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世界的目光聚焦太平洋西岸、东海
之滨、钱塘江畔——

9月 5日下午，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
十一次峰会在杭州圆满落幕。

一天半来，全球最重要 20 个经济体
的领导人同 10 多位嘉宾国领导人、国际
组织负责人，围绕构建创新、活力、联动、
包容的世界经济，聚焦全球最突出、最重
要、最紧迫的挑战，寻良策、聚共识、明方
向，达成丰硕成果。

这是为世界经济把脉开方、规划长
远的盛会；

这是体现中国担当、彰显中国智慧
的盛会；

这是推动全球治理、开创美好未来
的盛会；

⋯⋯
杭州峰会，将以划时代意义载入

史册。

“我们需要通过各自行动和集
体合力，直面问题，共寻答案。”

——习近平在二十国集团领
导人杭州峰会上的开幕辞

在全球发展的维度上，杭州峰会找
到凝聚各方共识和行动的“最大公约
数”，为处于关键当口的世界经济带来明
确方向，注入更多动力

九月江南花事休，芙蓉宛转在中洲。
在大多数花期已经结束的三秋，破

解全球发展难题的“杭州共识”，却如西
湖的出水芙蓉一般，宛转绽放。

共识凝聚力量，合作才有希望。对处
在关键时期的世界经济来说，缺的是“共
识”，盼的是“合作”。

8 年前，在国际金融危机最紧要关
头，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机制临危受
命，可谓“生于忧患”。

8 年后的今天，世界经济又走到一
个关键当口——新旧动能转换难以接
续，增长动力衰减，市场需求不振、金融
风险累积，全球经济复苏乏力。

在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
郑永年看来，“目前全球经济形势并不比
2008 年深陷危机时好多少”。然而，与危
机刚出现时的情形不同，当前有的西方
国家缺乏克服困难的信心，消极应对全
球化带来的所谓“负面影响”，实施贸易
保护主义。

在国际社会的犹疑彷徨之中，二十
国集团“杭州时间”开启，中国站在了世
界舞台的中央和聚光灯下。

面对全球期待，国家主席习近平在
中国接棒二十国集团主席国时即指出方
向——

“能否夯实世界经济复苏和增长的
基础、摆脱危机影响？能否把握科技进步
和新工业革命的历史机遇、引领世界经
济迈向新一轮增长？答案取决于我们的
共同选择和共同行动。”沧海横流，方显
大国担当。

4 次协调人会议、3 次财长和央行行
长会议、多次专业部长会议⋯⋯作为东
道主，中国积极推动各方会诊全球经济，
聚焦问题挑战，提出应对之策。

善医病者，必医其受病之处。
在中方推动和引领下，峰会瞄准全球

经济“病灶”，凝聚起一系列重要共识——
针对各国政策出现的分化，峰会呼

吁各方加大宏观政策协调力度，提振市
场信心；

针对新旧动力转换青黄不接，峰会承
诺从创新和改革中挖掘新动力，开辟新路
径，实现强劲、可持续、平衡、包容增长；

针对世界经济中的风险和不确定因
素，峰会承诺完善全球经济金融治理，提
高世界经济抗风险能力；

针对贸易投资低迷和保护主义抬
头，峰会强调推动重振投资和贸易两大
引擎，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

针对发展鸿沟仍未消除，峰会承诺
二十国集团率先行动，引领全球可持续
发展合作。

“自担任二十国集团主席国以来，中
国在设定峰会主题、确定重点议题、提出
合作倡议、推动形成共识方面发挥出了
卓越的领导力。”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
院研究员陈凤英说究员陈凤英说。。

推动世界经济走出泥潭推动世界经济走出泥潭，，除了共识除了共识，，
还需要明确增长的动力还需要明确增长的动力、、路径路径。。

这是将自身创新理念和实践经验贡这是将自身创新理念和实践经验贡
献给全球增长献给全球增长
大局的有力行大局的有力行
动动——

中方把创中方把创
新增长方式定新增长方式定
为杭州峰会重为杭州峰会重
要议题要议题，，推动推动
制定制定《《二十国二十国
集团创新增长集团创新增长
蓝图蓝图》》及创新及创新
行动计划等一行动计划等一

系列成果文件，为杭州峰会打上了深深的
“创新”烙印。

为何要推动二十国集团围绕创新采取
行动？工商峰会上，习近平主席一语中的：

“创新是从根本上打开增长之锁的钥匙。”
土耳其智库经济政策研究基金会主

席居文·萨克认为，中国将“创新”写入峰
会主题，进一步强调创新驱动和科技进步
对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这将使世界经济
增长的动力变得更加多元、更加持久。

