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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洛伊特哈德主席和豪森先生，
尊敬的各国元首、政府首脑、副元首和夫人，
尊敬的国际组织负责人，
尊敬的施瓦布主席和夫人，
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

很高兴来到美丽的达沃斯。达沃斯虽然只是阿尔卑
斯山上的一个小镇，却是一个观察世界经济的重要窗
口。大家从四面八方会聚这里，各种思想碰撞出智慧的
火花，以较少的投入获得了很高的产出。我看这个现象
可以称作“施瓦布经济学”。

“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英国文学家狄
更斯曾这样描述工业革命发生后的世界。今天，我们也
生活在一个矛盾的世界之中。一方面，物质财富不断积
累，科技进步日新月异，人类文明发展到历史最高水平。
另一方面，地区冲突频繁发生，恐怖主义、难民潮等全球
性挑战此起彼伏，贫困、失业、收入差距拉大，世界面临的
不确定性上升。

对此，许多人感到困惑，世界到底怎么了？
要解决这个困惑，首先要找准问题的根源。有一种观

点把世界乱象归咎于经济全球化。经济全球化曾经被人
们视为阿里巴巴的山洞，现在又被不少人看作潘多拉的盒
子。国际社会围绕经济全球化问题展开了广泛讨论。

今天，我想从经济全球化问题切入，谈谈我对世界经
济的看法。

我想说的是，困扰世界的很多问题，并不是经济全球
化造成的。比如，过去几年来，源自中东、北非的难民潮
牵动全球，数以百万计的民众颠沛流离，甚至不少年幼的
孩子在路途中葬身大海，让我们痛心疾首。导致这一问
题的原因，是战乱、冲突、地区动荡。解决这一问题的出
路，是谋求和平、推动和解、恢复稳定。再比如，国际金融
危机也不是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必然产物，而是金融资本
过度逐利、金融监管严重缺失的结果。把困扰世界的问
题简单归咎于经济全球化，既不符合事实，也无助于问题
解决。

历史地看，经济全球化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
求和科技进步的必然结果，不是哪些人、哪些国家人为造
出来的。经济全球化为世界经济增长提供了强劲动力，
促进了商品和资本流动、科技和文明进步、各国人民
交往。

当然，我们也要承认，经济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
当世界经济处于下行期的时候，全球经济“蛋糕”不容易
做大，甚至变小了，增长和分配、资本和劳动、效率和公平
的矛盾就会更加突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会感受
到压力和冲击。反全球化的呼声，反映了经济全球化进
程的不足，值得我们重视和深思。

“甘瓜抱苦蒂，美枣生荆棘。”从哲学上说，世界上没
有十全十美的事物，因为事物存在优点就把它看得完美
无缺是不全面的，因为事物存在缺点就把它看得一无是
处也是不全面的。经济全球化确实带来了新问题，但我
们不能就此把经济全球化一棍子打死，而是要适应和引
导好经济全球化，消解经济全球化的负面影响，让它更好
惠及每个国家、每个民族。

当年，中国对经济全球化也有过疑虑，对加入世界贸
易组织也有过忐忑。但是，我们认为，融入世界经济是历
史大方向，中国经济要发展，就要敢于到世界市场的汪洋
大海中去游泳，如果永远不敢到大海中去经风雨、见世
面，总有一天会在大海中溺水而亡。所以，中国勇敢迈向
了世界市场。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呛过水，遇到过漩涡，
遇到过风浪，但我们在游泳中学会了游泳。这是正确的
战略抉择。

世界经济的大海，你要还是不要，都在那儿，是回避不
了的。想人为切断各国经济的资金流、技术流、产品流、产
业流、人员流，让世界经济的大海退回到一个一个孤立的
小湖泊、小河流，是不可能的，也是不符合历史潮流的。

人类历史告诉我们，有问题不可怕，可怕的是不敢直
面问题，找不到解决问题的思路。面对经济全球化带来
的机遇和挑战，正确的选择是，充分利用一切机遇，合作
应对一切挑战，引导好经济全球化走向。

去年年底，我在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
提出，要让经济全球化进程更有活力、更加包容、更可持
续。我们要主动作为、适度管理，让经济全球化的正面效
应更多释放出来，实现经济全球化进程再平衡；我们要顺
应大势、结合国情，正确选择融入经济全球化的路径和节
奏；我们要讲求效率、注重公平，让不同国家、不同阶层、
不同人群共享经济全球化的好处。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

