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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在瑞士达
沃斯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年会并将发表
主题演讲，引发了国际舆论的高度关
注。国际舆论普遍认为，习主席此行展
示了中国在国际事务上主动承担责任，
展现出了应势而为、勇于担当的领导力。

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兼执行主席克
劳斯·施瓦布表示，习主席出席本届年会
与年会主题“领导力：应势而为、勇于担
当”密切相关。世界正进入多极化转型
时期，达沃斯更加期待中国声音，期待倾
听习主席诠释如何在国际事务中施展有
责任的领导力。

瑞士资讯发表文章说，习主席是本
届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的明星嘉宾，这
是中国最高领导人首次出席这个全球经
济界领军人物的盛会。洛桑大学中国问
题专家安东尼·克尔内表示，中国期望改
变外界关于其“只会利用自由贸易与全
球化的国家”的形象，在国际舞台上表明
中国愿意承担国际责任的态度。

美国主流媒体积极关注习主席出席
今年世界经济论坛年会，《华尔街日报》

《纽约时报》《福克斯新闻》以及《彭博新
闻》等都在重要位置刊发相关报道，多家
媒体以“习近平主席将成为第一位参加
世界经济论坛的中国国家主席”为标题
展开报道。彭博新闻网站的文章指出，
民粹主义可能导致“战争和贫穷”，中国

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达沃斯世界经济论
坛，将促进“包容性的全球化”发展，对民
粹主义发展起到遏制作用。彭博集团首
席信息顾问迈克尔在电话采访中说，中
国作为全球贸易现行体制的积极支持
者，坚决反对贸易保护主义，这是非常积
极的信号。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
国必将在促进全球经济发展中发挥更大
的作用。期待中国在此次论坛上贡献中
国智慧，提振全球经济信心。

英国媒体和投资界密切关注习主席
首次出席达沃斯年会。其中，《每日邮
报》刊文表示，中国领导人将利用此次年
会进一步向全球阐释中国对全球经济政
治秩序的见解和观点。路透社刊文表
示，中国领导人对全球化进程的支持与
推动成为年会焦点。各方期待在反全球
化浪潮抬头的背景下，中国在全球事务
中承担领导角色。《金融时报》刊文称，中
国政府正在积极诠释全球化发展中的负
责任大国角色。在当前美国的全球贸
易、金融秩序领导者地位逐步下降的背
景下，中国的话语权进一步上升，成为避
免全球贸易体系陷入保护主义和混乱状
态的关键力量。斯特拉顿街基金公司首
席投资官安迪·希曼表示，在当前全球民
粹主义上升的背景下，中国国家主席出
席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将利
用这一舞台提升中国的全球影响力，推

动全球贸易发展。中国牵头的亚洲基础
设施投资银行（亚投行）和“一带一路”建
设将引起各方密切关注。

法国《回声报》报道认为，习主席此
次出席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具有极其重
要的象征意义，体现了中国在国际舞台
的重要地位及其大国影响力，同时也再
次向世界表明当前中国经济的健康运行
状态。值得注意的是，此次陪同习主席
参加世界经济论坛的还有一个庞大的代
表团，其中包括了很多中国经济领域的
领军人物，再次显示了中国在当前贸易
主义抬头趋势下捍卫自由贸易的决心，
对世界经济的健康运行具有积极作用。

日本共同社的报道称，今年论坛主
题是“领导力：应势而为、勇于担当”。时
值美国总统换届，全球经济面临多种不
确定性，习主席出席达沃斯将成为今年
论坛的最大亮点。日本 NHK 电视台预
测，习主席将在达沃斯发表的讲话中强
调中国对世界经济的贡献，并表明中国
致力于促进自由贸易的观点，这样的表
态有利于牵制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势
头。日本时事社报道认为，习主席今年
首次出访选择出席达沃斯论坛并访问瑞
士、联合国日内瓦总部、世界卫生组织和
国际奥委会，突显了中国在世界经济发
展和全球治理中的重要作用。

