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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方面之间找到更好的平衡。中国经济还是过于依靠
出口和投资。
中国经济转型存在很大潜力，当然要做得
好非常不容易。
只有很少国家没有经历过经济湍流。中国是第一
例，
没有发生
“硬着陆”
，
从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实现了
转变，
成为一个稳健的经济出口大国。我认为中国处于
发展良好的道路上。
中国政策具有延续性稳定性
中国在信息技术等高技术领域发展迅速，产生了
《参考消息》：近些年来，中国的迅速崛起引发世界 一批站在世界顶尖行列的大企业，例如阿里巴巴、华
百度和腾讯。
每天 5 亿到 6 亿中国人都在使用这些
关注，您认为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心的主要促成 为、
互联网技术公司的服务，
这是一个巨大的市场，
也是强
因素是什么？
中国政府着眼长
许塞尔：
远，
思考几代人之后国家的发
展，政策具有延续性和稳定
性。这是西方应该学习的地
方。
历史上中国大多数时间都
在强国之列，
中国近年来再次
□本报驻维也纳记者 刘向
崛起，
这背后是有原因的。
中国在官员和人才选拔培养上，着眼长远，
有一整
套培养后备人才的稳定体制。通过能力的考察和测试，
吸纳人才，选拔官员，加以系统性地长期培养。让官员
从基层、从地方开始起步，一步步干上来，上升到国家
层面。
在这一长期的历练过程中，官员的能力在不断的
考察和检验中逐步提高。这就像美国、英国等国的所谓
精英发展模式。中国这种选拔和用人方式产生了积极
的效果，
由此体制内部保持了稳定性。
官员的任期也不会受选举或者政局变化的影响。
与之相比，我们西方国家的政府更迭造成了官员走马
政党之间则更多地关注彼此竞争，
在国家的
灯般更换。
重要议题以及长期目标上，
也容易更加短视。
媒体刊登
的民调数字在政治事务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中资企业积极参与“一带一路”沿线中东欧国家
在外交政策上，
中国同样看得很远。
中国在发展与大
的基础设施建设。图为 1 月 27 日，中国和波兰两国工
美国、
欧盟等重要经
国关系方面，
例如在发展与俄罗斯、
程师在位于波兰东南部的科杰尼采电站重建项目施
济体的关系上，
在一个很长时期内，
政策都保持稳定性，
(摄影 陈序)
工现场工作。
利益也很明确。而西方国家由于政府更迭快，政策常常
大的力量。
中国还拥有巨大数量的高素质年轻人，
这对
发生变化，
这并不好。
中国走了一条不同于西方国家的道路。
中国的创新和高技术发展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支撑，是
高素质年轻人支撑中国创新
中国令人难以置信的财富。
有
在中国，
如果人们展开讨论以及提出竞争想法时，
《参考消息》：您如何看待中国正在进行的经济结
中国取得的成就可能会更大。
构改革，如何看待中国鼓励创新、培育新经济？中国面 更大的灵活性和自由度，
临的最大挑战在哪里？
中东欧积极参与“一带一路”
中国政府正在致力于转型，从出口和投资
许塞尔：
《参考消息》：您如何看待“一带一路”倡议？
转向消费和可持续发展，
包括
“坚决打好蓝天保卫战”
，
“一带一路”倡议是非常吸引人的令人兴
许塞尔：
让蓝天越来越多。
这些都是重要的方面。中国需要在各
“中国走了一条不同于西方国家的道路，中国政府
着眼长远，
政策具有延续性和稳定性，这是西方国家应
该学习的地方”，
奥地利对外政策和联合国协会主席沃
尔夫冈·许塞尔近日在维也纳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如是
他
表示。
许塞尔于 2000 年至 2007 年担任奥地利总理，
曾数次访华，
对中国的飞速发展和欧中关系高度关注。