领导者应有的担当，更是各国人民对我们的期待。
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
当前，最迫切的任务是引领世界经济走出困境。世

界经济长期低迷，贫富差距、南北差距问题更加突出。究
其根源，是经济领域三大突出矛盾没有得到有效解决。

一是全球增长动能不足，难以支撑世界经济持续稳
定增长。世界经济增速处于7年来最低水平，全球贸易增
速继续低于经济增速。短期性政策刺激效果不佳，深层
次结构性改革尚在推进。世界经济正处在动能转换的换
挡期，传统增长引擎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减弱，人工智能、
3D 打印等新技术虽然不断涌现，但新的经济增长点尚未
形成。世界经济仍然未能开辟出一条新路。

二是全球经济治理滞后，难以适应世界经济新变
化。前不久，拉加德女士告诉我，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
国家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经达到80％。过去数十
年，国际经济力量对比深刻演变，而全球治理体系未能反
映新格局，代表性和包容性很不够。全球产业布局在不
断调整，新的产业链、价值链、供应链日益形成，而贸易和
投资规则未能跟上新形势，机制封闭化、规则碎片化十分
突出。全球金融市场需要增强抗风险能力，而全球金融
治理机制未能适应新需求，难以有效化解国际金融市场
频繁动荡、资产泡沫积聚等问题。

三是全球发展失衡，难以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期
待。施瓦布先生在《第四次工业革命》一书中写道，第四
次工业革命将产生极其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包括会加剧
不平等，特别是有可能扩大资本回报和劳动力回报的差
距。全球最富有的 1％人口拥有的财富量超过其余 99％
人口财富的总和，收入分配不平等、发展空间不平衡令人
担忧。全球仍然有 7 亿多人口生活在极端贫困之中。对
很多家庭而言，拥有温暖住房、充足食物、稳定工作还是
一种奢望。这是当今世界面临的最大挑战，也是一些国
家社会动荡的重要原因。

这些问题反映出，当今世界经济增长、治理、发展模
式存在必须解决的问题。国际红十字会创始人杜楠说
过：“真正的敌人不是我们的邻国，而是饥饿、贫穷、无知、
迷信和偏见。”我们既要有分析问题的智慧，更要有采取
行动的勇气。

第一，坚持创新驱动，打造富有活力的增长模式。世
界经济面临的根本问题是增长动力不足。创新是引领发
展的第一动力。与以往历次工业革命相比，第四次工业
革命是以指数级而非线性速度展开。我们必须在创新中
寻找出路。只有敢于创新、勇于变革，才能突破世界经济
增长和发展的瓶颈。

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在杭州峰会上达成重要共识，要
以创新为重要抓手，挖掘各国和世界经济增长新动力。
我们要创新发展理念，超越财政刺激多一点还是货币宽
松多一点的争论，树立标本兼治、综合施策的思路。我们
要创新政策手段，推进结构性改革，为增长创造空间、增
加后劲。我们要创新增长方式，把握好新一轮产业革命、
数字经济等带来的机遇，既应对好气候变化、人口老龄化
等带来的挑战，也化解掉信息化、自动化等给就业带来的
冲击，在培育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过程中注意创造新的
就业机会，让各国人民重拾信心和希望。

第二，坚持协同联动，打造开放共赢的合作模式。人
类已经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利益高度
融合，彼此相互依存。每个国家都有发展权利，同时都应
该在更加广阔的层面考虑自身利益，不能以损害其他国
家利益为代价。

我们要坚定不移发展开放型世界经济，在开放中分
享机会和利益、实现互利共赢。不能一遇到风浪就退回
到港湾中去，那是永远不能到达彼岸的。我们要下大气
力发展全球互联互通，让世界各国实现联动增长，走向共
同繁荣。我们要坚定不移发展全球自由贸易和投资，在
开放中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旗帜鲜明反对保
护主义。搞保护主义如同把自己关进黑屋子，看似躲过
了风吹雨打，但也隔绝了阳光和空气。打贸易战的结果
只能是两败俱伤。

第三，坚持与时俱进，打造公正合理的治理模式。小
智治事，大智治制。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变革紧迫性越来
越突出，国际社会呼声越来越高。全球治理体系只有适
应国际经济格局新要求，才能为全球经济提供有力保障。

