国家搭建合作平台，努力推动东
中西部互动合作向国际合作转变。

5-14 中国与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

5月14日，在李克强总理与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总理罗利见证下，何立峰主任与特多外交和加勒比
共同体事务部长丹尼斯•摩西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政府关于共同推进丝绸
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谅解备忘录》。

该文件是中国与加勒比地区国家签署的首份政府间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中方与特多将深
入推进“一带一路”框架下有关合作，以“共商、共建、共享”为原则，加强政策协调与务实合作，促进
实现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贡献。

5-15 中国与阿曼签署共建“一带一路”谅解备忘录

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15日在京与阿曼外交事务主管大臣阿拉维举行会谈。双方共同签署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阿曼苏丹国政府关于共同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
的谅解备忘录》。

王毅表示，中方愿以中阿两国建交40周年为契机，进一步巩固政治互信，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
重大关切，通过共建“一带一路”，重点推进两国互联互通、产业园、能源、产能、科技、金融、港
口等领域务实合作。

5-15 习近平：中方愿同特方加强“一带一路”建设合作

国家主席习近平15日在人民大会堂会见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总理罗利。
习近平强调，中特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发展规划对接，密切各层级往来，深化了解与互信。

 一带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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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方愿同特方加强“一带一路”建设合作，帮助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经济社会发展。要加强人文交流，
让中特友好更加深入人心。中方将继续在多边场合为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等加勒比国家仗义执言，希
望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为促进中加及中国同拉美国家整体合作发挥积极作用。

5-15 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主任习近平5月15日上午主持
召开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习近平强调，“一带一路”建设是我们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实践平台。几年来，“一带
一路”建设从理念到行动，发展成为实实在在的国际合作，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要抓好首届“一
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成果的落实，凝聚各方共识，规划合作愿景，扩大对外开放，加强同各国
的沟通、协商、合作，推动“一带一路”建设走深走实、行稳致远，更好造福各国人民。

5-16 马克龙会见王毅：积极探讨共建“一带一路”维护多边主义

5月16日，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巴黎爱丽舍宫会见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
王毅转达习近平主席对马克龙的亲切问候。王毅表示，此次访法就是为推动落实两国元首达成

的各项共识。中方愿同法方进一步密切两国高层交往，深化互利合作。相信法方将成为中国共建“一
带一路”的重要战略伙伴。中方重视法国的大国地位，赞赏法方奉行的独立自主外交政策。在当前国
际形势下，中方愿同法方携手推进多边主义，维护国际体系和国际关系准则，共同发出维护世界和
平稳定的积极声音。

5-16 “一带一路”税收合作会议发布联合倡议

“一带一路”税收合作会议16日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闭幕，与会者就税收法治、纳税服务
和争端解决等议题深入讨论并联合发布了《阿斯塔纳“一带一路”税收合作倡议》。

中国国家税务总局局长王军在会上表示，“一带一路”建设越深入，加强税收合作越重要。此次

法国总统马克龙会见王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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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开创了新的对话平台、探索了新的合作框架，并且形成了四点重要共识。

5-17 王毅同西班牙外交大臣达斯蒂斯举行会谈并共同会见记者

5月17日，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在马德里同西班牙外交大臣达斯蒂斯举行会谈。
王毅表示，我们要抓住共建“一带一路”的历史性机遇，推动两国互利合作迈上新台阶。我们愿

本着平等互利、开放透明的原则，与西方探讨商签“一带一路”与西班牙发展战略包括亚洲战略对接
的合作文件，一方面开拓双方在互联互通、基础设施建设、能源、通讯、环保、医药以及人文教育
等各领域的互利合作，一方面携手在拉美、非洲等地区开展第三方市场合作。

5-17 中国与欧亚经济联盟签署经贸合作协定

中国商务部国际贸易谈判代表兼副部长傅自应同欧亚经济委员会执委会主席萨尔基相及欧亚经
济联盟各成员国代表17日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共同签署经贸合作协定。

该协定是中国与欧亚经济联盟在经贸方面首次达成的重要制度性安排，旨在进一步减少非关税
贸易壁垒，提高贸易便利化水平，为产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促进中国与欧亚经济联盟及其成员国
经贸关系深入发展，为双方企业和人民带来实惠，为双边经贸合作提供制度性保障。

5-18 葡萄牙总统会见王毅：愿共同推进“一带一路”建设

5月18日，葡萄牙总统德索萨在里斯本会见到访的中国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
王毅转达习近平主席对德索萨总统的诚挚问候。王毅说，中方愿把葡萄牙作为共建“一带一路”