奋的项目，
得到了沿线国家的积极响应，把一个占全球
人口 50% 至 70% 的地区联合起来，这是令人难以置
信的创举。中国在“一带一路”各个合作项目中投入很
大，
其他各方以及私人资本也加入进来，相信最终将达
到万亿美元计的资金。
欧洲显然应该参与其中，
这对欧洲非常重要。
中
东欧国家已积极参与，
并开始实施铁路、
港口、
工业园
区等多个项目的建设。
我们对此持非常开放的态度，
我
们把
“一带一路”
看作一个非常令人兴奋的项目。
《参考消息》：您怎样评价目前中国和欧盟的关系，
双方合作的潜力如何？
许塞尔：中国在外交政
策上，现在确实把发展与欧
盟的关系置于非常优先的地
位。中国力度很大地与欧盟
各个机构打交道，我认为这
是非常积极的信号。欧盟也
应该对此作出积极评价和回
应。尤其是在美国新政府不看好欧盟的当下，中国坚定
支持欧洲一体化进程，支持欧盟发展。
中国和欧盟面临更多的共同挑战，
有许多共同的问
题，
例如如何遏制全球气候变暖，如何斡旋国际争议和
冲突，北极和南极以及太空该如何管理和如何制定规
则，
如何解决海洋污染问题，
如何保护物种多样性等等。
这些只能通过各个国际机构、
通过多边方式共同应对解决。

西方应学习中国政府着眼长远
——
— 专访奥地利前总理沃尔夫冈·许塞尔

近年来，在中国走向世界舞台中心
的过程中，中英关系迈入“黄金时代”是
其中亮点之一。对于中国提出的“一带一
路”与亚投行等重大倡议，英国积极响
应，
发挥带动作用。
“一带一路”
能否继续
助力提升中英关系？英国即将启动的脱
欧进程会给两国关系发展的前景带来何
种影响？英国如何看待中国在世界扮演
日益重要的角色？本报记者就此对长期
从事中英贸易的英国 48 家集团俱乐部
主席斯蒂芬·佩里进行了专访。

中国一直发挥建设性作用
《参考消息》：您如何评价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作
用和角色？如何看待世界秩序的变化？
根本问题是，
我们现在处于完全崭新的
许塞尔：
局面。一个超级大国决定世界或者统治世界的时代
过去了。
世界秩序将达成一种平衡，
这主要由几个不
同的主要角色以及中间角色等相互作用。中国知道
这一点，并准备发挥更大作用。例如，中国在联合国
维和任务上承担了更多责任，积极参与打击索马里
海盗的国际行动。
世界面临许多问题，
如打击恐怖主义，
包括极端
组织恐怖活动、网络恐怖等；核安全，尤其是核材料
扩散风险，还有伊朗核问题、叙利亚冲突、乌克兰问
题等。这些棘手问题，只有各方合作、共同应对才能
解决。
中国一直发挥着建设性的作用，
是可信赖的伙
伴，
这些也把中国和欧盟联系在一起。
中国的全球影
响力日益提升，在应对气候变化和反恐等方面发挥
了积极作用。