韩国联合通讯社报道认为，中国国家

主席习近平访问瑞士并首次出席世界经
济论坛年会，将高举国际贸易自由化旗
帜，与世界寻求共识。报道注意到习主席
在瑞士媒体上发表的题为《深化务实合
作 共谋和平发展》署名文章，并引述了
中国对“积极探讨升级中瑞自由贸易协
定，发挥其示范作用，共同维护自由开放
的国际贸易和投资体系”承诺。报道预
测，习主席将在论坛开幕式的主题演讲中
强调世界经济持续增长的必要性，并对贸
易保护主义发出反对之声。报道认为，中
国将借本次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持
续扩大中国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力。

沙特阿拉伯媒体报道称，中国是经
济全球化最大的受益者和最坚定的支持
者，习主席在世界经济“逆全球化”倾向
愈演愈烈的背景下出席达沃斯论坛，体
现了中国对经济全球化的高度重视，中
国在国际舞台上正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
角色。在世界经济面临较大不确定性的
情况下，中国主导了亚投行和金砖国家
开发银行等多边合作平台，扛起了全球
化“大旗”，预计习近平主席在此次达沃
斯论坛上将就经济全球化议题表达中方
观点，增强中国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
领导力。

（文/本报记者 陈 建 朱 旌

蒋 华 栋 李 鸿 涛 苏 海 河 杨 明

宋博奇）

期待中国在全球治理中增强领导力
——国际舆论高度关注习近平主席出席世界经济论坛年会

17 日开幕的第 47 届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以“领导力：应势

而为、勇于担当”为主题。这是坚持创新增长方式的中国、成

为世界经济稳定锚和动力源的中国，以及走向全球经济治理

舞台中央的中国近年来主动作为的真实写照。中国积极参与

全球治理和公共产品供给，推动全球治理向着更加公正合理

的方向发展，不断向世界展现出卓越的领导力，这些无疑都将

在年会上掀起一股新的“中国热”。

当前，世界经济再次走到关键路口，风险挑战重重依旧之

际，从新旧增长动能转换的不易，到主要经济体先后进入老龄

化社会面临的压力，再到孤立主义、内顾倾向抬头使经济全球

化出现波折，这些表象都显示世界经济依然在深度调整中，都

在呼唤标本兼治、综合施策的“药方”，以使全球经济走上强

劲、可持续、平衡、包容增长之路。

遍观今日世界，在应对世界经济“新平庸”，推动全球化深

入发展方面，真正能够以“应势而为、勇于担当”姿态挺身而出

的大国并不多见。毋庸讳言，中国已在这方面发挥了引领作

用。由内而外，知行合一，中国既有思路，更有行动。

在中国国内建设上，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中国为适

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而推出的重大创新，是调整经济结

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治本良方。当前，中国的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正在发力，简政放权等各类配套政策相继出台。建立