的重要合作伙伴，尽快商签合作谅解备忘录，通过对接各自发展战略，为两国互利合作拓展新领
域，挖掘新潜力，开辟新空间。我们愿与葡方共同努力，不断提升双方相互投资的规模和水平，将
中葡投资合作打造成国与国之间合作的样板和典范，实现高效、有序和持久的互利共赢。

5-20 王毅会见荷兰外交大臣布洛克：在“一带一路”框架下加强各领域合作

5月20日，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出席二十国集团外长会议期间会见荷兰外
交大臣布洛克。

王毅表示，近年来，中荷各领域交流合作保持强劲势头，不久前威廉-亚历山大国王和吕特首相
相继访华，为中荷关系发展规划了新的蓝图。中方愿同荷方落实好两国领导人达成的共识，保持中
荷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希望荷方继续为两国贸易投资合作提供公平、友好、开放的环境，发挥中荷
海陆空立体互联互通的优势，在“一带一路”框架下加强各领域合作。

5-22 孟加拉国帕德玛大桥铁路连接线项目签订贷款协议 预算增长12%

据《金融快报》5月23日报道，22日，孟加拉国国家经济委员会批准帕德玛大桥铁路连接线项目
预算由3498.8亿塔卡（约合41.6亿美元）增至3925亿塔卡（约合46.7亿美元），增幅12%。目前孟方已
与中国政府签订项目贷款协议，项目预计将于近期开工，2024年完工。

5-24 韩正主持召开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 推动“一带一路”建设走深走实行稳致

远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组长韩正24日主持召
开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总结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进展情况，审议有关文件，
部署下一阶段重点工作。

韩正强调，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的重大决策，是推动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实践平台。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坚持稳中求进
工作总基调，认真落实首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成果，紧紧围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
动“一带一路”建设走深走实、行稳致远，更好造福各国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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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5 习近平同阿曼苏丹卡布斯互致贺电 宣布建立中阿战略伙伴关系

国家主席习近平5月25日同阿曼苏丹国苏丹卡布斯互致贺电，共同宣布建立中阿战略伙伴关系，
并热烈庆祝两国建交40周年。

习近平在贺电中指出，中阿建交40年来，两国政府和人民相互尊重、平等相待，结下了深厚友
谊，双边关系全面快速发展，双方在共建“一带一路”框架内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给两国和两国人
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这将为两国关系发展提供有力政治保证，引领两国在共建“一带一路”合
作中取得更多成果，维护双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的共同利益，推动两国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

5-27 第二届中拉政党论坛声明：“一带一路”将为中拉国家合作搭建新平台

第二届中拉政党论坛27日在广东深圳发表声明指出，“一带一路”倡议基于共商共建共享理念，
将为中国同拉美加勒比国家开展互利合作搭建新平台，注入新活力，开辟新前景。

阿曼苏丹卡布斯大清真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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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动态
·企业投资

5-1 中马一带一路出版中心”在吉隆坡揭牌成立

由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和马来西亚汉文化中心共同发起的“中马一带一路出版中心”4月30日
在位于吉隆坡的马来西亚国家语文局大楼正式揭牌成立。“中马一带一路出版中心”当天还与马来西
亚国家语文局签署合作协议，双方将共同在马出版《解读中国经济新常态》一书。

5-2 中企承建俄罗斯炼油厂项目顺利开工

由中国化学工程七公司承建的俄罗斯鄂木斯克炼油厂原油深度转化项目日前顺利开工。鄂木斯
克炼油厂是俄罗斯最大的炼油综合体，该项目合同金额约为4.2亿美元，工期为27个月，包括一套年
产200万吨联合加氢裂化装置及年产33945吨硫磺装置部分工段。

5-2 巴布亚新几内亚和肯尼亚加入亚投行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2日在北京宣布其理事会已批准2个意向成员加入，成员总数增至86个。
这一轮包括域内成员巴布亚新几内亚和域外成员肯尼亚。据了解，这2个意向成员加入获批后，还需
走完国内法定程序并将首笔资本金缴存银行后，才能成为正式成员。这些意向成员的股份将从亚投
行尚未分配的预留股份中获得。

5-2 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二期）全面投产 实现各时区金融市场全覆盖

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二期）于5月2日全面投产，系统运行时间将实现对全球各时区金融市场
的全覆盖，满足广大用户的人民币业务需求。

5-3 中铁建启动莫斯科西南部三座地铁站修建工程

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莫斯科4月28日报道，胡斯努林说，中国铁建5月将启动首条站点间隧道修
建工程，6月将开建第二条。据此前报道，中国铁建将在莫斯科修建三座地铁站及站点间隧道。报道
称，这是莫斯科乃至整个俄罗斯首次在地铁施工中引进外国企业，即便在苏联时代也未曾有过。

