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特 别 报 道特 别 报 道 2017年3月20日 星期一 5

本版编辑 管培利 李 杰

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72017年会在京开幕年会在京开幕，，嘉宾论道嘉宾论道““中国与世界中国与世界：：经济转型和结构改革经济转型和结构改革””——

深化结构改革深化结构改革 实现包容增长实现包容增长

国家发展改革委主任何立峰：

着力破解三大结构性失衡难题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熊 丽

工信部部长苗圩：

加快推动制造业提质增效升级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朱轶琳

环保部部长陈吉宁：

力促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双提升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陈果静

商务部副部长钱克明：

为构建新型全球化贡献中国方案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祝惠春

“敞怀感受和煦春风的
同时，也要提防未来可能出
现的急风骤雨。”在中国发
展高层论坛2017年会上，与
会的各大世界组织负责人
积极点赞中国发展，也为中
国和世界经济的发展献计
献策。

世界银行首席执行官克
里斯塔利娜·格奥尔基耶娃
就在演讲中高度赞扬中国贡
献。她表示，2016 年全球增
长中来自中国的贡献超过
30%，而且未来中国依然会
保持高额的贡献，这是一个
非常伟大的成就。克里斯塔
利娜·格奥尔基耶娃的观点
代表了国际社会对中国经济
前景的普遍看好。

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
为全球经济稳定和增长提
供了持续强大的动力。中
国是经济全球化的受益者，
更是贡献者。亚洲开发银
行行长中尾武彦用数字举
例：“2016 年中国 GDP 增长
率是 6.7％，经常账户盈余
从 2007 年占 GDP 的 10%以
上 ，降 到 了 去 年 只 有 大 概
2%左右，这些都是可喜的
信号。中国经济继续向需
求拉动的经济发展模式转
型，在更多地促进服务和消
费。”在中尾武彦看来，这为
世界经济发展持续提供“中
国机遇”。

中国经济发展与世界
经济息息相关、相互促进，
近期，多家境外机构上调了中国经济增长预期。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副总裁张涛认为，全球经济在
复苏，而新兴国家依然是引擎。中国的发展促进
了世界经济更具开放性、包容性，“中国在区域和
全球舞台上所发挥的领导力，准确反映了其世界
地位。中国树立了很高的标杆”。

点赞中国贡献

分享中国红利

经济日报

·中国经济网记者

祝惠春

“中国倡导新型全球化，让大家都能参
与到全球化‘大合唱’当中，分享全球化带
来的益处。”3月19日，商务部副部长钱克
明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7年会上说。

钱克明表示，长期以来，经济全球化都
是推动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然而，全
球化也带来一些问题，主要表现为四个方
面的不平衡：国家间发展不平衡，行业间发
展不平衡，收入分配不平衡，环境保护和发
展不平衡。

“不能把脏水和孩子一起倒掉，而是要
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改革创新，共
同引领、适应和构建一个新型的全球化。”
钱克明认为，新型全球化要加强四点：一是
包容性。以包容、协调、联动式的发展应对
全球化的困境；二是共享性。要通过国际政
策协调和国内国际治理能力的增强，使大

家都能分享全球化红利；三是能够促进和
适应创新；四是积极推动绿色发展，实现全
球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的双赢。

钱克明表示，中国不搞贸易保护主
义，也坚决反对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过
去 30 多年的对外开放，就是中国参与经
济全球化的生动实践。中国将推进新一
轮高水平的对外开放，为构建新型全球化
贡献中国方案。中国将继续坚持区域和
多边双轮驱动，支持多边贸易体制主渠道
的地位，加快自由贸易区的建设，积极参
与全球经济治理和公共产品的治理，推动
开放型世界经济的发展。“中国不是另起
炉灶，也不会动谁的奶酪，而是要为全球
治理作出增量贡献。我们欢迎各国搭乘
中国发展的顺风车，我们愿意与各方一道
积极拥抱新型全球化。”钱克明说。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涉及发展理
念和发展思路大转变，涉及利益格局大调
整，无异于一场攻坚战。必须树立必胜信
念，知难而进，保持定力，闯关夺隘，坚决
打赢这场硬仗。”3月19日，国家发展和改
革委员会主任何立峰在中国发展高层论
坛2017年会上表示。

何立峰认为，当前中国经济发展面临
三大结构性失衡：一是实体经济结构性供
需失衡。供给体系产能虽然强大，但大多
数只能满足中低端、低质量、低价格需求，
难以满足公众日益升级的多层次、高品
质、多样化消费需求；二是金融和实体经
济的失衡。资金“脱实向虚”现象仍然存
在，大量资金在金融体系内自我循环，不
仅加大了金融体系风险，还进一步加重了
实体经济的融资困难；三是房地产和实体
经济的失衡。大量资金涌入房地产市场，

