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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再上新台阶

本报日内瓦电 记者陈建报道：世界贸
易组织日前在此间发布最新预测称，今年全
球贸易增长率预计将跌至国际金融危机爆
发以来的最低水平，也将是 15 年来全球贸
易增幅首次低于全球经济增幅。

根据世贸组织预测，今年全球贸易增幅
仅为 1.7%，大大低于其 4 月份 2.8%的预测
值，以及 1 年前 3.9%的预测值。对于明年
的全球贸易增长预期，世贸组织则下调至
1.8%，也大大低于4月份3.6%的预测值。

世贸组织表示，下调预期是针对今年
上半年中国、巴西以及包括美国在内的北
美地区贸易增长低迷而作出的反应。世
贸组织的统计数据显示，今年第一季度，
全球货物贸易额下降了 1.1%，虽然第二季
度有所反弹，但反弹幅度仍低于预期，只
有 0.3%。

世贸组织最新预测意味着，今年将是
15 年来全球贸易增速首次低于全球经济总
产出的增速。世贸组织表示，从长期来看，

全球贸易增速通常是全球经济总产出增速
的1.5倍，特别是在上世纪90年代全球化快
速发展时期，全球贸易增速高达全球经济总
产出增速的两倍。

世贸组织总干事罗伯托·阿泽维多说，
全球贸易增速急剧放缓是个严重的问题，应
该被视为一个警告信号，尤其是在反全球化
情绪升温之际。不仅要从贸易的角度来看
待，也要从创造就业机会和与开放的贸易系
统紧密联系的经济增长与发展角度加以看
待，以确保这一现象不会转化为使情况变得
更糟的误导性政策。

近来，多个国际组织都针对全球贸易增
速放缓问题发出了警告。经济合作与发展
组织表示，贸易增速放缓可能会削弱全球经
济的长期增长。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则
关注国际贸易保护主义抬头问题，表示全球
经济增长放缓是因为发达经济体的需求疲
软，这些经济体通过紧缩计划和刻意的方式
来维持低工资水平。

中国驻美国使馆举行国庆招待会

中美合作是应对21世纪挑战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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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9 月 23 日上午，中共马鞍山市第九次党代