5-3 埃及伊斯梅利亚市举行中国企业专场项目投资推介会

近日，地处苏伊士运河中段的伊斯梅利亚省伊斯梅利亚市举行了一场专门面向中国企业的项目
投资推介会。伊斯梅利亚省是运河畔三个省级行政区之一，省政府所在地伊斯梅利亚市距首都开罗
约120公里。作为埃及苏伊士运河走廊开发计划的一部分，该省正在运河东岸大力兴建新伊斯梅利亚
城及与之配套的河底隧道和灌溉管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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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义新欧”班列带动西班牙向义乌出口增幅超300%

2014年11月，首趟“义新欧”班列从义乌发往马德里，全程1.3万公里，途经8个国家。经过3年多
的运营，“义新欧”班列目前已开通9条运输线路、沿线设立4个分支机构、8个海外仓和5个物流分拨
中心，实现常态化运营。“义新欧”线路自开通以来，极大促进中西经贸额的增长。以班列始发地义
乌为例，自2014年以来，西班牙向义乌的出口总额增幅超过了300%，而整个浙江省2017年共从西班
牙进口了5.78亿美元的商品，同比增长49.9%。

5-3 一季度印尼外商投资增长12.4% 中国投资继续增长列第四大投资来源地

印尼投资协调委员会4月30日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印尼外国直接投资额108.9万亿盾，同比
增长12.4%。其中：新加坡投资额26.5亿美元续列最大投资来源地，日本和韩国投资额分别为13.6亿
美元和9.4亿美元分居第二和第三，中国投资额6.8亿美元列第四，香港投资额5.2亿美元排第五。另据
统计，一季度印尼国内投资额76.4万亿盾，同比增长11.0%；国内投资额与外商投资额合计185.3万亿
盾，同比增长11.8%，投资行业主要在房地产、工业区、矿业、机电、电力及水处理。

5-4 中国信保“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项目承保金额达551.3亿美元

最新数据显示，2017年以来，中国信保中长期出口信用保险承保“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项目67个，
海外投资保险承保“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项目369个，合计承保金额达551.3亿美元，运用出口信用保险
撬动银行融资，不断推动我国工程机械、通信设备等优势行业开拓海外市场。

5-5 中国援助吉尔吉斯斯坦灌溉系统改造工程启动

中国援助吉尔吉斯斯坦灌溉系统改造工程3日在伊塞克湖州西南岸的阿克奥隆村举行项目开工仪
式，吉总统热恩别科夫出席活动并为开工奠基。据了解，中国援助吉尔吉斯斯坦灌溉系统改造工程

中国援助吉尔吉斯斯坦灌溉系统改造工程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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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为农业灌溉渠和附属结构的新建、维修和改扩建工程，位于伊塞克湖州和巴特肯州，共有三个
灌区。3日启动的项目为三号灌区。

5-5 中资银行跨境放贷八年增5倍 上演“加速度”

据国际金融协会5月2日发布的报告显示，近年来中国银行业的海外扩张迅猛。
自2010年以来，中国银行业跨境放贷规模增长了500%，到2017年规模已达到了6300亿美元，而

同期的美国同业规模增速为13%，日本为35%，欧洲为5%。至此，在跨境放贷方面，中国银行业已
达世界第八大规模。

5-6 《“一带一路”贸易合作大数据报告2018》正式发布

2018年5月6日，由国家信息中心“一带一路”大数据中心、大连瀚闻资讯有限公司共同编写的《“
一带一路”贸易合作大数据报告2018》在海南“京陵大数据论坛”上正式发布。据悉，这是该机构第二
次发布“一带一路”贸易合作年度大数据报告。

5-7 巴基斯坦可办人民币清算结算业务

中国银行卡拉奇分行日前在巴基斯坦南部城市卡拉奇举行人民币清算结算业务启动仪式，标志
人民币国际化在南亚地区迈出新步伐。巴基斯坦央行今年4月初批准中国银行卡拉奇分行开展本地人
民币清算结算业务。此举将有利于降低中巴客户汇率风险和交易成本，促进双方跨境贸易和投资发
展。

5-8 前4个月中国对沿线国家进出口达2.51万亿元

海关总署8日公布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9.11万亿元人民币，比去年
同期（下同）增长8.9%。其中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合计进出口2.51万亿元，增长11.6%，高于整体
增速2.7个百分点。机电产品、汽车出口增长，传统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下降；铁矿砂、原油和铜等
商品进口量增加，大豆进口量减少。

 一带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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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0 一季度境外投资者对中国境内金融机构直接投资逾35亿美元

