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球经济治理 我话语权提升
本报记者 徐惠喜

“十二五”时期，中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表现突出，不仅扩大了“朋友圈”范围，而且在全球经济制度建设中不断

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略，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作出独特的贡献。

在全球经济治理的大棋局中，中国纵
横捭阖，落子有声，中国话语权在国际舞
台上日渐提升，中国的规则供给能力稳步
提高。

特色鲜明的全球治理观

国家主席习近平去年 11 月 16 日在土
耳其宣布，中国将于 2016年 9月在浙江杭
州举行 G20 领导人第 11 次峰会，峰会主
题为“构建创新、活力、联动、包容的世界
经济”，中方将从创新增长方式、完善全球
经济金融治理、促进国际贸易投资和推动
包容、联动式发展等 4 个重点领域开展工
作。作为标志性事件，中国接任 G20 主席
国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和期待。主
办 G20 峰会，这是中国首次在这一全球经
济治理的主要平台上主导议程设置，引领
国际经济合作发展方向，并推动 G20 从危
机应对向长效治理机制转变，议题从短期
问题向深层次和长期性问题延伸。

杭 州 G20 峰 会 ，是 继 2014 年 北 京
APEC 峰会后中国主办的又一全球经济
盛会，国际社会瞩目中国。当前，世界经
济复苏脆弱，增长动力不足，主要经济体
走势和政策更趋分化，迫切需要找到新的
增长源，推动世界经济走向新一轮繁荣。
同时，全球经济治理改革进展不畅，国际
经济贸易规则加速演变，国际发展合作、
多边贸易体制、应对气候变化全球行动等
需要各方采取协调一致行动，作出新的规
划，需要各方发扬伙伴关系精神，促使
G20 顺利完成转变。国际社会对全球治
理的中国方略、中国理念满怀期待。

“十二五”以来，中国积极进取，大力
推动国际经济治理体系改革完善，引导全
球经济议程，促进国际经济秩序朝着平等
公正、合作共赢的方向发展。相互尊重，
合作共赢是中国贡献给全球的新型国际
关系观。如何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中方
主张的总布局和总路径是建立平等相待、
互商互谅的伙伴关系，营造公道正义、共
建共享的安全格局，谋求开放创新、包容
互惠的发展前景，促进和而不同、兼收并
蓄的文明交流，构筑尊崇自然、绿色发展
的生态体系。

发展问题仍是当今世界的主题。中
国认为，世界经济的健康可持续发展，需
要处理好三组关系既要治标以求眼下稳
增长，又要治本以谋长远添动力；既要落
实好以往成果，又要凝聚新的共识；既要
做好自己的事，又要继续发扬同舟共济、
合作共赢精神。

在国际合作领域，中方主张从战略高
度、全球视野出发，深化亚非拉合作、金砖
国家合作、拓展南南合作、推进南北合作。

中国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
公平原则、各自能力原则，积极参与应对
全球气候变化谈判，落实减排承诺。中国
建立“中国气候变化南南合作基金”“中国
—联合国和平发展基金和南南合作援助
基金”“中国—拉美产能合作专项资金”

“中国—巴西双边产能合作基金”“中非产
能合作基金”等，加大对发展中国家的援
助力度，支持广大发展中国家平等参与全
球经济治理。

中国同世界深度融合。世界发展离不
开中国，中国发展也离不开世界。“十二五”
时期，中国领导人在各种双边多边国际场
合，介绍中国经济形势、前进道路和发展机
遇，增进了各方对中国的了解，有助于实现
中国与世界各国发展战略深入对接。中国
有关全球治理的系列主张蕴含中华文化智
慧，与中国的外交理念一脉相承，构成了具
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全球治理观。

“一带一路”倡议顺应潮流

当前，世界经济正经历缓慢复苏、发
展分化，国际投资贸易格局和多边投资贸
易规则酝酿深刻挑战，各国面临的发展问
题依然严峻。国家主席习近平 2013 年 9
月和 10 月出访中亚和东南亚期间，先后
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
上丝绸之路”的重大倡议，得到国际社会
的高度关注。

共建“一带一路”顺应世界多极化、经
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和社会信息化的潮
流，秉持开放的区域合作精神，致力于维
护全球自由贸易体系和开放型世界经
济。中国首倡的“一带一路”，符合国际社
会的根本利益，彰显人类社会共同理想和
美好追求，是中国对国际合作和全球治理
新模式的积极探索，将为世界和平发展增
添新的正能量。