一度带动一线和热点二线城市房价过快
上涨，进一步推高实体经济成本。“化解上
述三大失衡，必须瞄准主要矛盾，向结构
优化找出路，在供给侧上下功夫。用改革
的办法，提高供给体系质量效率，实现供
求关系新的动态均衡。”何立峰说。

何立峰表示，今年将重点推进五个方
面工作：着力创新制度供给，优化要素配
置；着力实施创新驱动，振兴实体经济；着
力扩大有效需求，稳定宏观环境；着力防
控潜在风险，坚决守住底线；着力保障改
善民生，增强人民获得感。

“中国将以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己
任，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促进国际贸
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不断深化新一
轮高水平的对外开放，为各国投资者来华
投资兴业、开展合作提供新的发展机遇。”
何立峰说。

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苗圩在 3 月 19
日举行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7年会上
表示，目前中国以企业为主体、产学研用
相结合的创新体系正在形成，并日益显示
出强大活力，ARJ21—700 支线客机正式
投入商运、全球首颗量子通信卫星发射等
成果不断涌现。

“我国制造业创新的体制机制还不完
善，仍存在一些制约创新的短板和弊端。”
苗圩认为，目前，鼓励企业创新的政策执
行还不到位，调动创新人才积极性的制度
环境仍有待改善，支撑企业创新的公共服
务平台不多不强，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社
会氛围还未形成。

苗圩表示，要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为主线，以创新驱动发展为主题，全面
实施“中国制造 2025”，从六方面加快制
造业提质增效升级。

一是完善国家制造业创新体系，弥补
创新链从实验室到产业化之间的缺失环
节，突出体制机制创新，破解行业共性技
术供给不足等难题。

二是要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继续
实施“核高基”等国家科技重大专项。

三是夯实工业发展基础能力，针对重
大工程和重点装备的关键技术和产品急
需，支持优势企业开展产学研用联合攻
关，突破重点领域发展的基础性瓶颈。

四是要实施军民深度融合发展战略，
加快推进军品科研生产能力的结构调整。

五是加强创新人才队伍的建设，高度
重视领军人才和优秀团队的引领作用，加
快建设多层次制造业创新人才队伍。

六是深化体制机制改革，进一步深化
“放管服”改革，加快政府职能转变，消除
阻碍创新要素合理流动的人为因素。

“环境保护不是发展的包袱。”3月19
日，环境保护部部长陈吉宁在中国发展高
层论坛 2017 年会上表示，好的环境政策
是推动经济转型升级、提升城乡发展水
平、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的重要抓手。把
环保作为机遇，下决心解决产业、能源、规
划、交通等问题，为企业和地区拓展新的
发展空间，提升经济质量和城市竞争力。

目前，不少遵循绿色发展理念的企
业，已经尝到了经济效益的“甜头”。陈吉
宁说，越来越多的企业在环保标准提升的
同时，效益也在稳步提高；越来越多的地
区在经济较快增长的同时，生态环境质量
也在不断改善。有效、有序的环境管理正
在助推这些地区的发展方式变革。

“中国生态文明建设仍然滞后于经济
社会发展，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

生态系统退化的问题仍然突出，改善生态
环境、建设生态文明是一个长期艰苦的过
程。”陈吉宁强调。

在陈吉宁看来，解决环保问题要通过
环境管理转型和创新提升环境治理的现代
化水平。一是系统化，要加大法律、行政和
经济手段的整合，特别是注重发挥市场机
制的作用，把环境保护的要求更直接体现
在价格、市场预期、市场交易中；二是科学
化，将加大环保科技投入，特别是强化科技
与管理决策的深度融合；三是法治化；四是
精细化，改变过去粗放式的环境管理方式，
将区域流域污染类型进一步细分，落实到
控制单元和网格，将各级责任分解横向到
边、纵向到底，提高环境监管的效率；五是
信息化，在环境保护中推进大数据、“互联
网+”、云计算等技术的应用和融合。

“全球化增进了世界的福祉，开放合作能够推动
世界的稳定与和平。”3 月 18 日，苹果公司 CEO 蒂
姆·库克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7年会上表示。

通过10多年的发展，苹果公司的财年收入已达
2000 亿美元，其中，超过 60%的收入来自美国之外
的地区。苹果已成为更加全球化的公司，也更清楚
地认识到全球合作的重要性。

蒂姆·库克表示，人才是中国的实力所在，从各
个领域来看，中国都是人才济济，这让苹果公司感到
振奋。为此，苹果公司将在上海和苏州再建立两个
研发中心，通过雇佣人才、与当地高校进行合作，推
动创新、创业在中国的蓬勃发展。