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都是国际社会平等成员，
理应平等参与决策、享受权利、履行义务。要赋予新兴市
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更多代表性和发言权。2010年国际
货币基金组织份额改革方案已经生效，这一势头应该保

持下去。要坚持多边主义，维护多边体制权威性和有效
性。要践行承诺、遵守规则，不能按照自己的意愿取舍或
选择。《巴黎协定》符合全球发展大方向，成果来之不易，
应该共同坚守，不能轻言放弃。这是我们对子孙后代必
须担负的责任！

第四，坚持公平包容，打造平衡普惠的发展模式。“大
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发展的目的是造福人民。要让发展
更加平衡，让发展机会更加均等、发展成果人人共享，就要
完善发展理念和模式，提升发展公平性、有效性、协同性。

我们要倡导勤劳俭朴、努力奋进的社会风气，让所有
人的劳动成果得到尊重。要着力解决贫困、失业、收入差
距拉大等问题，照顾好弱势人群的关切，促进社会公平正
义。要保护好生态环境，推动经济、社会、环境协调发展，
实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谐。要落实联合国 2030 年可
持续发展议程，实现全球范围平衡发展。

“积力之所举，则无不胜也；众智之所为，则无不成
也。”只要我们牢固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携手努力、
共同担当，同舟共济、共渡难关，就一定能够让世界更美
好、让人民更幸福。

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
经过 38 年改革开放，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

体。道路决定命运。中国的发展，关键在于中国人民在中
国共产党领导下，走出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

这是一条从本国国情出发确立的道路。中国立足自
身国情和实践，从中华文明中汲取智慧，博采东西方各家
之长，坚守但不僵化，借鉴但不照搬，在不断探索中形成
了自己的发展道路。条条大路通罗马。谁都不应该把自
己的发展道路定为一尊，更不应该把自己的发展道路强
加于人。

这是一条把人民利益放在首位的道路。中国秉持以
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改善人民生活、增进人民福祉
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在人民中寻找发展动力、依靠人民
推动发展、使发展造福人民。中国坚持共同富裕的目标，
大力推进减贫事业，让 7 亿多人口摆脱贫困，正在向着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快步前进。

这是一条改革创新的道路。中国坚持通过改革破解
前进中遇到的困难和挑战，敢于啃硬骨头、涉险滩，勇于
破除妨碍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
产力，不断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近 4 年来，我们在之前
30 多年不断改革的基础上，又推出了 1200 多项改革举
措，为中国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

这是一条在开放中谋求共同发展的道路。中国坚持
对外开放基本国策，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不断提升
发展的内外联动性，在实现自身发展的同时更多惠及其
他国家和人民。

中国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中国人民生活得到了极
大改善，这对中国好，对世界也好。中国的发展成就，是
中国人民几十年含辛茹苦、流血流汗干出来的。千百年
来，中华民族素以吃苦耐劳闻名于世。中国人民深知，世
界上没有免费的午餐，中国是一个有着 13 亿多人口的大
国，想发展就要靠自己苦干实干，不能寄托于别人的恩
赐，世界上也没有谁有这样的能力。

观察中国发展，要看中国人民得到了什么收获，更要
看中国人民付出了什么辛劳；要看中国取得了什么成就，
更要看中国为世界作出了什么贡献。这才是全面的看法。

1950 年至 2016 年，中国在自身长期发展水平和人民
生活水平不高的情况下，累计对外提供援款 4000 多亿元
人民币，实施各类援外项目 5000 多个，其中成套项目近
3000 个，举办 11000 多期培训班，为发展中国家在华培训
各类人员 26 万多名。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累计吸引外资
超过1.7万亿美元，累计对外直接投资超过1.2万亿美元，
为世界经济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
来，中国经济增长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年均在 30％
以上。这些数字，在世界上都是名列前茅的。

从这些数字可以看出，中国的发展是世界的机遇，中
国是经济全球化的受益者，更是贡献者。中国经济快速
增长，为全球经济稳定和增长提供了持续强大的推动。
中国同一大批国家的联动发展，使全球经济发展更加平
衡。中国减贫事业的巨大成就，使全球经济增长更加包
容。中国改革开放持续推进，为开放型世界经济发展提
供了重要动力。

中国人民深知实现国家繁荣富强的艰辛，对各国人
民取得的发展成就都点赞，都为他们祝福，都希望他们的
日子越过越好，不会犯“红眼病”，不会抱怨他人从中国发
展中得到了巨大机遇和丰厚回报。中国人民张开双臂欢

