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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向“
一带一路” 国际智库合作委员会
成立大会致贺信
□新华社北京4月24日电

新华社研究院联合15家中外智库共同发起

“一带一路” 国际智库合作委员会成立大
会4月24日在北京召开。 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大会
致贺信。
习近平指出，历史发展、文明繁盛、人类进步
离不开先进思想的引领。“
一带一路” 倡议源自中
国、属于世界。 在各方共同努力下，“
一带一路” 已
成为开放包容的国际合作平台和广受欢迎的全球
公共产品。 智库是共建“
一带一路” 的重要力量。
开展智库交流合作，有助于深化互信、凝聚共识，
推动共建“
一带一路” 向更高水平迈进。
习近平强调，“一带一路” 国际智库合作委
员会的建立，为各国智库加强思想对话、进行决
策咨询提供了重要平台。 希望合作委员会深入
开展学术交流，推出更多高质量研究成果，为推
动共建“一带一路” 走深走实、构建人类命运共
同体作出贡献。

“一带一路” 国际智库合作委员会在京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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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务实合作 “一带一路” 新举措值得期待
□本报记者 倪铭娅
第二届“
一带一路” 国际合作高峰论
坛于4月25日至27日在北京举行。 业内人
士预计，本届论坛会达成更多促进“
一带
一路” 建设的新成果，既包括政府间的合
作协议与举措，也包括企业参与的务实合
作项目。 相关部门也将加快推出新举措，
为高质量共建“
一带一路” 提供支撑。

聚焦务实合作 多项成果待发布
据介绍， 本届高峰论坛将分论坛的
数量扩大到12场，比首届增加一倍，这些
分论坛的一个共同点就是都将注意力聚
焦在务实合作上。
此外，论坛期间还将首次举行企业家
大会， 为各国工商界对接合作提供平台，
共享“
一带一路” 合作机遇。 预计各国工

商界人士会签署一批具体的项目协议。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张蕴岭认
为，即将召开的第二届“一带一路” 国际
合作高峰论坛有望出现更多新建议、新
思路、新成果。
外交部部长王毅日前在中外媒体吹
风会上明确，作为东道主，中方将汇总论
坛期间各方达成的具体成果， 集中对外
发布。 其中既有一系列政府间的合作协
议， 也有各国企业和金融机构开展的大
量投资类、融资类的务实合作项目。

强化经贸合作 系列举措在推进
经贸合作是共建“
一带一路” 倡议的
重要内容。对于今后将采取哪些措施推动
“一带一路” 经贸合作，商务部综合司巡
视员宋立洪指出，一是打造高水平的合作
平台。 精心筹办第二届进博会，为各国共
享中国发展红利搭建平台，同时为“
一带
一路” 建设高质量发展提供有效载体。
二是做优做精重大经贸合作项目。
聚焦产业投资和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推
动建设一批综合效益好、 带动作用大的

重大项目， 帮助发展中国家夯实经济发
展基础，更好地参与全球分工，从全球价
值链中获取利益。
三是开展更多贸易投资促进活动。
办好各类大型展会，特别是面向“
一带一
路” 相关国家的展会，加大招商招展力
度。 支持各地区搭建主题鲜明、特色突出
的贸易投资促进平台， 让更多的商机在
企业家互动中涌现出来。
四是加快发展“丝路电商” 。 让电子
商务为中国和相关国家对外贸易赋能，
增添新动力。
五是推进自由贸易区建设。 降低贸
易投资制度化壁垒，减少人为障碍，推动
形成“
一带一路” 大市场。
为加强贸易畅通， 海关总署正加快
与“一带一路” 国家实现AEO（经认证
的经营者）互认。 海关总署表示，目前已
与蒙古、马来西亚、阿联酋等国家海关基
本完成互认磋商，有望于年内实现互认。
此外， 海关总署正在积极推进与泰国等
10余个 “一带一路” 参与国家海关的
AEO互认谈判， 力争2020年底完成与

“一带一路” 沿线所有已实现AEO制度
且有合作意愿国家的AEO互认磋商。

加快资金融通 多项措施在路上
资金融通能够为“一带一路” 建设
一带一
提供有力保障。 刚发布的《共建“
路” 倡议：进展、贡献和展望》报告显示，
在资金融通方面， 中国与27国核准了
《“一带一路” 融资指导原则》。 中国人
民银行与多边开发机构开展的联合融资
已累计投资超过100个项目，覆盖70多个
国家和地区。 中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联合能力建设中心、“一带一路” 财经发
展研究中心挂牌成立。 11家中资银行在
28个沿线国家设立76家一级机构， 人民
币跨境支付系统业务范围已经覆盖近40
个沿线国家和地区。
中国民生银行研究院院长黄剑辉认
为，须借力新一轮金融对外开放机遇，构
建综合配套而多元协同的金融生态体
系， 进而充分发挥金融的引导、 聚合作
用，促进“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经济发展
与共同繁荣。