在推动“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中国
积极利用现有双多边机制，促进区域合作
蓬勃发展。在双边层面，加强双边合作，
开展多层次、多渠道沟通磋商，推动双边
关系全面发展；在多边层面，发挥上合组
织、中国—东盟、亚太经合组织、亚欧会
议、亚洲合作对话、亚信会议、中阿合作论
坛、中国—海合会战略对话、大湄公河次
区域经济合作、中亚区域经济合作等机制
作用，与相关国家加强沟通，让更多国家
和地区参与“一带一路”建设。“一带一路”
倡议得到越来越多的国家认同和响应，

“一带一路”的带宽不断拓展，路长日渐延
伸，“朋友圈”越来越大。

“一带一路”引领了区域经济合作。以
互联互通和产能合作为重点，“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的发展战略与中国实现对接。目
前，中国已经与沿线 20 多个国家签署了

“一带一路”合作协议，初步形成覆盖亚、
非、拉、欧四大洲的合作布局，带动了中国
与世界各国共同发展。多项早期收获计划
落地，以亚投行、丝路基金和产能合作为形
式的制度化合作已然成型。在全球经济低
迷不振形势下，“一带一路”为欧亚大陆乃
至世界经济发展注入了新动力。

“一带一路”带动了我国与相关国家
投资合作，引领了国际产能合作。统计显
示，去年我国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创下
1180 亿 美 元 的 历 史 最 高 值 ，同 比 增 长
14.7%，实现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连续 13 年
增长，年均增幅高达 33.6%。“十二五”时
期，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是“十一五”期
间的 2.3 倍。到去年末，中国对外直接投
资存量首次超过万亿美元大关。

仅去年一年，我国企业就对“一带一
路”沿线 49 个国家进行了直接投资，投资
额合计 148.2 亿美元，同比增长 18.2%；我
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 60 个国家承揽
对外承包工程项目 3987 个，新签合同额
926.4亿美元，占同期我国对外承包工程新
签合同额的 44%。目前，我国企业正在推
进的合作区共计 75个，其中一半以上是与
产能合作密切相关的加工制造类园区，建
区企业累计投资 70.5 亿美元，入区企业
1209家，合作区累计总产值420.9亿美元，
带动了纺织、服装、轻工、家电等优势传统
行业部分产能向境外转移。

维 护 多 边 贸 易 体 制
完善自贸区整体布局
“十二五”时期，中国跃升为世界第二

大经济体和全球最大货物贸易国。随着中
国国际经济地位的提升，中国已经从一个
贸易协定的参与者转变为可以影响国际贸
易规则的重要力量，成为国际贸易规则的

主要贡献者，深度参与国际经济规则的制
定。中国积极推动 WTO 多哈回合谈判取
得成果，推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
定”（RCEP）谈判取得实质性进展，并启动
亚太自贸协定(FTAAP)，同时加快实施自
由贸易区战略，完善自贸区整体布局。

中国还发挥贸易大国作用，推动全面
结束《信息技术协定》扩围谈判。中国是
全球信息技术产品第一大生产和出口国、
第二大进口国，是信息技术产品全球价值
链的重要参与方。扩围谈判达成协议，有
利于巩固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推
动中国信息技术产品向全球价值链高端
延伸，助力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推进“中
国制造 2025”。

在维护多边贸易体制的同时，中国加
快构筑立足周边、辐射“一带一路”、面向
全球的自由贸易区网络。目前，我国已经
签署并实施 14 个自贸协定，涉及 22 个国
家和地区，自贸伙伴遍及亚洲、拉美、大洋
洲、欧洲等地区。中国正在推进多个自贸
区谈判，包括 RCEP、中日韩、中国—海合
会等自贸区谈判。

去年，中国成功签署并实施中韩自贸
协定、中澳自贸协定，如期完成中国—东
盟自贸区升级谈判并签署升级《议定书》，

推动 RCEP 谈判取得实质性进展。中韩
自贸协定是中国迄今为止对外签署的涉
及国别贸易额最大的自贸协定，实现了

“利益大体平衡、全面、高水平”的目标。
中澳自贸协定实现了“全面、高质量和利
益平衡”的目标，澳方承诺自协定生效时
对中方以负面清单方式开放服务部门，成
为世界上首个对中国以负面清单方式作
出服务贸易承诺的国家，中方以正面清单
方式向澳方开放服务部门。