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9日公布数据显示，2018年一季度，境外投资者对中国境内金融机构直接投
资流入35.14亿美元，流出27.16亿美元，净流入7.98亿美元。

同时，2018年一季度，中国境内金融机构对境外直接投资流出37.37亿美元，流入17.22亿美元，
净流出20.16亿美元。值得注意的是，相比2017年同期，2018年一季度境外投资者对中国境内金融机
构直接投资由净流出转为净流入。

5-10 中菲将恢复本币双边互换协议谈判

据《马尼拉公报》报道，随着两国关系得到改善，中国正在寻求重启与菲律宾搁置八年的本币
双边互换协议的谈判。菲律宾与中国签订的20亿美元本币双边互换协议已于2010年到期，这也是菲
律宾央行同中国人民银行之间的第三份双边互换协议。

5-11 第三届丝博会在西安开幕 积极构建全面开放新格局

5月11日上午，第三届丝绸之路国际博览会暨中国东西部合作与投资贸易洽谈会（以下简称“第
三届丝博会”）在陕西西安开幕。来自全球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嘉宾、客商参展参会。第三届丝博会
由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中国侨联、全国工商联、中国贸促会、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和陕西
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第三届丝博会的主题为“新时代•新格局•新发展”，会期自5月11日至15日，共
计5天。英国、马来西亚担任主宾国，贵州省、天津市担任主宾省（市），陕西省延安市担任主题
市。

5-11 丹麦养猪企业期盼搭上“一带一路”快车

丹麦是欧洲的“农业王国”，丹麦与农业关联的出口占其商品出口的四分之一，而猪肉产品又占
了农产品出口的一半。近年来，随着全球有机农业的升温，丹麦大力发展有机猪养殖。“食品国家”
是丹麦政府、相关行业组织和企业共同组建的国家对外推广机构。该机构首席执行官利塞•瓦尔布姆
告诉记者，“一带一路”建设将帮助更多丹麦食品进入中国。“我们的职责是在丹中之间建立起沟通渠
道，让中国消费者更好地了解丹麦农产品和食品，增加丹麦产品在中国市场的吸引力。” 

5-14 首发“唐山－安特卫普”中欧班列抵达比利时

经过16天运行，首发“唐山－安特卫普”中欧班列12日抵达比利时安特卫普。据悉，首发“唐山－
安特卫普”中欧班列4月26日由唐山港京唐港区始发，由阿拉山口口岸出境，途经哈萨克斯坦、俄罗
斯、白俄罗斯、波兰、德国，到达比利时安特卫普，全程约1．1万公里，运行16天。此趟班列装运
41个集装箱，货品种类包括高岭土、酵母等，后期货源主要有钢材、建材、陶瓷、家具、家电等。

5-15 国家电网与巴基斯坦签署默拉直流输电工程交易文件

5月14日，在巴基斯坦总理阿巴西和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姚敬的见证下，中国国家电网公司董事
长舒印彪在伊斯兰堡分别与巴基斯坦国家输电公司总裁扎法尔、能源部私营电力与基础设施委员会
（PPIB）执行董事沙阿•贾汉签署《默蒂亚里至拉合尔±660千伏直流输电工程输电服务协议》《执
行协议》等一系列交易文件，标志着默拉直流输电工程进入全面建设阶段。

5-15 国开行与日本三菱日联银行签约 加强“一带一路”框架下第三方合作

2018年5月14日东京讯 5月11日，国家开发银行董事长胡怀邦在东京会见日本最大的商业银
行——三菱日联金融集团总裁兼三菱日联银行董事长平野信行，双方就在“一带一路”框架下推动第
三方市场合作，特别是在东盟地区开展项目合作达成共识。国开行还与三菱日联银行、三菱东京日
联银行（中国）续签了《业务合作协议》，约定保持高层会晤，继续加强投融资、市场及资产证券
化、人员及信息等方面交流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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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5 阿布扎比国际金融中心中国办公室落地

阿联酋阿布扎比国际金融中心（ADGM）及金融服务监管局中国办公室开幕仪式日前在京举

行。据悉，该中心将支持人民币国际化战略，并通过阿布扎比国际金融中心建立离岸人民币中心，

为中东和北非地区（MENA）提供服务。当日，阿布扎比国际金融中心与中阿（联酋）产能合作示

范园、亚洲金融合作协会、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分别签署合作备忘录，将在推动“一带一路”

金融互联互通等事项上，积极探索合作路径。

5-15中哈签署扩大哈农产品输华协议

5月10至13日在西安举行的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跨境动物疫病联合防控合作会议期间，哈萨克斯

