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杭州9月5日电 记者陈果静报道：在杭州出席
二十国集团（G20）领导人峰会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总裁拉加德，5日在峰会新闻中心举行发布会并回
答了记者提问。她说，中国以出色领导力成功举办本次
峰会，为世界经济带来积极力量。

拉加德说，世界经济低增长持续时间太长，增长受益
人数过少，因此 G20 领导人都认为世界需要更快和更具
包容性的增长，并同意在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结构性改
革 3 个方面采取进一步措施。在这一过程中，创新的作
用至关重要。拉加德认为，习近平主席所说的“行胜于
言”尤其关键。她呼吁G20领导人落实杭州峰会成果，以
拉动世界经济增长。

今年 10 月 1 日，人民币将正式加入 SDR （特别提
款权） 货币篮子。对此，拉加德表示欢迎人民币正式加
入SDR货币篮子，这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将有助于加
强国际货币体系，期待中国在相关领域发挥更大作用。
同时，拉加德对中国使用 SDR 来衡量储备资产、发行
SDR债券等做法表示了赞赏。拉加德强调，IMF正在采
取更多的措施来探索如何更好地并且在更广泛的范围内
使用SDR。

拉加德尤其强调了改革的重要性，并呼吁各国采取
更多的改革措施。“财政政策应发挥更多作用。”拉加德
表示，当前货币政策的压力越来越大，不少国家已经达
到或接近政策利率下限。低利率为提升公共投资和基础
设施建设创造了空间。拉加德还表示，G20支持以当下
的几大机制来强化全球金融架构的韧性和稳定性，包括
加强全球金融安全网络，以IMF为核心，并结合区域性
的融资安排。

习近平主席在 G20 杭州峰会上的重
要讲话以及峰会的系列成果，在国际社
会引发热烈反响。国际社会普遍认为，
通过此次 G20 峰会，中国不仅向全世界
展现了一个和平、负责任的大国形象，
同时也传递出一个明确信息：中国前行
的脚步稳健坚定，将为世界提供强大发
展动能。

英国广播公司高度关注习近平主席
关于二十国集团要成为行动队的论述，
认为在当前全球经济下行压力增大的背
景下，中国、德国等国家领导人积极利
用 G20 平台推进全球经济增长。英国

《金融时报》刊文表示，此次习近平主席
在会议上强调了全球经济增速放缓、社
会不平衡的风险，这一判断以及对于包
容和可持续增长议程的关注，得到了美
国和英国等国家的支持。文章同时表
示，此次峰会上，中国领导人再次展示
了中国政府经济改革的承诺，强调未来
中国经济将努力确保质的提升。

英国伦敦金融城市长茅杰飞接受
《经济日报》记者专访时表示，伦敦金融
城高度关注和欢迎中国在 G20 平台上推
进绿色金融项目发展。中国政府早已意
识到绿色发展的重要性，并将推进绿色
议程置于核心地位，中国政府的努力对
于推进全球绿色金融市场发展有着至关
重要的作用。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报道称，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强调反对贸易保护
主义，呼吁 G20 成员领导人共同应对世
界经济新旧增长动能转换的关键时期，
G20 成员需要增进相互了解，充分认识
有序推进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的重要
性，在推进贸易自由化方面开辟一条新
路，这对世界经济加快增长尤为重要。

俄塔斯社在报道习近平主席的演讲
时认为，中国将积极推动世界经济发
展，同时有能力解决自身所面临的问
题。对于习近平主席指出的“抛弃过去
的冷战思维，树立共同、综合、合作、
可持续的新安全观是当务之急”的倡
议，俄罗斯媒体给予高度评价。

世界贸易组织总干事罗伯托·阿泽维
多表示，二十国集团成员在已经发表的

《二十国集团全球贸易增长战略》 中承
诺，在今年底之前全部核准 《贸易便利
化协定》，推动协定早日生效。该协定意
味着进口产品将更便宜、流通更快，因
此消费者也会从中受益。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副总干事王彬颖
说，杭州峰会的主题设置别具匠心，“构
建创新、活力、联动、包容的世界经
济”含义丰富，特别是把创新排在首
位，显示出中国领导人对发展模式的远
见卓识和清醒认识。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执行主任埃里克·
索尔海姆表示，中国推动“绿色金融”
理念的做法，加速了中国经济向绿色化
转型，极大地完善了绿色金融政策体
系。索尔海姆说：“中国领导层积极推动