经过2年4轮谈判，中国与东盟完成自
贸区升级谈判并签署升级议定书，这是中国
在现有自贸区基础上完成的第一个升级协
定，内容涵盖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投资、海
关合作与贸易便利化、经济技术合作等领
域。中国—东盟自贸区的升级，将为双方经
济发展提供新的助力，加快建设更为紧密的
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推动实现2020年
双边贸易额达到1万亿美元的目标，并促进
RCEP谈判和亚太自贸区建设进程。

目前，中国积极推进中日韩自贸区谈
判、与斯里兰卡的自贸区谈判和与巴基斯
坦的自贸区谈判，启动与马尔代夫、格鲁
吉亚的自贸区谈判和与新加坡的自贸区
升级谈判。一个面向全球的自贸区网络
正逐渐浮出水面。

人民币国际化稳步推进

徐惠喜

“十二五”时期，人民币

国际化步伐稳步迈进，人民币

的国际使用呈较快发展态势，

跨境收支占本外币跨境收支的

比重稳步上升，离岸人民币市

场进一步拓展，国际合作不断

深化。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

去年 11 月 30 日宣布，人民币

将纳入特别提款权(SDR)货币

篮子，人民币在其中的权重为

10.92%，超过日元和英镑，居

第三位。这是新兴经济体货币

首次被纳入 SDR，也是人民

币第一次成为国际储备货币，

被视为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里

程碑。人民币入篮，是国际社

会对中国近年来市场化经济改

革成果和人民币国际化程度显

著提高的认可，有助于完善现

行国际货币体系，对人民币不

断增加的国际使用和交易起到

支持作用。业内专家认为，人

民币加入 SDR 是中国与全球

金融体系融合的一个重要里程

碑，是国际社会对中国在国际

经济金融舞台上发挥积极作用

的肯定和期许。

“十二五”时期，我国出

台人民币跨境交易计价结算便

利化措施，建立了人民币国际

使用的政策框架，有力地促进

了贸易投资便利化。在经常项

目跨境人民币业务政策方面，

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境内地域

范围扩大至全国，业务范围涵

盖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和其他

经常项目，境外地域范围没有

限制。境内所有从事货物贸

易、服务贸易及其他经常项目

的企业和个人均可选择以人民

币进行计价结算。在资本项目

政策方面，逐步放开直接投资

人民币结算、人民币跨境融

资、人民币证券投资，境内机

构可以使用人民币进行对外直

接投资，境外投资者可以使用

人民币到境内开展直接投资。

境内银行可以开展境外项目人

民币贷款业务，境外非金融企

业可在境内银行间债券市场发

行人民币债务融资工具。

政策框架的确定，推动了

人民币国际化的持续稳定发

展。人民币已经连续 5 年成为

中国第二大跨境收付货币，超过 17 万家企业参与了

人民币跨境贸易和投资的结算，124 家中资银行和 61

家外资银行参与了人民币跨境业务。境外离岸人民币

市场发展迅速，人民币在离岸市场可自由使用的程度

不断提高，中国人民银行已经在全球超过 20 个国家

和地区建立了人民币清算安排机制。离岸市场的人民

币产品在不断丰富，从香港离岸市场人民币存款起

步，目前已在多个离岸市场发展出了包括存款、贷

款、外汇交易产品、债券等一系列产品。

在人民币国际化的过程中，中国和其他央行货币

的合作在逐步深化。目前，中国人民银行已经和境外

33 个国家和地区的中央银行或者货币当局签署了双

边本币互换协议，协议总额度超过 3.3 万亿元人民

币。中国还与越南、蒙古等周边 5 个国家签署了边境

贸易本币结算协议，与白俄罗斯、俄罗斯、哈萨克斯

坦和尼泊尔 4 个国家签署了一般贸易本币结算协议。

推进了中国和这些国家及地区之间开展人民币以及双

边货币的贸易和投资便利化。

目前，人民币已经成为全球外汇交易中比较重要

的货币之一。除人民币对美元之外，在中国银行间外

汇市场已经陆续实现了人民币对澳元、英镑、欧元、

新加坡元等 8 种货币的直接交易。中国还在区域市场

或者银行柜台实现了人民币与周边国家的货币直接

交易。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人民币国际化报告认为，国

内外环境整体有利于人民币国际使用。随着中国改革

开放不断深化，“一带一路”等国家战略实施将激发

更多市场需求，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有序推进，人

民币国际使用的范围和规模将继续稳步发展。

总之，人民币国际化的稳步推进，将促使国际货

币和金融体系朝着更加完善和均衡的方向发展。中国

发起设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金砖开发银行，开

创了发展中国家组建多边金融机构的先河，并成功吸

引欧洲主要国家加入，将不断为全球金融治理与改革

注入新鲜血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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