坦政府副总理兼农业部长舒克耶夫与中国海关总署署长倪岳峰签署了《关于哈萨克斯坦菜籽粕输华

植物检疫要求议定书》。此外，中方宣布解除对哈5个州（东哈州、阿拉木图州、江布尔州、克孜勒

奥尔达州、南哈州）的口蹄疫疫情禁令，这意味着哈全境各地均可对华出口动物源性产品和活体动

物。同时，中方还解除了对哈全境结节性皮肤病的疫情禁令，双方将于近期签署关于哈牛肉输华检

验检疫要求的议定书。

5-16 GE大中华区总裁：通过“三个联合”共建“一带一路”生态圈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跨国企业成为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力量。记者近日就通用

电气（GE）参与“一带一路”倡议的有关情况，专访了GE全球高级副总裁、大中华区总裁兼首席执

行官段小缨。段小缨介绍，GE中国设立了与中国EPC企业“联合市场开发、联合投融资、联合运营”

的“三个联合”战略，希望能与中国EPC企业建立长期战略合作关系，成为“一个实体”共同建设“一带

一路”倡议，风险共担、利润共享。

5-17 印尼雅万高铁项目正式展开主体工程施工

5月15日上午，由中国电建雅万高铁项目部承建的印尼雅万高铁桥梁桩基在2号特大桥管段率先

实现破土动工，此根桩基是印尼雅万高铁项目全线桥梁工程的第一根工程桩，在全线范围内正式打

响雅万高铁施工建设起航的第一枪，标志着印尼雅万高铁项目正式展开主体工程施工。

5-17 中国阿联酋“一带一路”产能合作园区开工建设

5月16日，中国阿联酋“一带一路”产能合作园区正式开工建设。园区位于阿联酋阿布扎比哈利法

工业区内，启动区2.2平方公里，预留用地10平方公里，由江苏省海外合作投资有限公司投资建设和

运营管理。截至目前，已有15家企业与园区签署了投资框架协议，涉及建材、化工、新能源等多个

行业，投资总金额逾60亿元，将为当地创造2500个以上的工作岗位。

5-19 中企承建塞内加尔方久尼大桥首根桩基灌注顺利完成

当地时间5月10日凌晨3时50分，经过5个小时的夜间奋战由中铁七局武汉公司负责施工的塞内加

尔方久尼大桥首根水下灌注桩顺利完成，标志着该项目主体工程施工正式开始。该桥是中国政府援

外优惠贷款项目，由中国进出口银行出资，采用EPC(设计、采购、施工)总承包模式，由河南国际

合作集团和长城工业两家公司的联营体为总承包商，中铁七局武汉公司负责建设。桥梁设计长度为

1209.2米，宽11.4米，总工期为34个月，完工后将极大地改善该地区的交通状况，并将成为塞内加尔

最大最长的桥梁。

5-21 中国企业助力纳米比亚建设南部非洲区域物流中心

沃尔维斯湾港集装箱码头项目于2014年开工，全部建设内容包括600米长的集装箱码头泊位及其

后方堆场、配套设施和372米长的邮轮码头，预计将于今年年底完工。项目建成后，沃尔维斯湾港年

集装箱吞吐量将从现在的30万标箱提升至75万标箱。

 一带一路
月度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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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 日本通运启用中欧铁路实现日欧联运

日本大型物流企业——日本通运公司21日起开始利用中欧铁路提供日本和欧洲之间的联运服

务。新服务提供两条运输途径，一条是从日本东京、横滨、名古屋、大阪、神户这些主要港口走海

运至中国大连，再从大连经铁路到达德国杜伊斯堡；另一条是从成田、羽田、中部、关西等日本的

主要机场走空运到中国重庆，再从重庆用铁路运输至杜伊斯堡。在海陆联运的情况下，从东京港到

杜伊斯堡运输周期将由之前的40天缩短至28天。在空陆联运的情况下，根据整柜和拼箱运输方式的

不同，从东京成田机场到杜伊斯堡火车站的运输时间分别为22天和24天。

5-25 中巴两国央行续签双边本币互换协议 有效期三年

中国人民银行24日发布消息，中国人民银行与巴基斯坦国家银行续签了中巴双边本币互换协

议，旨在便利双边贸易投资，促进两国经济发展。记者从中国人民银行获悉，协议规模为200亿元人

民币/3510亿巴基斯坦卢比，有效期三年，经双方同意可以展期。

双边本币互换协议是指一国（地区）的央行（货币当局）与另一国（地区）的央行（货币当

局）签订协议，约定在一定条件下，任何一方可以一定数量的本币交换等值的对方货币，用于双边

贸易投资结算，或为金融市场提供短期流动性支持。到期后双方换回本币，资金使用方同时支付相

应利息。

5-27 老挝赛色塔开发区已吸引45家企业入驻 计划投资约5亿美元

赛色塔综合开发区占地11.5平方公里，是中老两国政府共同确定的国家级合作项目、中国在老挝

唯一的国家级境外经贸合作区、“一带一路”建设的早期收获项目。项目由云南建设投资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和万象市政府共同开发建设。入区道路及一期路网建设，水、电、通信等配套设施建设已经

