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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民生与“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

 刘 乐

“一带一路”建设坚持共商、

共建、共享的原则。其中，共享不

仅意味着“一带一路”的建设成果

要惠及各参与者和相关方，更意味

着要让沿线各国和地区人民对于建

设成果有真切实在的获得感。就此

而言，重视民生既是“一带一路”

建设的应有之义，也是“一带一

路”倡议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

思想的集中体现。

“一带一路”的民生之维

综观“一带一路”国际合作的

发起、展开和推进，“一带一路”

的民生内涵主要体现在增加就业、

便利生活、文教发展、公共安全和

紧急援助等五个方面。

第一，增加就业。就业是民生

之本。“一带一路”可观的经济规

模和巨大的发展潜力使其得以有力

拉动当地经济增长、创造各类就业

岗位和增加政府财政收入。据商务

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发布的

《中国“一带一路”贸易投资发

展报告2020》统计，截至2019年
年底，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

家建设的境外经贸合作区累计投

资350亿美元，上缴东道国税费超

过30亿美元，为当地创造就业岗位

33万个。在扶贫助困方面，“一带

一路”的相关建设项目可以直接

帮助当地民众脱离贫困状态。据

世界银行集团发布的《“一带一

路”经济学：交通走廊的机遇与

风险》估算，预计到2030年，“一

带一路”倡议的相关投资所创造

的大量就业岗位能在全球范围内

帮助至少7 6 0万人口摆脱极度贫

困，并帮助至少3200万人口摆脱

中度贫困。

第二，便利生活。为百姓提供

舒适便捷的生活条件是民生事业的

发展目标。特别是对于一些欠发达

地区来说，民生基础设施是当地民

生建设的重中之重。目前，“一带一

路”已经建成了一大批标志性的

民生基础设施。从孟加拉国的第

一座大型净水厂帕德玛水处理厂

到填补巴基斯坦近四分之一电力

缺口的萨希瓦尔电站，从马尔代夫

首座跨海大桥中马友谊大桥到非洲

“万村通”数字卫星电视项目，

“一带一路”在水、电、路、网等

领域的民生建设项目显著地改善

了当地民众的生活配套设施，促

进普通百姓能够以更加稳定、安

全和经济的方式享受现代生活的

种种便利。

第三，文教发展。物质发展和

精神发展是民生发展的一体两翼。

就此而言，促进文化繁荣和教育兴

盛是在精神生活层面对民生建设的

更高要求。相应地，相关国家和国

际组织正在“一带一路”框架下积极

开展文化和教育方面的合作项目，例

如举办艺术节、电影节、音乐节、

文物展、图书展等活动，并合作进

行图书广播影视精品创作和互译互

播，以及开展教育互联互通合作

和人才培养培训合作（包括双向留

学、合作办学、师资培训、人才联

培等），以丰富百姓的精神文化生

活和满足民众的优质教育需求。

第四，公共安全。身体健康和

生命安全是民生保障的重要方面。

为此，“一带一路”倡议积极推动

医疗卫生和灾害防治领域的国际合

作。在医疗卫生领域，中国政府呼

吁加强在传染病疫情通报、疾病防

控、医疗救援、传统医药领域的互

利合作，倡议共同打造健康丝绸之

路，倡导共同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

同体。在灾害防治领域，鉴于“一

带一路”相关国家和地区共同面临

地质灾害、气象灾害、洪旱灾害和

海洋灾害等多种灾害，中国政府呼

吁加强“一带一路”灾害防治国际

合作，建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灾害防治和应急管理机制。 
第五，紧急援助。人道主义灾

难是对事发当地社会民生的重大威

胁。基于人道主义精神，向陷入人

道主义危机的“一带一路”相关国

家和地区提供物资、现汇等人道主

义援助以及派出救援队、医疗队、

维和部队等人员力量是“一带一

路”民生紧急援助工作的主要形式

和基本内容。

如上所述，“一带一路”丰富的

民生内涵体现出“一带一路”倡议

注重民生、保障民生、改善民生的

民生导向，也反映出“一带一路”

以民为本的人文关怀，惠民生成为

“一带一路”的鲜明底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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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民生建设
的深化与拓展

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

作高峰论坛期间，惠民生被确立为

“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

标和基本内涵，这标志着民生建设

及其成效已经成为衡量“一带一

路”高质量发展情况的重要维度。

就此而言，需要在“一带一路”