《参考消息》：今年是中英建
立大使级外交关系 45 周年，你怎 英
需
么看中英关系“黄金时代”？
重
3
月开始的脱欧进程
佩里：
——
— 专访英国 48 家集团俱乐部主席斯蒂芬·佩里
将为中国投资英国带来不确定 新
□本报驻伦敦记者 桂涛
性，特别是对那些将英国作为进 找
“电视真人秀”现象。过去几十年来，西 这就需要中、非、欧美各方的合作。中国 入欧洲“跳板”的投资者来说，但 回
方人对“电视真人秀”中的“赢家”
“ 输 可以在“一带一路”的项目上投入巨资， 在健康产业、机械制造、高新科技 ﹃
家”概念早已熟悉，而几年一次的选举 但在高新技术方面仍需要占优势的美国 等方面，英国仍有巨大吸引力，
比 破
至少美国不能反对。
中美在这 起欧洲其他国家，英国对外资的 冰
中，他们也通过给“输家”投票来实现戏 参与合作，
剧性反转，以达到反对建制的目的，这 方面合作的空间大于分歧。
态度也更加开放。英国新政府上 精
中英关系仍然处于“黄金时 神
就导致了英美的投票结果。但如果你仔
《参考消息》：英国可以在哪些领域 台后，
中国不想成为“世界警察” 细看，英美两国在做出选择后，目前的 参与“一带一路”建设？
代”，
在脱欧后仍将如此。到明年， ﹄
英国处于“一带一路”最西端， 英国政府的工作重心就将从脱欧转向发
佩里：
《参考消息》：中国日益接近世界舞 实 际决 策 过 程 其 实 是 在向传统回调。
“西方自由秩序已 也许对中国而言，它的重要性不如那些 展经济，届时“中国机遇”对英国将显得
“欧洲即将陷入混乱”
台中央，这对世界意味着什么？
中国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但并 死”的说法有些夸张，低估了经济和其 周边国家大，但英国仍可以从中找到不 更加重要，中英关系也将更加紧密。
佩里：
不一定想要扮演美国那样的主角。中国 他各种力量的聚合作用。
中英国情十分不同，但英国十分擅
少机会。
比如，
利物浦这样的北部港口城
领导人在达沃斯的演讲中提到的“人类
市可以发展成为中国货物经海运进入欧 长发展与别国的关系，特别是只要这种
助力打造“全球性英国”
命运共同体”，就代表了中国的主张。中
洲的中转站，
从而实现自身地位的提升。 关系对英国经济有利。上世纪 50 年代，
英国金融服务业历史悠久、
实力 当我的父亲对周围人说应该发展对华贸
国希望与世界分享繁荣与利益，
在经济、
《参考消息》：
“ 一带一路”倡议对世 再比如，
雄厚，而“一带一路”理念就包括贸易畅 易时，人们都说他疯了。直到几十年后，
安全等方面承担责任，但并不想成为美 界而言意味着什么？
“世界警察”
。
“一带一路”是中国关于经济 通、
资金融通，
“一带一路”
沿线需要金融 人们才发现他说得对。
国那样的
佩里：
当中国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中国特 发展与安全的倡议。世界历史的经验告 中心，
这就可以实现中英合作，或者中英
某种程度上，
今天的英中关系仍然需
色的发展模式能否被世界其他国家复 诉中国，靠武力维系市场、
资源和贸易通 与第三方的合作，为英国参与“一带一 要当年那样的
“破冰者”
。
今天，
在分享
“中
制？
我想，
其他国家可以在很多方面借鉴 道都不能长久，因此中国从自身现实与 路”带来机会。英国要解决的问题是，如 国机遇”方面，东南亚、中亚、中东欧和俄
现在是需要英
中国成功的经验。但中国也最清楚，
不同 传统哲学出发，提出
“分享繁荣”
的理念， 何让自己的金融服务业走出伦敦、走向 罗斯都走在了英国的前面，
英国是否希望成
国家需要适合自己国情与历史的不同发 用“一带一路”倡议来促进地区经济发 世界其他地方，这也符合英国首相特雷 国政府做决定的时候了：
英中是否
展模式，
而这正是中国的成功秘诀。
展，以共同繁荣来维护自身安全。
莎·梅提出的要将脱欧后的英国打造为 为中国在欧洲的主要经贸伙伴？
我想强调的是，
“一带一路”要为世 “全球性英国”的目标。
可以在经贸上结成
“特殊关系”
？
这需要政
《参考消息》：有人说世界进入“后西
界带来新的经济增长，就要实现各方合
在许多英国企业首席执行官的印象 治意愿和开放精神。英国需要重新找回
方”时代，你同意吗？
，
需要真正懂中国和中国议题
中国是个巨大的市场。
当一个跨国汽 “破冰精神”
佩里：我并不认为英国脱欧与特朗 作。比如，英国工业革命的基石是纺织 中，
普上台意味着西方的自由秩序出现崩 业，目前非洲完全有条件实现纺织业的 车公司的管理者来问我，本世纪下半叶 的
“破冰者”，加速与中国的合作，而现在
将 通过
塌。事实上，大西洋两岸出现的这些让 突破，从原棉出口转为成品棉布出口，中 最大的汽车市场将在何处？我告诉他，
“一带一路”
开展中英合作在我看来就
欧美则有市场， 在中国以西的“一带一路”
区域内。
人意想不到的情况可以描述为民主的 国为此提供设备与技术，
是最好的
“破冰”
。
·责编 洪琦·

“ 一 带 一 路 ”为 英 国 带 来 机 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