这是推进结构性改革、标本兼治促
增长的有力行动——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各经济体不
断出招，但全球经济仍陷入“低增长困
境”，货币、财政等周期性政策不仅边际
效应递减，其负面效果也日益显现。

究其原因，还是世界经济在结构上
出了毛病。

“我们要针对全球经济增长低迷的
突出问题，在宏观政策上进行创新，把财
政货币和结构性改革政策有效组合起
来。”习近平主席的倡议赢得各方高度
认同。

制定结构性改革优先领域、指导原
则和指标体系，在二十国集团历史上还
是第一次。

“这是将二十国集团从先前的应对危
机、协调采取政策扩张需求，引导到关注解
决危机背后的深层次结构性问题上来。”国
际关系学院国际经济系副主任羌建新说。

针对被3200多个双边协定所分割的
国际投资领域，中方推动制定《二十国集
团全球投资指导原则》。这一全球首个多
边投资规则框架，填补了国际投资领域空
白，将大大促进各方开展跨境投资合作。

“20年前甚至15年前，经济全球化的
主要推手是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如今中
国被认为是世界上推动
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
利化的最大旗手。”俄新
社发表评论说，中国在
杭州峰会上推动改革二
十国集团，使其成为全
球增长和发展的得力工
具，展现了明智且负责
任的大国形象。

“一个 13 亿多人
口的大国实现现代
化，在人类历史上没
有先例可循。中国的
发展注定要走一条
属于自己的道路。”

—— 习 近 平 在
二十国集团工商峰
会开幕式上的主旨
演讲

在自身发展的维度
上，杭州峰会带给中国
又一次成长的“洗礼”，
更加坚定人们对中国道
路的自信

位于峰会主会场六七公里外的杭州
市滨江区网商路上，坐落着一片外形犹
如张开巨网的建筑群，这里曾是互联网
巨头阿里巴巴集团的总部所在地，如今
已成为无数创业者的“朝圣”之地。

外媒在报道峰会举办地时，常常会
对阿里巴巴集团董事局主席马云的创业
故事津津乐道，将其视为“中国经济从制
造业向服务业转型升级的象征”。

阿里巴巴裂变式成长，是中国经济
成功的一个缩影。

二十国集团峰会在中国举办并取得丰
硕成果，同样源于中国发展道路成功实践。

——这是探索前行的进程。13 亿多
中国人“摸着石头过河”，不断深化改革
开放，不断探索前进，开创和发展了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

参加杭州峰会报道的土耳其国家电
视台高级编辑哈桑·阿卜杜拉认为，中国
在向世界开放、追求经济发展的同时，能
坚持自己的价值体系，值得国际上价值
理念与发展方式不同的国家学习。

——这是真抓实干的进程。以经济
建设为中心，靠着拼劲、闯劲、干劲，中国
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最大货物贸
易国国、、第三大对外直接投资国第三大对外直接投资国。。

““中国经济成功的重要意义在于中国经济成功的重要意义在于，，证证
明了除西方式的自由主义经济模式外明了除西方式的自由主义经济模式外，，
世界上还存在其他成功的经济发展模世界上还存在其他成功的经济发展模
式式。”。”俄罗斯战略研究所国际经济研究室俄罗斯战略研究所国际经济研究室
主任霍洛德科夫说主任霍洛德科夫说。。

——这是共同富裕的进程这是共同富裕的进程。。改革开改革开
放以来放以来，，已有已有 77亿多人口摆脱贫困亿多人口摆脱贫困，，1313亿亿
多人民的生活质量和水平大幅度提升多人民的生活质量和水平大幅度提升。。

““从世界上最大的贫困之国从世界上最大的贫困之国，，走向世走向世
界上最大的小康之国界上最大的小康之国，，中国全面建成小中国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具有非比寻常的世界意义康社会具有非比寻常的世界意义。”。”清华清华
大学教大学教授胡鞍钢认为授胡鞍钢认为，，小康既是一个具有小康既是一个具有
强烈色彩的中国目标强烈色彩的中国目标，，也体现了人类发展也体现了人类发展
的核心要义的核心要义。。

钱 塘 潮 起 好 扬 帆
——写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杭州峰会闭幕之际写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杭州峰会闭幕之际

——这是中国走向世界、世界走向中国的
进程。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坚持对
外开放，在全球化日益深入的背景下，中国同
世界的沟通互动同步深化，同世界各国共享更
多发展机遇。

从“一带一路”倡议到亚太自贸区倡议，再
到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谈判；从亚太经
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到纪念世界反法西
斯战争胜利 70 周年，再到二十国集团领导人
杭州峰会⋯⋯伴随一项项高瞻远瞩的发展规