中国绿色金融体系建设，增强了整个国
家重塑金融体系的信心，并满足包容性
绿色发展的需要。我们希望有更多的国
家能加入此行列。”

新加坡当地媒体评论认为，习近平
主席为全球治理开出了“中国药方”，在
应对世界经济挑战，呼吁成员国统筹兼
顾财政、货币、结构性改革政策，恪守
不采取新的保护主义措施，展现了中国
期待在全球治理中扮演更重要角色。中
国在此次峰会上积极倡导“构建创新、
活力、联动、包容的世界经济”，设置包
括“创新增长方式”“更高效全球经济金
融治理”和“强劲的国际贸易和投资”
等重点议题，为世界经济发展注入了
生机。

《韩国日报》 高度评价了 G20 杭州
峰会。报道认为，G20 杭州峰会凸显了
在世界经济复苏过程中，中国所起到的
重要作用。本次峰会，中国邀请了 G20
峰会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发展中国家代
表团，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担
负着不可替代的协调员角色。

巴黎政治学院国际问题专家贝朗特·
巴迪表示，G20 杭州峰会使中国在真正
意义上进入了广泛全球化进程。巴迪认
为，在当前全球总体经济形势萎靡不振
的背景下，中国能够在全球政治与经济
治理中承担更多任务。

法国信息电台以“G20 峰会寻找全
球经济低迷的出口”为题，对本届 G20
峰会各方面临的经济增长问题作了盘
点 ， 报 道 援 引 国 际 货 币 基 金 组 织

（IMF） 的表述指出，全球经济重回增长
之路需要倚重创新、提高劳动生产率、
增加投资、加强职业培训以及振兴绿色
经济，杭州峰会的主旨在于促使发达国
家与发展中国家共同寻找一条促进全球
化发展，加强国际合作的道路。

据安塔拉通讯社、《雅加达邮报》等
印尼主流媒体报道，印尼总统佐科在出
席 G20 杭州峰会期间表示，他本人坚信
中国将印尼视为重要的战略合作伙伴，
这体现在贸易、投资和旅游等方方面面
的合作之中，期待双方合作能在推动双
方人民互利共赢、共享成果方面取得更
多实质性进展。

塞内加尔最大新闻网站 seneplus 等
主流媒体对 G20 杭州峰会作了全面报
道，重点是塞中加强各领域合作，塞欢
迎中国投资者来塞投资兴业，希望中国
成为塞第一大贸易伙伴等。塞经济学家
登巴向记者表示，习近平主席的讲话准
确把握了世界经济发展的脉络，为创建
一个更公平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指明
了方向。G20 峰会在中国成功召开，有
助于非洲国家在国际政治经济舞台上取
得更大发言权，有利于非洲经济迈向更
好的未来。

（文/本报记者 蒋 华 栋 高 伟 东
赖 毅 陈 建 刘 威 杨 明 陈 博
田 原 郭 凯）

““GG2020杭州峰会提出要完善全球经济杭州峰会提出要完善全球经济
治理体系治理体系，，形成协调一致的整体战略框形成协调一致的整体战略框
架架。。这对目前增长乏力的全球经济和二这对目前增长乏力的全球经济和二
十国集团自身的发展非常重要十国集团自身的发展非常重要。”。”德国二德国二
十国集团工商界活动十国集团工商界活动（（BB2020））协调人米尔协调人米尔
德纳接受德纳接受《《经济日报经济日报》》记者专访时表示记者专访时表示，，
GG2020 需要从危机应对机制向全球长期有需要从危机应对机制向全球长期有
效治理机制转变效治理机制转变。。GG2020 杭州峰会的议题杭州峰会的议题
设置充分体现了这种转变设置充分体现了这种转变，，相信今年的峰相信今年的峰
会将推动会将推动 GG2020 形成有利于世界经济长期形成有利于世界经济长期
增长的整体战略框架增长的整体战略框架。。