会胜利闭幕。大会号召全市各级党组织、广大

共产党员和干部群众，在安徽省委的坚强领导

下，凝心聚力、奋勇争先，不断开创转型升

级、加快发展新局面，为实现“全省争三强、

人均居前列，建设更高水平小康社会”的目

标、创造马鞍山人民更加幸福美好的新生活而

不懈奋斗。

围绕一个主题：转型升级，加快发展

实施两大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开放带

动战略。

创新驱动发展战略：高举创新大旗，把创新

作为推进转型升级的第一动力，深入落实全面创

新改革重大部署，大力推进科技创新、制度创

新、文化创新等各方面创新，激发新活力，拓展

新空间，塑造更多依靠创新驱动的引领型发展，

努力在全市上下形成崇尚创新、争相创新的浓厚

氛围。

开放带动战略：主动服务和融入国家“一带

一路”、长江经济带发展等重大战略，以更加开放

的视野全方位加强对外合作，加快进入国际国内

经济大循环，更好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全

面融入长三角城市群建设，深度融入南京都市

圈、合肥都市圈，在开放合作中拓展发展空间，

全面提升开放型经济水平。

打造三个强市：打造实力雄厚的经济强市、

充满活力的文化强市、宜居宜业的生态强市。

经济强市。坚持工业强市不动摇，始终把先

进制造业作为立市之基，大力实施制造业升级行

动计划，加快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改造提升传

统优势产业，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积极发展

“四新”经济，努力做大经济体量，优化经济结

构，不断提升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产业发展

迈向中高端水平，战略性新兴产业产值实现倍

增，企业创新能力明显提升，创新型现代产业体

系基本形成。

文化强市。大力实施文化强市建设行动计

划，加快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推进文化旅

游产业融合发展，深入推进城乡文明创建工作，

中国梦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更加深入人心，公

民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健康素质明显

提高，文化创新能力显著增强，惠及全民的公共

文化服务体系基本形成，文化产业成为重要支柱

产业，文化软实力和影响力持续提升，文明创建

工作实现常态化、长效化。

生态强市。大力实施生态强市建设行动计

划，以增强生态竞争力为核心，以产业升级、绿

色发展为主线，以推进重大生态工程建设为抓

手，着力优化生态环境、发展生态经济、培育生

态文化，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

会，生态文明理念在全社会牢固树立，资源能源

综合利用效率显著提升，基本建成生态环境优

美、生态经济发达、生态家园舒适、生态文化繁

荣的宜居宜业宜游生态强市。

实现一个奋斗目标：全面完成“十三五”规

划目标任务，全省争三强、人均居前列，建设更

高水平小康社会。

安徽马鞍山安徽马鞍山：：

世界贸易组织发布最新预测称

今年全球贸易增幅创新低

本报华盛顿电 记者高伟东报道:9月
27 日晚，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在华盛顿举
行国庆招待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67 周年。美国副国务卿肯尼迪、国务院
参事肯尼、商务部副部长贺什洪、白宫国
安会亚洲事务高级主任康达、联邦参议员
戴安斯等多位国会议员以及美国政府官
员、前政要、工商界、智库、学界、媒体等各
界人士，外国驻美使节、国际组织代表等
700余人出席。

中国驻美国大使崔天凯在致辞中表
示，67 年来，中国政府和人民经过不懈努
力，将中国从一个贫穷的国家建设成世界
第二大经济体。当前，中国正着力推进实
施“十三五”规划，贯彻落实“创新、协调、
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为实现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而努力奋斗。

崔大使指出，中国的发展不仅改善了
中国人民的生活，也给世界带来更多机
遇。中国愿在国际社会中承担更多责任，
作出更多贡献，提供更多公共产品。本月
初，习近平主席在杭州主持了二十国集团
领导人峰会，同与会领导人一道推动达成

“杭州共识”，勾画了构建创新、活力、联
动、包容的世界经济新路径，再次确认世
界主要经济体领导人致力于走创新、改
革、共赢和共同发展之路的决心，推动二
十国集团从解决短期问题向解决深层次

和中长期问题转型，从危机应对向长效治
理机制转型。上周，李克强总理在联合
国主持召开“可持续发展目标：共同努
力改造我们的世界——中国主张”座谈
会，提出了关于可持续发展的“中国主
张”。李 克 强 总 理 还 宣 布 中 国 将 为 缓
解全球难民危机提供更多人道主义援
助 。 这 不 仅 将 助 力 国 际 社 会 实 现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也将为全球
和平稳定作出贡献。

崔大使说，习近平主席多次强调，中
国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始终作世界
和平的建设者和维护者，愿与各国共同构
建合作共赢的全球伙伴关系，实现共同发
展，致力于促进不同国家、不同文化和历
史背景的人们深入交流，增进彼此理解，
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崔大使指出，今年是中美关系成果丰
硕的一年。习近平主席与奥巴马总统在
华盛顿核安全峰会和二十国集团领导人

杭州峰会期间两次会晤，一致同意继续推
进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建设，为两国关系发
展指明了方向。上周，李克强总理在出席
联大系列高级别会议期间会见了奥巴马
总统，就中美关系重要问题交换意见。中
美经贸合作不断迈上新台阶，两军关系和
人文交流稳步发展，随着中美旅游年活动
的开展，两国互访旅游人数有望达到500
万人次，创历史新高。双方在防扩散、人
道主义危机、维和、发展援助、公共卫生等
领域紧密合作，并率先批准《巴黎协定》，
为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挑战作出表
率。当今世界正发生深刻复杂的变化，中
美合作是应对21世纪挑战的关键。