划、一次次影响深远的主场外交，中
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也不断跃升。

中国从未如此接近实现民族伟
大复兴的梦想，从未如此接近世界舞
台的中央。

峰会期间，中国从理念、方案和
行动上主导推动全球经济治理进程，
为广大发展中国家赢得更多的话语
权和规则制定权，受到国际社会的广
泛赞誉。

从结构性改革，到创新、协调、绿
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杭州峰会
上，中国的发展理念变成国际话语体
系的重要关键词，得到高度认同。

“如果对照二十国集团杭州峰会成果文件和
中国的‘十三五’规划，你会发现两者之间有很多重
合的内容。”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
长王文说，中国理念、中国方案通过这个国际经济
治理的最高平台，转化成全球的共同行动。“这是中
国对世界的贡献，也是世界对中国的认可。”

在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主任
李成眼中，中国在杭州峰会上展现出参与全球
治理的领导力，推动设立的长期广泛的战略远
景，显示中国为长期战略规划构筑支持的能
力，将为二十国集团未来发展指明方向。

杭州舞台上，全球媒体聚光灯下，中国的
角色一次次被刷新——“全球治理进程的主要

协调者”“全球经济增
长的重要贡献者”“国
际 合 作 的 桥 梁 搭 建
者”⋯⋯

日本《东京新闻》报
道，中国在本次峰会上
展现新兴国家“盟主”身
份，不仅做联系发达国
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纽
带，还展现领导风范，向
国际社会展示中国的大
国影响力。

信心源自成就，也
标注中国面向未来的
新起点。

——坚定不移全
面深化改革，开拓更好
发展前景；

——坚定不移实
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释放更强增长动力；

——坚定不移推
动绿色发展，谋求更佳
质量效益；

——坚定不移推
进公平共享，增进更多
民众福祉；

——坚定不移扩大对外开放，实
现更广互利共赢。

这是世界瞩目的新起点，这是面
向未来的新跨越，这是催人奋进的新
蓝图。

从杭州再出发，中国完成了一次
能力的跃升，一次精神的成长；

从杭州再出发，中国向世界传递
出 坚 定 信 心 ，也 变 得 更 为 自 信 和
成熟。

“对中国而言，二十国集团领导
人杭州峰会是其悠久历史中的一个
大事件，中国在回归强大的道路上向
世界发出重要信号。”德国《商报》这
样评论。

“二十国集团不仅属于二
十个成员，也属于全世界。我们
的目标是让增长和发展惠及所
有国家和人民，让各国人民特
别是发展中国家人民的日子都
一天天好起来！”

——习近平在二十国集团
工商峰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

在人类前景的维度上，杭州峰会
刻下意义深远的中国印记，描绘出崭
新图景

99 月月 33 日日 1717 时时 3030 分许分许，，杭州西杭州西
湖国宾馆如意厅湖国宾馆如意厅，，中美两国元首先后中美两国元首先后
向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交存气候变向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交存气候变
化化《《巴黎协定巴黎协定》》批准文书批准文书。。

在工业化突飞猛进的当下在工业化突飞猛进的当下，，气候气候
变化日益成为全人类面临的共同挑变化日益成为全人类面临的共同挑
战战。。中美推动气候合作的这一中美推动气候合作的这一““杭州杭州
时刻时刻”，”，对人类发展的未来无疑具有对人类发展的未来无疑具有
标志性意义标志性意义。。

这样具有标志和突破性意义的这样具有标志和突破性意义的
““杭州时刻杭州时刻”，”，在峰会上还有很多在峰会上还有很多——

首次把发展问题置于全球宏观首次把发展问题置于全球宏观
政策框架突出位置政策框架突出位置；；

首次就落实联合国首次就落实联合国 20302030年可持年可持续发展议
程制定行动计划；

首次就支持非洲和最不发达国家工业化
开展合作⋯⋯

一个个“首次”、一项项共识，彰显出东道
主完善全球治理的“顶层设计”、构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的宽广胸怀和雄心。

着眼于人类的未来和各国人民的福祉，杭
州峰会标注出一条条崭新路径。

这是更加公平发展的前景——
中国主办二十国集团杭州峰会追求的一个

重要目标，就是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
正合理有效的方向发展，正视全球化进程中普
惠性、共享性不足等问题。

“如果说中国过去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
织、世界银行、世贸组织等主流国际组织，是融
入和适应现有的国际经济体系，那么这次杭州
峰会则预示着中国在全球治理中扮演一个设
定全球议程和规则的新角色。”北京大学国际
关系学院院长贾庆国说。