完成。

中欧班列（西安—布达佩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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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7 中国援助吉尔吉斯斯坦首都路面修复工程举行开工仪式

中国援助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道路沥青路面修复工程25日举行开工仪式，吉政府和民众

对中国政府为改善吉民生所做贡献表示感谢。据介绍，该工程由中国路桥公司承建，包括修复比什

凯克市内23条主干街道，全长38．08公里。比什凯克市区现有道路年久失修、损坏严重，项目完成

后将为当地居民提供便利的交通环境。

5-28 中白工业园一期起步区基础设施完工 已有34家企业入驻

中白工业园紧邻明斯克国际机场，拥有交通便利的优势；入园企业研发生产的高科技产品可销

往欧亚经济联盟和欧盟两大市场，市场发展潜力巨大；白俄罗斯给予工业园税收等优惠政策，中方

也积极为其提供相关融资服务等大力支持。截至目前，园区一期3．5平方公里起步区基础设施全部

完工，园区吸引力不断增加。中国招商局集团、潍柴集团、中联重科、中信重工、中航工业、华为

等中国大型企业已入驻园区，并陆续开工自建或租用厂房，研发生产高科技产品或为园区企业提供

各类服务。截至目前，园区共有34家入驻企业，包括18家中国企业。

5-28 中国企业拿下全球首条跨海云轨订单 将替换百年前铁路

据美国《彭博商业周刊》5月24日报道，比亚迪高级副总裁李柯当天接受电话采访时表示，该

公司于5月下旬签署了在巴西萨尔瓦多建设云轨系统，价值25亿巴西雷亚尔（约合6.89亿美元）的订

单。她表示，公司正在美国在内美洲地区磋商多达八笔云轨交易，预计2018年至少敲定两笔。

5-28 中企承建泰国铁路复线项目完成路基施工

5月24日，由中交二航局参建的泰国铁路复线项目完成路基施工，该项目是中国港湾和二航局在

海外首个由路基到线上系统全覆盖的铁路项目。泰国北柳-十九溪-景溪铁路复线工程C1合同段位于

泰国北柳府和北标府之间，建设期限为2016年2月19日至2019年2月18日，项目终点距离曼谷约1个半

小时车程。该铁路为响应泰国政府新型经济发展而建设，铁路建成后将有效的减少东部沿海区域和

廉差邦码头以及与泰国北部、东北部地区之间的运输成本，尤其是满足了燃油、LPG燃气和石油等

物资的大量运输，同时也极大地提高了泰国铁路的运行安全。

5-29 中企在越南承建的首座斜拉桥通车 获赞“崭新的城市名片”

5月27日，由中国路桥工程有限责任公司（简称中国路桥）承建的越南高岭桥项目举行通车仪

式。这是中国企业在越南承建的首座斜拉桥项目，也是全线率先按期完工的项目，为中国工程建设

在当地赢得口碑。

5-29 中企承建巴基斯坦拉合尔橙线轨道项目试运行

由中国铁路总公司和中国北方工业公司联合承建的巴基斯坦拉合尔“橙线”轨道交通项目日前开

始试运行。据了解，整个“橙线”轨道交通项目共包括27节列车，列车采取5节车厢编组，每节车厢设

计承载为200名乘客。列车运行线路始于阿里镇，终点是德拉古杰兰枢纽，共有14站，全程运行时长

45分钟，此前同样两地间的公路交通需耗时2.5小时，“橙线”将为市民出行节省约七成的时间成本。

根据规划，“橙线”运行初期将保证每天25万人次的运力，到2025年将进一步将运力提升到每天50万人

次。

5-29 中巴新合建“一带一路”农业产业园

当地时间5月29日下午，中铁国际集团有限公司与巴布亚新几内亚农畜业部、东高地省政府、西

高地省政府正式签署土地使用权转让协议。据该协议，中铁国际集团有限公司将获取西高地省的哈

迪和东高地省的卡洛菲谷两地共计6000余亩、为期99年的土地使用权。该地块是中国中铁、福建农

林大学与巴布亚新几内亚多个省份合建的“一带一路”中-巴新农业产业园的核心区，将建成集种植、

养殖、深加工、检验检疫、进出口许可、自主报关等于一体的综合性中-巴新农业示范园区，园区内

 一带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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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菌草旱稻科技园区、种植类产业园区、养殖类产业园区、农畜产品深加工科技园区和现代化免