““GG2020 需要站在全球治理的前沿需要站在全球治理的前沿，，为为
全球经济中长期增长制定合理的战略和全球经济中长期增长制定合理的战略和
路径路径。”。”作为明年德国作为明年德国 BB2020 的总协调人的总协调人，，
米尔德纳参与了今年杭州峰会贸易与投米尔德纳参与了今年杭州峰会贸易与投
资工作组的讨论资工作组的讨论。。她说她说：“：“全球贸易确实全球贸易确实
是个令人非常头疼的问题是个令人非常头疼的问题，，进出口下滑对进出口下滑对
全球经济复苏非常不利全球经济复苏非常不利。。尽管导致贸易尽管导致贸易
下滑的主要原因是周期性和结构性因素下滑的主要原因是周期性和结构性因素，，

但但 GG2020 在提振全球贸易信心方面仍有很在提振全球贸易信心方面仍有很
大的可作为空间大的可作为空间。”。”

米尔德纳认为米尔德纳认为，，今年今年 GG2020 峰会针对峰会针对
贸易和投资领域的讨论有以下几个亮点贸易和投资领域的讨论有以下几个亮点：：
一是坚决反对贸易保护主义一是坚决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建议取消现建议取消现
有的贸易壁垒有的贸易壁垒，，并特别强调将新的贸易保并特别强调将新的贸易保
护主义措施扼杀在萌芽之中护主义措施扼杀在萌芽之中；；二是提升贸二是提升贸
易便利化易便利化，，落实世界贸易组织关于贸易便落实世界贸易组织关于贸易便
利化的协定利化的协定，，并通过鼓励电子商务等创新并通过鼓励电子商务等创新
型贸易模式的发展型贸易模式的发展，，让全球贸易适应新变让全球贸易适应新变
化化、、抓住新机遇抓住新机遇；；三是强调多边贸易合作三是强调多边贸易合作，，
通过多边渠道解决问题和争议通过多边渠道解决问题和争议。。

米尔德纳强调米尔德纳强调，，对于对于 GG2020 成员来说成员来说，，
最重要的是从最重要的是从““承诺模式承诺模式””转变为转变为““行动模行动模
式式”，”，为实现承诺制定时间表为实现承诺制定时间表，，把承诺转化把承诺转化
为具体的措施和行动为具体的措施和行动。“。“以气候变化为例以气候变化为例，，
只有各方落实好只有各方落实好《《巴黎协定巴黎协定》》的减排承诺的减排承诺，，
才能减缓气候变化对各国人民和全球经才能减缓气候变化对各国人民和全球经
济发展的影响济发展的影响。”。”米尔德纳说米尔德纳说，，杭州峰会再杭州峰会再
次强调并敦促各国执行减排承诺次强调并敦促各国执行减排承诺，，并通过并通过
结构性改革落实绿色发展的理念结构性改革落实绿色发展的理念，，体现了体现了
中国作为主席国的责任和担当中国作为主席国的责任和担当。。

米尔德纳最后指出米尔德纳最后指出，，全球经济治理需全球经济治理需
要所有的利益相关方共同参与要所有的利益相关方共同参与，，包括主权包括主权
国家国家、、国际组织国际组织、、企业企业、、社会和个人社会和个人。。在政在政
策形成和执行过程中策形成和执行过程中，，这些参与主体缺一这些参与主体缺一
不可不可。。

德国B20协调人米尔德纳：

推动 G20 转向长期治理机制
本报记者 禹 洋

国际社会盛赞G20杭州峰会取得系列成果——

以“杭州共识”引领世界经济新航程

韩国国立外交院中国研究中心所长韩国国立外交院中国研究中心所长
丁相基在接受丁相基在接受 《《经济日报经济日报》》 记者采访时记者采访时
表示表示，，中国主办本次峰会中国主办本次峰会，，让世界对让世界对
GG2020 非常关注非常关注，，中国经济借此峰会将为中国经济借此峰会将为
世界作出更大贡献世界作出更大贡献。。