对于网络支付近两年在中国发展良好的原因，
蒂姆·库克认为，一方面，欧美用户使用信用卡的传
统习惯难以改变，商家对改变现状的意愿也相对较
低；另一方面，中国消费者接受变革的积极性更高，
小型企业、初创企业表现活跃。

（中国经济网记者 于 跃整理）

苹果公司CEO蒂姆·库克：

中国双创人才资源丰富

ABB 集团首席执行官史毕福认为，中国对先
进技术的投资规模已经非常庞大，但是，就自动
化和生产力水平而言，中国和发达经济体之间仍
有较大差距，也意味着巨大的发展潜力。

史毕福认为，就迎接数字化革命而言，中国今
天所处的位置比大部分国家都有优势。中国所面
临的挑战是，如何将机器人、设备、工厂与工业互联
网相连，从而使企业投身数字经济。

史毕福表示，数字技术在能源、工业、交通和基
础设施等领域具有巨大的应用潜力。为实现能源
转型，中国需要基于智能电网的高压输电基础设施
来管理间歇性可再生能源发电；工业领域，中国需
要提高正常运行时间、速度和产量，并通过自动化
实现产业升级。数字技术提供了一种快速有效的
方法来应对这些挑战，同时实现工业价值链的提
升。对中国而言，在工业领域更广泛地应用数字技
术，必将带来更多的开创性技术解决方案。

（本报记者 陈 颐整理）

ABB集团CEO史毕福：

以数字化推动产业升级

“去年我们在中国的销售已经实现翻
番。”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 2017 年会上，特
斯拉汽车公司全球总裁乔·麦克尼尔谈到在
中国市场三年来的快速增长，语气里满是骄
傲。苹果公司首席执行官蒂姆·库克也在
论坛上透露，将在上海和苏州再建两个研
发中心。一个是全球新能源汽车行业的领
军者，另一个是智能制造领域的龙头，它们
都选择在此时进一步深耕中国市场。

在特斯拉、苹果选择扎根中国市场的
同时，我们也听到另一种声音：飞利浦照明
关闭深圳工厂、全球最大硬盘制造商希捷
撤离⋯⋯这引发了一些讨论，甚至有人认
为，外资正在撤离中国。

“有来有去”之间，反映的是中国经济
发展的新方向。当前，全球经济增长低迷，
不少传统跨国企业增长乏力，不得不在全
球范围内重新布局。对中国自身而言，中
国制造要向创新、智能、绿色和高端转型，
找到自己的新优势。

正如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王一
鸣在论坛上所说：中国正从世界工厂向世界
市场转型，将持续提升全球市场需求。中国
持续加大创新投入和人力资本投资，将深化
全球价值链分工。中国企业扩大对外投资，
也将为投资对象国创造更多就业机会。

越来越多的高新技术企业在中国加快
布局，彰显出其对中国市场的信心、对经济

转型前景的看好。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
2017 年会上，不少与会嘉宾都对中国经济
前景表示乐观。

2016 年，中国经济增长 6.7%，增速虽
有所放缓，但依旧是世界经济增长的“稳定
之锚”。尤其是 2017 年，全球政治经济面临
更多的不确定因素，而开年以来，中国经济
延续了缓中趋稳、稳中向好的发展势头，向
世界经济传递出更多信心。正如论坛主席、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李伟所说，中国
经济稳的因素不断积累，正从“降速”阶段
转向“提质”阶段。

中国改革的方向，是全球经济界十分关
注的动向。中国正在推进的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提出的“中国制造2025”，让全世界看
到了中国改革的决心和经济转型的前景。

在全球经济增长乏力的背景下，中国
经济的转型升级不仅是国人关心的议题，
更被世界各国、各大跨国企业所关注。当
前的中国正处于产业升级的关键时点，欢
迎更多优秀企业进入，他们不仅能够与中
国企业一起，分享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红
利，更能与中国企业一道，为中国经济创造
新动能、增添新动力。

在开放的心态之下，中国经济的稳定
发展、转型升级，将成为全球经济穿越不确
定性、走出阴霾的重要力量，中国的转型和
变革将引领世界经济转型升级。

中国改革引领世界经济转型升级
陈果静

左图 3 月 19 日，中国发展高层论坛 2017
年会在北京开幕。本届中国发展高层论坛由国
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办，主题是“中国与世界：
经济转型和结构改革”。

下图 3月19日，来自国内外的专家学者、
企业家、政府官员和国际机构代表参加开幕式，
与会者听取嘉宾发言。

新华社记者 李 鑫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