税贸易园区等相关配套产业园区。

5-30 中企承建外高加索地区最长铁路隧道实现贯通

由中国企业承建的外高加索地区最长的铁路隧道当地时间27日晚实现双线贯通，标志着格鲁吉

亚铁路现代化项目取得了突破性进展。继去年11月右线贯通后，5月27日晚，“一带一路”“渝新欧”国

际铁路联运大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格鲁吉亚铁路现代化项目T9隧道左线实现胜利贯通，标志着

由中国企业承建的外高加索地区最长铁路隧道实现最终贯通，格鲁吉亚基础设施现代化和互联互通

建设迈出了新步伐。

5-31 中巴海关电子数据交换系统进入试运行阶段

巴基斯坦《商业记录报》5月30日报道，巴基斯坦海关已经开启中巴海关电子数据交换系统，系

统目前处于试运行阶段。海关电子数据互换系统将覆盖中巴自贸协定项下的进出口货物的原产地证

明和出口报关单等电子数据。根据要求，所有申请享受中巴自贸协定下特殊优惠政策的进口货物都

将被要求提供由中国相关部门提供的原产地证明编号和日期，该信息将可在一站式清关系统进行查

询。通过中巴海关电子数据交换系统，巴一站式清关系统将对申请进口货物的相关信息与中国海关

的数据进行交叉匹配，以验证原产地证明和出口报关单的数据真实性，目前巴基斯坦海关人员可通

过该互换系统系统自动对接中国海关部门分享的有关数据信息。

在中国田野播种色彩的巴基斯坦植物学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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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一带一路”人文主题书展在昆明展出

为了让云南读者更好地了解“一带一路”各国的文化、历史，近日，“一带一路”人文主题书展

在昆明璞玉书店展出。据悉，该书展旨在让每一位读者感受“一带一路”背后有温度的人文世界。

5-6 “一带一路”核心区和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智库论坛在西安举办

5月6日，由商务部投资促进事务局、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国声智

库、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中共西安市委政策研究室联合主办的“一带一路”核心区和自由贸易试

验区建设智库论坛2018在陕西省西安市隆重举办。

5-7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摄影师拍北京：用镜头讲述北京故事

5月7日，由北京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共同主办的“一带一路”沿

线国家摄影师拍北京活动在通州大运河森林公园观景平台正式开拍。即日起，来自俄罗斯等国家

的10位摄影师将在北京数百个拍摄点进行为期一周的采风。

5-8 中国银行面向中东欧四国举办“一带一路”国际金融交流合作研修班

5月8日，中国银行面向中东欧四国举办的“一带一路”国际金融交流合作研修班正式开班。这

是中国银行首次面向欧洲国家举办“一带一路”国际金融交流合作研修班，来自塞尔维亚、黑山、

罗马尼亚、保加利亚等四国的30余名高级官员专程来华，深入了解“一带一路”倡议，共谋合作机

遇。

5-11 2018“创响中国”厦门站暨“一带一路”创新大会在集美举办

5月11日，2018“创响中国”厦门站活动在集美盛大举办。活动由国家发展改革委和中国科协主

办，厦门站活动的重点是5月11日至13日在集美区嘉庚艺术中心举办的“一带一路”创新大会，具体

包括“一带一路”创新论坛、2018英诺创新者大会、新兴产业项目对接会、“一带一路”创业加速器

创新创业大赛、“一带一路”创新展览会、创投“一对一”对接会等多项活动。

5-11 第三届丝绸之路国际博览会暨中国东西部合作与投资贸易洽谈会开幕

第三届丝绸之路国际博览会暨中国东西部合作与投资贸易洽谈会5月11日至15日在西安举

行，共有73个国家和地区的230个团组参展参会。全国政协副主席何维、哈萨克斯坦副总理兼农

业部长舒克耶夫•吾米尔扎克等26个中央国家机关、国家部委和中央企业负责人、全国30个兄弟省

区市代表和来自哈萨克斯坦、英国、马来西亚等75个国家和地区及港澳台的来宾出席了11日的开

幕式。

一带一路动态
·社会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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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7 第十一届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一带一路”大学通识教育论坛隆重开幕

5月17日上午，由铜仁学院主办，台湾通识教育学会、贵州省高等教育学会、高教发展与评估杂

志社共同协办的第十一届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一带一路”大学通识教育论坛在铜仁学院梵净山人

文生态馆隆重开幕。

5-18 赣港合作“一带一路”建设（香港）推介会在香港国际会展中心顺利举行

香港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节点，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具备区位优势、开放合作先发优势、服