迎各国人民搭乘中国发展的“快车”、“便车”。
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
很多人都在关注中国经济发展趋势。中国经济发展

进入了新常态，经济增速、经济发展方式、经济结构、经济
发展动力都正在发生重大变化。但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
基本面没有改变。

2016年，在世界经济疲弱的背景下，中国经济预计增
长 6.7％，依然处于世界前列。现在，中国经济的体量已
不能同过去同日而语，集聚的动能是过去两位数的增长
都达不到的。中国居民消费和服务业成为经济增长的主
要动力，2016 年前三季度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
值的比重为 52.8％，国内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
71％。居民收入和就业实现稳定增长，单位国内生产总
值能耗持续下降，绿色发展初见成效。

当前，中国经济面临一定的下行压力和不少困难，如
产能过剩和需求结构升级矛盾突出，经济增长内生动力
不足，金融风险有所积聚，部分地区困难增多。我们认
为，这些都是前进中必然出现的阶段性现象，对这些问题
和矛盾，我们正在着力加以解决，并不断取得积极成效。
我们坚定向前发展的决心不会动摇。中国仍然是世界上
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有13亿多人口，人民生活水平还
不高，但这也意味着巨大的发展潜力和空间。我们将在
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指引下，不断适
应、把握、引领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统筹抓好稳增长、促
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工作，推动中国经济保持中
高速增长、迈向中高端水平。

——中国将着力提升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围绕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条主线，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优化经济
结构，积极推进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
培育增长新动能，发展先进制造业，实现实体经济升级，
深入实施“互联网＋”行动计划，扩大有效需求，更好满足
人们个性化、多样化的需求，更好保护生态环境。

——中国将不断激发增长动力和市场活力，加大重要
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力度，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
作用，牵住创新这个“牛鼻子”，推进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
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注重用新技术新业态改造提升传
统产业，促进新动能发展壮大、传统动能焕发生机。

——中国将积极营造宽松有序的投资环境，放宽外
商投资准入，建设高标准自由贸易试验区，加强产权保
护，促进公平竞争，让中国市场更加透明、更加规范。预
计未来 5 年，中国将进口 8 万亿美元的商品、吸收 6000 亿
美元的外来投资，对外投资总额将达到7500亿美元，出境
旅游将达到7亿人次。这将为世界各国提供更广阔市场、
更充足资本、更丰富产品、更宝贵合作契机。对各国工商
界而言，中国发展仍然是大家的机遇。中国的大门对世
界始终是打开的，不会关上。开着门，世界能够进入中
国，中国也才能走向世界。我们希望，各国的大门也对中
国投资者公平敞开。

——中国将大力建设共同发展的对外开放格局，推
进亚太自由贸易区建设和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谈
判，构建面向全球的自由贸易区网络。中国一贯主张建
设开放透明、互利共赢的区域自由贸易安排，而不是搞排
他性、碎片化的小圈子。中国无意通过人民币贬值提升
贸易竞争力，更不会主动打货币战。

3年多前，我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3年多来，已经
有 100 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积极响应支持，40 多个国家
和国际组织同中国签署合作协议，“一带一路”的“朋友
圈”正在不断扩大。中国企业对沿线国家投资达到500多
亿美元，一系列重大项目落地开花，带动了各国经济发
展，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可以说，“一带一路”倡议来自
中国，但成效惠及世界。

今年5月，中国将在北京主办“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
峰论坛，共商合作大计，共建合作平台，共享合作成果，为
解决当前世界和区域经济面临的问题寻找方案，为实现
联动式发展注入新能量，让“一带一路”建设更好造福各
国人民。

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
世界历史发展告诉我们，人类文明进步历程从来没

有平坦的大道可走，人类就是在同困难的斗争中前进
的。再大的困难，都不可能阻挡人类前行的步伐。遇到
了困难，不要埋怨自己，不要指责他人，不要放弃信心，不
要逃避责任，而是要一起来战胜困难。历史是勇敢者创
造的。让我们拿出信心、采取行动，携手向着未来前进！

谢谢大家。
（新华社瑞士达沃斯1月17日电）

共 担 时 代 责 任 共 促 全 球 发 展
——在世界经济论坛 2017 年年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