的推进过程中进一步加强和提升民

生建设。具体来说，可以从丰富议

题、目标联动、人文纽带、多方共

建和机制发展五个方面入手开展相

关国际合作。

第一，促进绿色民生、数字民

生、科技民生等“一带一路”民生

议题的不断丰富。目前，“一带一

路”倡议在经济民生与社会民生，

物质民生与精神民生方面取得了一

系列的共建成果。在此基础上，

“一带一路”的民生议题需要不断

丰富，并可以纳入绿色民生、数字

民生、科技民生等新的构成内容。

其一，绿色民生。良好生态环

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就此而

言，确保民生建设的绿色底色是

绿色民生的基本要求。为此，“一

带一路”的绿色民生建设可以与

绿色丝绸之路倡议进行对接，通

过绿色投融资、绿色产业和绿色

消费等绿色实践推动绿色发展、

增加绿色就业、构建绿色价值

链，从而进一步改善和保护生态

环境。其二，数字民生。新一轮

信息革命浪潮既带来了增进数字

福祉的发展机遇，也造成了数字歧

视与“数字弃民”等问题的现实挑

战。就此而言，弥合民生建设的数

字鸿沟是数字民生的基本要求。为

此，“一带一路”的数字民生建设可

以与数字丝绸之路倡议进行对接，

通过贯彻数字公平与数字正义、加

快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大力发展电

子商务与数字经济，从而帮助更

多人在数字时代的发展浪潮中受

益和获利。其三，科技民生。科

技创新对于民生改善具有重要的

推动作用。就此而言，增加民生

建设的科技含量是科技民生的基

本要求。为此，“一带一路”的科

技民生建设可以与智力丝绸之路

倡议进行对接，一方面加强民生

科技投入与民生科技研发，另一方

面推动科技成果转化与民生科技推

广（如菌草技术项目）。在此，将

民生议题嵌入绿色丝路、数字丝路

和智力丝路等“一带一路”框架

下的国际倡议，既有利于“一带

一路”民生议题的不断丰富，也

有助于“一带一路”倡议不断充

实，并进一步实现二者之间的相

互促进。

第二，促进惠民生与高标准、

可持续目标之间的正向联动。高标

准、惠民生、可持续是“一带一

路”高质量发展的三个主要目标。

其中，高标准和可持续也是惠民生

的必然要求。一方面，惠民生必须

坚持高标准、杜绝“豆腐渣”，要

推动参与各方按照普遍接受的国际

规则标准以及当地法律法规进行民

生项目的竞标、建设和运营，从而

保证民生建设可以真正惠及民生；

另一方面，惠民生必须实现可持

续、防止走过场，要确保民生项目

在商业和财政上的可持续性，从而

保证民生建设可以长久惠及民生。

就此而言，在实现“一带一路”惠

民生的过程中，也要坚持高标准和

追求可持续，从而实现三者之间的

正向联动。

第三，促进民生建设与民心

相通之间的良性循环。民心相通是

“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目标。为

此，可以发挥民生项目在各国民众

之间的社会纽带作用，夯实“一带

一路”的民意基础，进而消解一些

政客和组织对于“一带一路”的质

疑、攻击、歪曲、抹黑和造谣。具

体来说，可以借助“一带一路”

在基建、文教、健康和灾害防治

等领域的民生建设项目，增进东道

国人民与中国等相关国家人民之间

的了解、互动和友谊，并将这些民

生项目打造为彼此之间开展人文交

流的重要平台。与此同时，民心相

通也有助于为民生事业的后续发展

提供更好的经济和社会条件从而反

哺民生建设。就此而言，“一带一

路”的民生建设不宜做“无名英

雄”或者只做“挂名项目”，而

是要在项目建成之后积极发挥其

社会联系效能，从而实现“一带一

路”的民生建设与民心相通之间的

良性循环。

第四，促进企业和国际组织对

于“一带一路”民生建设的积极参

与。政府、企业和国际组织是“一带

一路”建设的三大主体。因此，“一

带一路”的民生建设不仅需要政府的

积极推动，还应广泛动员企业和国

际组织的积极参与。其一，“一带一

路”的民生建设可以通过与有关企

业的对接，实现惠民生与履行企业

社会责任的相互促进。例如，企业

可在当地社会开展教育、医疗、环保

等与民生改善直接相关的公益项目。

其二，“一带一路”的民生建设可以

通过与有关国际组织的对接，发挥

其在业务领域和工作网络的特长和

优势，从而促进相关民生项目的规

划、运营和评估。（下转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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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基准形态。