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培育壮大新动能、加快发展新经济的决心

和行动，将继续释放市场活力。与此同时，新的发展理念正在

落地生根。以创新解决发展动力问题，以协调解决发展不平

衡问题，以绿色解决人与自然和谐问题，以开放解决发展内外

联动问题，以共享解决社会公平正义问题，五大理念引导也在

为转型升级厚植发展势能。

在全球视野下，中国提供的全新“全球公共产品”，不仅有

利于加速世界经济复苏，推进全球化进程，还会全面提升世界

经济的中长期增长潜力。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发起成

立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和丝路基金，倡议建立亚洲基础设施

投资银行，支持发展中国家开展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建设等，对

拉动世界经济、维护世界稳定的积极作用不断彰显。特别是

3 年多来，“一带一路”建设已经在沿线国家和地区发挥了可

观的经济带动作用，在不同渠道和层面显现出积极的外溢效

应，海外互动愈加活跃。在世界经济不确定性增加，增长动能

不足的背景下，“一带一路”建设框架下的经济合作进展为全

球带来了增长亮色。

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杭州峰会上，中国更是作为有担当、

有号召力的“攒局人”，围绕构建创新、活力、联动、包容的世界

经济，提出各种切中全球时弊的新主张、新方案、新倡议，为从

根本上激发世界经济持续健康增长注入了战略定力与合作动

力。“杭州共识”表明，中国不仅有意愿，而且有能力成为世界

经济的“攒局人”，担当起全球治理的改进者、跨境产业合作的

传递者、复杂交易的撮合者、国际资本技术要素的集纳者、南

北合作的搭桥者角色。在今年的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一个

“应势而为、勇于担当”中国不仅将得到持续解读，更会受到普

遍期待。

作为负责任、有担当的大国，中国以开放姿态积极参与全

球治理，以务实态度主动承担国际责任，为世界经济发展提供

新动能、新市场、新增量，为推动公平公正、包容有序的国际经

济金融体系建设提供领导力。这就是和衷共济的大国担当，

是兼济天下的世界情怀。

应势而为的中国担当
陈 建

“2017 年首场中国外交，习主席选择去瑞士，并参加世界
经济论坛，这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次外交活动。习主席的
主旨演讲将阐释对当下、对未来全球治理、全球化、全球经济、
国际关系的新观点和新看法。本次达沃斯论坛上的中国声音
值得期待。”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世界经济研究所前所长
陈凤英说。

日前，在中国记协举办的第 101 期“新闻茶座”上，陈凤英
以“达沃斯论坛与全球经济治理的中国贡献”为主题与境内外
记者交流，并回答了《经济日报》记者提问。

陈凤英说，当今世界正处在巨大变化中，西方国家正在经
历一个新的政治周期，难民问题、恐怖主义等亟待解决。如何
重新审视现有国际体系，重塑适应当今世界现状和发展趋势
的新体系，是全球领导者都面临的问题。“今年的达沃斯论坛
关注全球治理，论坛主题为‘领导力：应势而为、勇于担当’，旨
在号召全球领导者重新审视曾经支持国际合作的一系列现有
国际体系，重塑适应更加复杂、多极化世界的新体系，切实促
进包容性、平等性的未来增长。”陈凤英说。

陈凤英表示，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达沃斯论坛的现实意义
越来越重要，许多国家领导人都在论坛上对世界经济和国际关
系发表看法，论坛对全球发展的关键性问题有很强的影响力。

“随着当前全球治理、全球化发展走到十字路口，中国有义务、有
责任、有能力在这个场合对相关问题表示关注。”陈凤英说。

陈凤英指出，中国政府一直探索全球治理的新理念和新
方式，提出“一带一路”建设，倡议建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
行，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与美国构建“不
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与发展
中国家关系坚持正确义利观；与周边国家关系恪守“亲、诚、
惠、荣”理念、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新理念和新举措。
中国倡议在全球治理中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上述新
理念的提出顺应时代潮流，符合各国利益需求，扩大了中国同
各国利益汇合点。

陈凤英表示，在 G20 杭州峰会上，习近平主席就提出，全
球经济治理要抓住四个重点：共同构建公正高效的全球金融治
理格局，维护世界经济稳定大局；共同构建开放透明的全球贸易
和投资治理格局，巩固多边贸易体制，释放全球经贸投资合作潜
力；共同构建绿色低碳的全球能源治理格局，共同推动绿色发展
合作；共同构建包容联动的全球发展治理格局，以落实联合国
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为目标，共同增进全人类福祉。“当前中
国对国际关系影响力非同一般，过去是参与者、合作者，现在是
倡议者、指导者、引领者，必须积极参与全球合作和全球治理，推
动完善和重构全球秩序。”陈凤英说，“习主席首次出席世界经济
论坛年会，具有重要历史意义，充分展示出中国作为新兴经济大
国在推动全球治理中的责任和担当”。

陈凤英：

达沃斯关注全球治理新理念
本报记者 朱 琳

之前没有来过达沃斯，但印象里这
个瑞士东部的小镇一定具有某种独特的
魅力，吸引着各国滑雪爱好者来此挑战
山巅雪道，也吸引着世界各领域的精英
汇聚于此，为世界的发展贡献智慧。初
来乍到，行走在达沃斯的街头、山间、溪
畔，渐渐拼凑出了清晰的达沃斯印象，那
是这个小城所承载的一个个标签，并在
全球化背景下闪耀出独特的融合之美。