（2017年1月17日，达沃斯）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习近平

中国将在全球治理中发挥更重要作用
——国际舆论热议习近平主席在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的主旨演讲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17 日在世界经济论坛 2017
年年会开幕式发表主旨演
讲。这是中国最高领导人
首次出席这一全球最大规
模非官方经济盛会，国际
舆论对此高度关注，多国
媒体第一时间报道习主席
讲话。国际舆论认为，中
国的发展理念和经济治理
方案，有很强的参考价值；习主席在演讲中向贸易保
护主义说“不”，为世界经济发展和全球治理传递信
心、提供方向，引领中国走近世界舞台中央。

瑞中协会主席、前苏黎世市长托马斯·瓦格纳接
受 《经济日报》 记者采访时表示，在当前世界政治不
确定性和不稳定性增加的背景下，习近平主席在达沃
斯世界经济论坛上发表了一次“具有政治战略眼光
的、历史性的、与众不同的”演讲。习主席在讲话中
力挺开放的全球经济以及勇于探索具有创新、远见、
开放的新经济增长模式。令他印象深刻的是，习主席
强调，所有国家都必须共同面对气候变化问题，必须
加强全球联系，并对贸易保护主义趋势抬头“叫停”。
与此同时，还将照顾到每个国家的国情。习主席出席
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向世界传递了他对经济全球化
造福人类的认知，也发出了增进互信的呼吁。讲话内

容令人振奋，为世界经济指明了方向。“习主席的此次
演讲将载入史册。”瓦格纳说。

达沃斯当地最大报纸 《达沃斯人》 记者芭芭拉认
为，习近平主席的演讲为世界经济发展注入了信心与活
力，前瞻性地呼吁世界理性看待全球化进程中出现的问
题。“问题的解决需要各方之间的有益合作，中国在此
方面作出了表率，平抑了世界发展预期中的不确定性，
更加注重让民众分享全球化成果，瑞士当地民众对此表
示赞赏。”芭芭拉说。

IHS 市场调查公司首席经济学家纳瑞曼·巴哈维斯
指出，习主席的讲话再次提振了市场对全球化的信心，
让更多人坚信全球化的积极作用。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
经济体，其强健的经济发展有效地推动了全球化，客观
上对保护主义起到了打压作用。中国提出的全球化理念
有利于促进国际间经贸合作，再次显示出中国的大国担

当和责任感。
匈牙利前总理迈杰希·彼得在接受《经济日报》记

者采访时说，世界应该是多样化的世界，中国和美、
欧、俄都是这个世界重要的影响力量。单极化的世界已
成历史，多极化的世界正在重新布局。未来的世界政治
格局需要接受中国的转变，中国也要适应走在舞台的中
间。和平永远是全人类的期盼，和谐的多极化将为人类
发展和福祉提供最大可能。迈杰希·彼得说，匈牙利与
中国长期保持紧密的良好关系，无论匈牙利政坛如何更
迭，“与中国做朋友”是匈牙利包括反对党在内所有政
治家们的共识。迈杰希·彼得关注中国的发展，关注能
够带给欧洲互利共赢的“一带一路”建设。经济存在竞
争，全球化是主流，关起门来大搞贸易保护并不会为一
个国家的经济带来繁荣。在世界经济持续低迷之际，
习主席在达沃斯论坛阐述中国方案，凸显了中国智慧，

相信中国领导人的信心会对
世界经济产生重要影响。

路透社刊文表示，在
当前反全球化民粹主义者
影 响 力 不 断 上 升 的 背 景
下，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在世界经济论坛发表的讲
话 捍 卫 了 全 球 化 。 当 前 ，
美国在贸易和气候变化等
多边合作中的表现和作用

令人质疑，此次论坛凸显中国的全球影响力不断上
升。伦敦国王学院中国问题专家克里·布朗表示，中
国领导人的讲话表明，中国愿意填补当前全球秩序出
现的空缺，中国也将迎来新一轮的发展机遇，在国际
社会中的影响力将得到进一步提升。《金融时报》 刊文
表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讲话展示了中国致力于
保护近年来在气候变化和自由贸易等领域取得进展的
意愿，展示了中国正在积极捍卫国际体系。

韩国纽西斯通讯社报道称，习主席在演讲中呼吁全
世界对保护主义说“不”，并警告贸易战没有赢家。报
道认为，习主席通过演说表达了对国际贸易中保护主义
有所抬头的担忧，显示出中国在推进自由贸易过程中将
发挥旗手的重要作用。

（文/本报记者 王志远 李鸿涛 翟朝辉 蒋华
栋 杨 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