崔大使表示，确保中美关系平稳发展
并顺利过渡到美新一届政府符合双方共
同利益，也符合国际社会的利益。中方愿
与美方共同努力，加强沟通，增进互信，扩
大合作，建设性管控分歧，与国际社会一
起应对当今世界面临的挑战。

美国政府代表、国务院参事肯尼在致
辞中热烈祝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7周
年。她表示，美中关系保持强劲、积极和富
有成效的发展势头，不仅造福于两国人民，
也促进了世界的安全与繁荣。美中两国不
断加强沟通与合作，努力增进互信，妥善管
控分歧。美中双边贸易和投资数额大幅提
升，双方正加紧谈判达成双边投资协定。
人文交流日益密切，成为两国关系的重要
支柱。双方还共同推动解决伊朗核问题，
在应对气候变化等领域开展重要合作，引
领世界迈向可持续发展的未来。

招待会始终洋溢着热烈、友好气氛。
来宾们还观看了二十国集团杭州峰会文
艺演出《最忆是杭州》的精彩视频，纷纷祝
贺中国建国67周年并成功举办二十国集
团领导人峰会，称赞中国在各领域取得的
巨大发展成就以及对世界和平发展作出
的重要贡献，期待中美关系不断取得新的
更大发展。

本报索非亚电 记者田晓军报道：第一届中国—中
东欧国家首都市长论坛 9 月 27 日在保加利亚首都索非
亚举行，此次论坛是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的重要组成
部分，来自中国和中东欧16国首都的市长及代表出席了
会议。

出席此次会议的北京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杜德印在致
辞中说，当前，“16+1”合作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首届首
都市长论坛是“16+1”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北京市
与各首都城市友好合作关系史上的一大盛事。当前，

“16+1”合作机制发展速度日益加快，“16+1”合作机制下
对接发展战略、加强优势互补、不断创新合作模式，符合
各方共同利益。

中东欧地区是中欧合作的重要领域，更位于“一带一
路”核心地区。第一届中国—中东欧国家首都市长论坛
的召开，标志着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再上新台阶。

金墉将连任世界银行行长
本报华盛顿电 记者高伟东报道：世界银行 9 月 27

日宣布，世界银行执行董事认可金墉在第一任期的领导
力及在世界银行管理方面取得的进展，一致同意金墉连
任世界银行行长，其第二任期于 2017 年 7 月 1 日开始至
2022年。

世界银行当日发表声明说，金墉在与世界银行执董
会的会谈中表示，当务之急是维持机构稳定和加深与员
工的接触，未来他将着重在三个方面取得进展：通过鼓励
私人部门投资基础设施来促进经济增长；投资人力资本，
包括教育、医疗和技能来支持一国在未来经济中的竞争
能力；保护全球经济免受下行风险威胁。

金墉当日发表声明说，未来全球仍然面临气候变化、
流行性疾病等重大挑战。世界银行需要与伙伴更加密切
地合作，他期待与世界银行员工、合作伙伴和成员国共同
努力建立一个更加包容和没有贫困的世界。

中国企业1.2亿澳元收购葡萄园
本报堪培拉电 记者翁东辉报道：中国三大葡萄酒

企业之一的山东威龙股份有限公司日前宣布计划投资
1.2 亿澳元收购澳大利亚葡萄园，并兴建酿酒厂。据悉，
该公司计划在墨尔本和悉尼葡萄酒产区收购3块土地用
于种植葡萄。同时，建设 6 万吨葡萄酒加工产能的酿酒
厂，产品将全部出口到中国。

市场人士分析认为，中国企业大举进军澳葡萄酒产
业，主要得益于两国签署了双边自贸协定，大幅降低了关
税成本，预计到 2019 年澳葡萄酒出口中国的关税将从
14%降至零。根据澳大利亚葡萄酒管理局发布的报告，
上年度澳葡萄酒出口中国市场增长了 50%，出口额达到
4.19亿澳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