4 .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城乡融

合。城市规划建成区范围内地区，陆

续撤销乡镇与地区办事处，把原来

农口负责的农村地区民政、文教、

综合治理等农村行政管理工作，转

交街道办事处管理，解决城乡二元

社会管理体制。农口主管部门重点

放在对集体资产的监督指导服务。

城市规划建成区外的农村地区，推

进村委会与村集体经济组织“两本

账”设置，职能分设，政经分开。

5.深化集体产权制度改革。重

点是理顺集体经济组织股权关系，

由传统集体经济的1.0治理向新型

集体经济的2.0治理跨越。完成集

体经济组织赋码颁证工作。出台省

（市、自治区）集体经济组织股权

管理办法，保持普通股人员规模，

逐步降低并直至撤销集体股，社员

公益事业支出改由列支公益金或任

意公积金。降低集体股比例可与增

资扩股结合起来，增资对象一般限

定在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内部。经股

东代表大会讨论同意的情况下，可

以采取试点方式，稳慎吸纳非集体

成员性质的股东直系亲属进入。

6.探索新型集体经济治理体系

2.0版本和3.0版本。建立乡村型和

城镇型两类新型集体经济示范章

程，分别探索集体经济治理体系

的2 . 0版本和3 . 0版本。集体经济

治理2.0适应于当前大部分农村地

区的治理模式，基本组织形态均

为“社+公司”。社一级的特别法

人治理结构，具有封闭性特征，

属于党建引领下的内部治理、社

区治理与外部政府监管的“三位

一体”的综合性治理模式。公司

一级的治理结构，具有开放性特

征，主要按照《公司法》要求，

与市场经济接轨。集体经济治理

3 . 0，主要适用于城镇型集体经

济，一般要满足城乡社保衔接、

公共服务衔接、土地全部征为国

有、农民全部转为居民等条件。

集体经济组织要尽快剥离社会性

负担，实现综合性的治理向专业

化治理的转型，可以参照国有企

业改革模式，选择有条件地区探

索集体经济混合所有制试点。乡

级集体经济组织要解决好镇政

府、社（或乡镇农工商总公司）

与下属公司之间，即行政主体、产

权主体与经营主体的关系，实现

“行政权、所有权与经营权”三权

分置。提升薪酬水平，培养和吸引

优秀职业经理人及专业人才。

7.集体土地集约利用。主要包

括集体建设用地集约利用、农用地

流转、闲置农宅盘活利用三个方

面。完成农民整建制转居地区，鼓

励集体土地不征地情况下一次性变

国有，并由集体持有一定年限的国

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农用地方面，

重点发展农业科技园区、休闲观光

园区以及精品农业园区，落实“点

状供地”政策，解决一二三产业融

合中的配套设施建设。鼓励村集体

经济组织主导土地集中流转，并通

过农村产权交易所与农民专业合作

社、农业企业进行经营层面合作。

8.集体资金盘活利用。逐步放

宽征地补偿款的使用范围。鼓励

有实力的集体经济组织成立投资

公司，引入职业经理人，训练集

体经济专业运营商，积极探索集体

经济由重资产经营向轻资产经营的

新路径。

作者单位：北京市农村经济研究

中心

（上接21页）例如，联合国儿童基

金会已与中国国际发展知识中心建

立合作伙伴关系，研究和倡导促进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儿童发展的

方案。

第五，促进“一带一路”民生

建设工作机制的建立健全。机制化建

设是“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

组成部分。相应地，要实现“一带

一路”高质量发展的惠民生目标，

就需要建立健全“一带一路”民生

建设的工作机制。其中，作为“一

带一路”的标志性项目，中巴经济

走廊围绕落实惠民生目标正在积极

探索建立相应的合作机制。2018年
11月4日，中巴两国决定在中巴经

济走廊联合合作委员会框架下增

设社会民生工作组。截至2020年11
月，中巴经济走廊社会民生联合工作

组已举行2次工作会议，并在中巴经

济走廊框架下确立了27个社会民生优

先项目。以此为借鉴，“一带一路”

的民生合作可以寻求类似的双多边

工作机制，从而推动相应民生建设的

有机整合、务实开展和高质高效。

增进民生福祉是人类发展事业

的根本价值所在。与之呼应，“一带

一路”具有鲜明的民生内涵。七年

来，“一带一路”建设的各参与者

和相关方在多个国家、多个领域建

成了一系列的民生工程，并将惠民

生确立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

的主要目标和基本内涵。以此为指

引，“一带一路”的民生建设需要

进一步走深走实、做精做细，积极

助力将“一带一路”打造为造福民

众、惠泽民生的国际典范。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

全球战略研究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