达沃斯位于瑞士东南部格里松斯地
区，隶属格劳宾登州，靠近奥地利边境，以
滑雪胜地闻名世界，素有“欧洲最大的高
山滑雪场”美称。当地的媒体同行告诉记
者，达沃斯人的生活哲学是“平和与包
容”，对待任何问题都习惯用相互协商的
态度处理。也许是习惯了旅游城市的节
奏，达沃斯的居民非常友善，经常能够看
到当地人耐心地回答外国游客的问题，这
种旅游氛围得到了世界各国旅游爱好者
的认可。这也是为什么这个小城能够成
为世界经济论坛承办地的主要原因之
一。因为，未来世界发展需要的正是这种
开放、友善、包容。

达沃斯是欧洲最大的高山雪场，由
5 个独立的滑雪场组成，其高科技运输
设施可以将滑雪者送往任何雪场。在
300 多公里的滑雪坡道上设有 85 个不
同的雪道，50 多个登山吊车。然而，给

人印象最深刻的并不是这里专业级的滑
雪设施，而是达沃斯人对滑雪的热爱充
分地诠释了这项运动的本质。记者看到
很多当地人将滑雪板作为交通工具，雪
滩上纵横交错的印记就是当地人开辟出
的“专属雪道”，使滑雪回归到了其最本
质的属性。同时，这项运动在当地人中
非常普及，能看到六七十岁的老人手持
滑雪杖缓慢前行，动作矫健；也能看到
三四岁的儿童学习滑雪。

达沃斯人还具有灵活、长远的商业
理念，他们会注重游客在当地的切身体
验，利用高质量的服务吸引游客将此视

为定期度假目的地。这也为达沃斯当地
酒店、餐馆赢得了游客的信任与合作。
但近几年气候的变化也使得当地人十分
忧虑。10 年前，这里的第一场雪常常会
在 9 月份降临，可近些年来，初雪来得较
晚，今年一些雪场由于气候干旱，降雪稀
少，传统雪道仅剩下窄窄的一条白线。
当地人在给记者展示相关照片时感叹：

“没有雪的达沃斯将失去光彩，我们也不
知道怎么去应对，这也是我们非常重视
环境问题的原因。”

达沃斯是个小城，寥寥几条街道串
联起了当地的各个景点，构成了这座小

城的基本脉络，从城北到城南步行也仅
仅需要一个小时的时间。然而，达沃斯
又是一座“大城市”，它是世界经济论坛
的举办地，是为各个国家各个领域的领
军者提供交流经验、共谋发展的国际平
台。达沃斯为这个论坛注入了开放、包
容、友好的积极因素。有外国记者感叹：

“在世界经济论坛期间，达沃斯就像各国
友人狂欢的聚会。人们欢聚至此，勾勒
世界未来发展蓝图，这本身就是一件令
人兴奋的事情。”

达沃斯与中国的渊源可以追溯到近
40年前。1979年，中国曾派出中国社会
科学院经济学家参加年会，这也是中国第
一次亮相达沃斯，施瓦布则于当年造访中
国。这一来一往开启了双方之后长达近
40年的合作。在参会的最初10年间，中
国的角色更加侧重于一个倾听者，随着近
年“中国热”逐年升温，中国议题、中国元
素已成为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很
多达沃斯当地居民都知道中国的天津和
大连是夏季达沃斯的举办地，很多人都表
示“很希望去看看这两个与达沃斯结缘的
城市”。特别与往年不同的是，当地很多
居民都知道习近平主席出席本届世界经
济论坛，有达沃斯居民表示：“他们很期待
习主席的到来能够为世界经济论坛注入

‘强劲的中国因素’。”
小城大爱，这个达沃斯的独特印象，

将在全球化趋势下显示出独特的融合之
美，更将放大世界经济论坛开放、友善、
包容的理念。

小城大坛 融合之美
本报记者 李鸿涛

本版编辑 李红光 禹 洋图为达沃斯小镇的火车站。 本报记者 李鸿涛摄

图① 世界经济论坛会场外飘扬着各国国旗。

图② 达沃斯小镇里世界经济论坛的指示牌。
图③ 达沃斯小镇内挂起了宣传标语，工作人员正在忙碌。

本报记者 李鸿涛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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