区域发展纵横联动新格局逐步显现

西部大开发及东北振兴新政将出台
□本报记者 刘丽靓
深化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再迎新举
措。 中国证券报记者日前获悉，新时代推
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的指导意见近
期有望公布。 此外，新时代东北振兴发展
相关文件已起草完成， 目前正进一步征
求意见，以着力实现东北全方位振兴。
业内人士认为，随着粤港澳大湾区、
长三角一体化等一系列重大区域战略逐
步落地实施， 东西南北纵横联动新格局
逐步呈现， 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打造
强劲引擎。

各区域改革开放后的GDP复合增速变化

资管业“挤水分”
银行理财资金分流何处

西部新一轮大发展蓄势待发
今年是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20
周年。 20年来，西部大开发成绩显著。
数据显示， 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以
来，西部12个省市区经济总量持续增长，
特别是2012年以来， 西部地区生产总值
年均增速达8.9%， 高出全国1.8个百分
点。 西部地区2018年经济总量在全国经
济总量的占比已上升到20.5%，是增速最
快的区域。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
制定西部大开发新的指导意见。 3月19
日， 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七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新时代推进西部大
开发形成新格局的指导意见》。中国证券
报记者日前获悉，该《指导意见》有望近
期公布。 以 “大保护”“
大开放”“
高质
量” 为核心的西部地区新一轮大发展正
蓄势待发。
新时代推进西部大开发。 首先，把生
态环境保护放在重要位置， 坚持走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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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欧阳剑环 彭扬 陈莹莹

新华社图片
优先、 绿色发展新路子。 二是发挥共建
“一带一路” 引领带动作用，加快建设内
外通道和区域性枢纽， 完善基础设施网
络， 提高对外开放和外向型经济发展水
平。 三是更加注重推动高质量发展，深化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支持西部地区加强
科技创新，拓展发展新空间，加快新旧动
能转换， 促进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与
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
兰格研究中心研究员徐莉颖认为，
随着“升级版” 西部大开发战略决策出
台，西部地区有望进入又一个快速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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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通道。 其中，基础设施建设仍是重点，
城镇化建设将加速发展，西部沿边城市
将迎来又一轮建设红利，与共建“一带
一路” 互相提振。 利好交通基础设施建
设领域，建筑、家电、机械等钢铁相关产
业将明显受益。 随着新一轮政策对西部
倾斜力度加大、 西部与共建 “一带一
路” 更深度融合，将给相关行业带来巨
大机遇。
方正证券分析师胡国鹏认为， 西部
大开发是缓解经济下行压力的重要战
略，具有撬动“成渝城市群” 增长极、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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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于共建“
一带一路” 的新使命。 推动西
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 基础设施仍是重
点任务，统筹做好西部大开发工作，可拓
展我国经济发展空间， 支撑全国经济稳
中向好形势。 西部地区特色优势产业将
迎来新一轮蓬勃发展。

东北地区全方位振兴再起航
今年，东北振兴战略实施已满15年。
虽然目前东北地区已走出经济最困难时
期， 但南北经济发展不平衡现状仍然突
出。 （下转A02版）

资管新规落地一年来，资管行业“
挤水分” 成效明显，同业业务过快
增长现象得到显著遏制，隐匿风险的通道业务大大减少。 各机构正秣马
厉兵、各谋突围，银行理财子公司渐行渐近，券商、信托发力主动管理。从
资金流向看，过去一年银行理财资金整体风险偏好较低，资管机构尤其
是银行要大规模参与权益市场，核心是打破刚性兑付，同时有沉淀长期
资金的能力。

机构默契 挤出万亿元级“水分”
过去一年，是各类资管机构默契“挤水分” 的一年。 从资管市场的
“大头” ——
—银行理财看，银保监会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末，银行保本
和非保本理财产品余额合计32万亿元，同比增加2.5万亿元，增长8.5%。
其中，非保本理财产品余额22万亿元，与2017年末基本持平。
在银行理财规模总体平稳背景下，同业理财挥别高速扩张，降幅明
显。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底，全市场金融同业类产品存续余额1.22万亿
元，同比减少2.04万亿元，降幅为62.57％。
中国基金业协会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底，基金管理公司及其子公
司、证券公司及其子公司、期货公司及其子公司、私募基金管理机构资产
管理业务总规模约50.5万亿元，同比减少5.78%。 其中，私募资产管理规
模同比减少19.42%；（下转A0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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