务业专业化优势、文脉相承的人文优势，希望借助“一带一路”建设的平台，进一步深化与香港的金

融与投资合作，进一步拓展国际产能合作，进一步开辟“一带一路”市场，进一步加强投资营商环境

对接，进一步推进人文交流合作，推动赣港两地合作共赢发展。

5-20 “一带一路”标准化教育与研究大学联盟成立

全球首个“一带一路”标准化教育与研究大学联盟（以下简称“联盟”）5月20日在中国计量大学成

立。联盟由中国计量大学联合清华大学、浙江大学、南京大学、西安交通大学等10所国内高校和韩

国中央大学、荷兰伊拉姆斯大学、加拿大魁北克大学高等技术学院等国外高校共同倡议发起。目前

已有30个国家和地区的105所高校加盟，其中境外高校37所，“一带一路”沿线国家19个。

5-26 茶和天下—首届“一带一路”家国天下高峰论坛

5月26日，花开半蕾，曲水流觞。茶和天下—首届首届“一带一路”家国天下高峰论坛举行，这是

一带一路家国天下，茶文化产业人文情怀与中国茶文化产业与世界经济命运共同体的一次茶文化的

邂逅，彰显中国“一带一路”经济繁荣，驱动世界经济共发展同命运的中国诉求，中国力量。

5-29 浙江首个“一带一路”海外中医中心落地 跨国会诊来了

5月29日下午，浙江省首个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合作建设的国家级海外中医药中心——“中

国——以色列中医药中心”在特拉维夫市正式揭牌，该项目由浙江省中医院和以色列共同合作建设。

5-29 一带一路：中蒙残疾儿童运动会在乌兰巴托开幕

以“快乐运动、同心追梦”为主题，由蒙古残疾奥运委员会、蒙古体育技能管理中心、盛世中体

体育发展产业集团共同主办的一带一路：中蒙残疾儿童运动会29日在乌兰巴托开幕。

一带一路沿途风光：张骞故里，丝路花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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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书

Prof. Zhao Kejin, Senior Fellow at the Charhar Institute
Title: Diplomatic Theory and Practice  
Publisher: Shanghai Educational Publishing House (March 1, 2011)
Language: Chinese 
The author, Prof. Zhao Kejin, who obtained Doctor of Law from Fudan University, is Vice 

President of The School of Social Sciences at Tsinghua University, Associate Professor in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Deputy Director of Centre for Sino-US Relations at Tsinghua University, 
and Deputy Secretary General of Global Development Institute. His research is majorly focusing 
on diplomatic theories, Chinese Diplomacy, the United States-China relationships, and related is-
sues. He has published 18 books in his field, and has published more than 80 academic papers on 
SSCI and CSSCI. He was honoured five awards on the provincial and ministerial levels. He was 
nominated as New Century Excellent Talents of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In this book, the author aims at generalizing the professional knowledge of diplomac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hips to the ordinary audience who are interested in this field. The book is 
constituted of four parts. In Part one, the author introduces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diplomacy, and 
presents the classical diplomatic theories. In the following part, the author tries to analyse diplo-
macy from the legislative and institutional perspectives. Based on the aforementioned introduction 
of theoretical knowledge, the author uses vivid cases to assist readers in practicing diplomatic 
theories in reality. The case studies listed in this part involve areas such as diplomatic negotiation, 
diplomatic mediation, diplomatic interference and intervention, preventive diplomacy and crisis 
management. The author predicts a possible development trajectory of diplomatic theories in the 
concluding part. It is an important reference for governments, research institutes, universities and 
scholars in 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hips field.  

Books

Prof. Xu Yihua, Senior Fellow at the Charhar Institute 
Title: Religion and Chinese National Security Studies 
Publisher: Current Affairs Press, 2016 
Xu Yihua is Professor at the Centre for American Studies and Department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t Fudan University in Shanghai. He received his master’s in history from Wuhan Univer-
sity and his doctorate in religion from Princeton University. Dr. Xu is author of numerous books 
and scholarly articles on history of Christianity in China, American religion as well as religion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 book tackles the current problems between religion and national security in China. It con-
sists of four parts. The first part concentrates on the basic theories in terms of religion and security 
issues both at national level and at international level. It explores the current scholarship of reli-
gious studies, and combines religion with national security. In the second part, it explicitly explores 
how religion is attached to state’s security at international level, and how it affects decision-makers 
on formulating foreign policies. In the third part, it specifically indicates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religion and Chinese national security. This part concentrates on the spread of terrorism in the name 
of religion and its negative effects on Chinese national security. In the fourth part, it tackles how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utilize religion to interfere with state’s 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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