但这一“新角色”不是为了针对谁，也不是
唱“独角戏”，而是以共享为目标，提倡所有人
参与，所有人受益，不搞一家独大或者赢者通
吃，在利益共享中实现共赢目标。

这是更加均衡发展的前景——
“国际力量对比发生深刻变化，新兴市场

国家和一大批发展中国家快速发展，国际影响
力不断增强，是近代以来国际力量对比中最具
革命性的变化。”把脉国际大势，习近平主席论
述鞭辟入里，高瞻远瞩。

当前全球经济治理架构仍存在新兴经济
体和发展中国家在国际金融机构中代表性不
足、发言权过低的缺陷，与新兴经济体对世界
经济的贡献并不相符。

从峰会筹办到召开，中国始终重视各方意
见、尊重不同声音，通过走进联合国大会，走进
非盟总部，走进七十七国集团，走进最不发达国
家、内陆国和小岛国，全方位、多层次地开展二
十国集团外围对话。

峰会邀请了东盟主席国老挝、非盟主席国
乍得、非洲发展新伙伴计划主席国塞内加尔、
七十七国集团主席国泰国及哈萨克斯坦、埃及
两个有代表性的发展中大国一同出席，使本次
峰会成为二十国集团历史上发展中国家参与
最多的一次。

杭州舞台，搭起联系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
家的桥梁，推动全球治理体制向着更加均衡合
理的方向迈进。

日本外交学者网站刊文感叹，如今提出全
球经济新观点和新概念的国家已变成中国，这
本身就令人瞩目。通过以往30多年来制定的政
策，中国取得了成功，而眼下中国正希望与其他
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分享其智慧和教训。

这是更加包容发展的前景——
峰会广泛讨论农业、就业，关注妇女、青年

和小农，推动农业创新与可持续发展，鼓励通
过创业创造就业，实现各产业联动共赢，各阶
层繁荣共享。

峰会通过支持非洲和最不发达国家工业化
合作倡议，通过能力建设、增加投资、改善基础
设施等举措，帮助他们加速工业化发展，实现减
贫和可持续发展目标。

这是更可持续发展的前景——
承诺就落实气候变化《巴黎协定》发挥表率

作用、第一次将绿色金融引入会议议程⋯⋯在
中国努力下，杭州峰会在应对气候变化、实现绿
色发展方面提出有力举措，为解决全球经济发
展不均衡和不可持续问题做出历史性贡献。

在潘基文看来，推动可持续发展“说易行难”，
中国作为二十国集团主席国，推动峰会在可持续
发展议题上制定行动计划，这是历史性的贡献。

这是同舟共济、休戚与共的前景——
伙伴精神是人类最宝贵的财富，也是各国

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的选择。
最忆是杭州。9月 4日晚，习近平主席和各

方领导人共乘画舫，泛舟西湖。以月为景，以水
为台，一出东西方文化交融的大戏，让嘉宾们
陶醉其中、流连忘返。

这一富含寓意的场面，让人不禁想起习近平
主席的话——

“这个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
度空前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生
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个时空里，越来越
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

“国家不论大小、强弱、贫富，都应该平等相
待，既把自己发展好，也帮助其他国家发展好。
大家都好，世界才能更美好。”

深邃的思考，道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
大逻辑。

利益相互交融，命运休戚与共，梦想相联相
通。杭州峰会，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筑起交流
之桥，作答时代命题，不仅给了70亿人走向共同
发展的可能，也给了我们生活的星球走向持续
繁荣的可能繁荣的可能。。

中秋将至中秋将至，，正是蜚声中外的钱塘江大潮酝正是蜚声中外的钱塘江大潮酝
酿形成之时酿形成之时。。届时届时，，登上峰会主会场顶层登上峰会主会场顶层，，将能将能
看到气势磅礴看到气势磅礴、、横贯江面的横贯江面的““一线潮一线潮”。”。

东海波涌东海波涌，，钱塘潮起钱塘潮起。。
以大智慧把握大趋势以大智慧把握大趋势，，以大胸怀明晰大方以大胸怀明晰大方

向向。。从钱塘江启航从钱塘江启航，，中国潮与世界潮交融激荡中国潮与世界潮交融激荡，，必必
将汇聚起合作共赢的澎湃动力将汇聚起合作共赢的澎湃动力，，引领世界经济航引领世界经济航
船劈波斩浪船劈波斩浪，，开辟人类发展更加光明的未来开辟人类发展更加光明的未来。。

文文//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何 玲 玲何 玲 玲 陈 二 厚陈 二 厚 刘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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