丁相基表示丁相基表示，，GG2020 覆盖了全世界三覆盖了全世界三
分 之 二 的 人 口 和 超 过分 之 二 的 人 口 和 超 过 8585%% 的的 GDPGDP 份份
额额，，因此因此 GG2020 峰会可谓世界最重要的经峰会可谓世界最重要的经
济合作论坛济合作论坛。。作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的作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的
中国中国，，首次主办首次主办 GG2020 峰会峰会，，本身就具有本身就具有
重大意义重大意义。。丁相基说丁相基说，，世界经济复苏速世界经济复苏速
度远比预想中缓慢度远比预想中缓慢，，贸易额持续萎缩贸易额持续萎缩，，
因此主要经济大国有必要积极开展合因此主要经济大国有必要积极开展合
作作，，寻找新的经济增长动力寻找新的经济增长动力，，使世界经使世界经
济重现活力济重现活力。。中国作为本次中国作为本次 GG2020 峰会的峰会的
主办国主办国，，将会议的主题设定为将会议的主题设定为““构建创构建创

新新、、活力活力、、联动联动、、包容的世界经济包容的世界经济”，”，
符合世界经济现状符合世界经济现状。。峰会达成的诸多具峰会达成的诸多具
体合作意向体合作意向，，为世界经济注入了新的强为世界经济注入了新的强
心剂心剂。。

丁相基称丁相基称，，在世界经济整体低迷的在世界经济整体低迷的
大环境下大环境下，，各主要经济体多用降低利率各主要经济体多用降低利率
方式刺激本国经济方式刺激本国经济，，但中国政府毅然选但中国政府毅然选
择用结构调整和创新来改变经济发展方择用结构调整和创新来改变经济发展方
式式。。去年中国的去年中国的 GDPGDP 实现了实现了 66..99%%的增的增
长长，，贸易贸易、、投资投资、、内需等方面都达到了内需等方面都达到了
既定目标既定目标，，保持了中高速增长保持了中高速增长。。同时同时，，
中国政府果断地将投资引向电子商务中国政府果断地将投资引向电子商务、、
移动通讯移动通讯、、无人机无人机、、大飞机生产等领大飞机生产等领
域域，，这一导向值得充分肯定这一导向值得充分肯定。。可以说可以说，，
GG2020 杭州峰会在事实上已成为中国分享杭州峰会在事实上已成为中国分享
自身经济成长经验的理想平台自身经济成长经验的理想平台。。

韩国国立外交院中国研究中心所长丁相基：

中国向世界分享经济成长经验
本报驻首尔记者 杨 明

IMF总裁拉加德：

峰会为世界经济带来积极力量

本报杭州 9 月 5 日电 记者温济聪报道：正在杭州
出席二十国集团（G20）领导人峰会的法国总统奥朗德 5
日晚间举行新闻发布会。在回答《经济日报》记者关于

“您如何评价中法两国在经贸、能源等问题的合作进展，
在这些领域，您有哪些期许”的提问时，奥朗德表示中法
两国在经贸、能源合作领域宽广，值得期待。

奥朗德表示，中法两国经贸合作领域宽广，在能源、
大宗商品、原材料等领域有广泛合作。“中法应确保在具
有共同兴趣的问题上开展务实合作，在能源方面，推动中
英法在英国欣克利角核电项目上取得进展，之前英国首
相也曾向我提到这个问题，我相信她对此也是感兴趣
的。在大宗商品价格方面，应该共同合作将其维持在合
理水平，过高或者过低都是不合适的，过高可能会导致通
胀，过低则可能会损害相关国家利益。”奥朗德说。

法国总统奥朗德：

中法应就共同关切务实合作

9 月 5 日，
国际货币基金
组织总裁拉加
德在二十国集
团（G20）杭州
峰会新闻中心
举行新闻发布
会。

新华社记者
李 贺摄

图① 媒体记者在新闻中心观看G20杭州峰会直播画面。本报记者 王 晋摄

图② 9月3日，记者在杭州萧山国际机场采访。为报道二十国集团领导人杭州峰

会，全球媒体人汇聚一堂，关注峰会盛况。 新华社记者 李 响摄

图③ 人们欣赏杭州大剧院音乐喷泉（8月31日摄）。 新华社记者 王建华摄

9 月 5 日，
法国总统奥朗
德在二十国集
团（G20）杭州
峰会新闻中心
举行新闻发布
会。

新华社记者
鞠焕宗摄

“ 中法两国经贸合作领域宽广，

在能源、大宗商品、原材料等领域有

广泛合作。中法应确保在具有共同

兴趣的问题上开展务实合作

“ 中国以出色领导力成功举办本

次峰会，为世界经济带来积极力

量。呼吁G20领导人落实杭州峰会

成果，以拉动世界经济增长

①①

③③

②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