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方案：为世界经济发掘新动力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连 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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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中国实现第二个一百年目标
时，中国会比任何一个社会都要强大，
人均收入将会达到发达国家水平。”当
地时间 9 月 26 日，应邀出席中美大学
校长与智库论坛的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
博士在讲话中作出这番表述。他更在提
及“一带一路”时指出，“倡议将中国
与中亚、欧洲相连接，意义深远”
。
作为一位曾 100 多次访问中国、对
中国有着深刻认识的世界级外交家，基
辛格先生对中国的这些判断无疑代表着
当前世界的主流认知。这种认知，自中
国 39 年前对外开放伊始逐渐建立起来，
并在过去 5 年给世界留下了深刻印象。
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错综复杂的
世界经济形势，中国延续了“稳中有
进、稳中向好”的自身发展态势，不断
发挥世界经济“稳定器”的作用。同
时，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努力推动
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
展。中国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主动承担
国际责任，中国的倡议和行动，为艰难
复苏中的世界经济不断发掘着新的
动力。

变化

提供中国方案的登台机遇
过去 5 年，世界与中国的变化，在
彼此对接和融合中，推动着世界经济格

局发生深刻转变。
从世界范围来看，在遭遇国际金融
危机重大冲击之后，全球经济虽然在各
国的通力合作之下逐渐走出低谷，但却
再也未能重现此前的快速增长。
增速下滑的原因是增长动力不足，
增速下滑的后果则是将经济高速增长时
期的“暗疾”逐一暴露，又反过来成为
阻碍经济复苏的“梗阻”：贸易纷争四
起、宏观协调不一、发展失衡加剧……
各种形式的“黑天鹅”事件乃至于“灰
犀牛”事件层出不穷。
中国的变化则是另外一番景象。
从增速变化看，尽管中国经济增速
从 2012 年 的 7.7% 下 降 至 2016 年 的
6.7%，
但在主要经济体中仍然位居前列，
其中更有中国将发展注意力由速度转向
质量的重要因素。同一时期，中国经济
与美国经济的体量差距正在缩小，而同
日本、德国的体量差距正在不断扩大。
如 2012 年中国 GDP 是日本的 1.57 倍，
但
2016 年这一差距则拉大至 2.27倍。
更大的变化来自中国内部。
过去 5 年，中国经济面临着很多下
行压力和困难，包括产能过剩和需求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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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增多等。
面对这些问题，中国并未停止改革
的脚步，而是在创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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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种整体改革的局面下，中国在
这 5 年来积极推动建设更高水平的开放

型经济，对外开放也出现了新的转变。
——由摸着石头过河转变成制度性
开放。中国正以系统性的制度开放促进
高水平的对外开放。通过这些改革创新
既为中国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贡献制度
开放红利，又为全球国际经贸合作新规
则贡献中国经验和中国方案。
——由以制造业为主的开放向服务
业并重的开放转变。党的十八届三中全
会以来，中国积极推进金融、教育、文
化、医疗等服务业领域有序开放，放开
多个服务业领域外资准入限制，并通过
自由贸易试验区和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
试点，进一步推动服务业扩大开放。
——由被动开放向主动开放转变。
在我国完成入世承诺之前，中国开放进
程始终伴随着国际“倒逼”现象，外在
压力不断转化为进一步开放的动力。尽
管中国已建设成为全球最为开放的市场
之一，但对外开放步伐仍未停滞。
一方面，是世界经济增长需要新动
力，全球经济治理需要新思路；另一方
面，是中国积极参与完善全球经济治理
的意愿和能力不断增强。两种需求的对
接和契合不断形成合力，推动着世界经
济发展不断前行。

实践

检验中国方案的真实成色
2017 年 7 月 17 日，国家统计局公
布数据显示，上半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
381490 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
增长 6.9%。数据公布后，国际货币基
金组织、亚洲开发银行、摩根大通等国
际组织和机构纷纷上调 2017 年中国经
济增速预期，认为中国经济再平衡进程
稳步推进，中国经济前景已经有良好支
撑。与之形成对比的则是彭博新闻社 9
月份的一篇报道，一家美国对冲基金因
为做空中国，今年以来降幅扩大至
80%，成为该行业表现最差的对冲基金

之一。
类似的场景，在过去的 5 年中并不
鲜见。但事实却越来越清晰无误地告诉
世人，当前中国通过对经济结构调整换
挡提速的种种努力，不仅有利于自身的
可持续发展，同时也为世界经济复苏积
累着持续不竭的动能。
2015 年年初，经合组织发布的题为
《走向增长》的各国经济结构改革评估报
告专门提到，中国“在关键领域的改革取
得明显进展”。世界银行在当年 7 月初
的一份报告中也指出，中国经济结构正
在缓慢地发生变化，
“正进入增速放慢但
更加平衡和可持续的增长轨道”
。
最具说服力的数据是中国经济对世
界经济的整体贡献。根据世界银行测
算，2013 年至 2016 年，中国对世界经
济的贡献率平均为 31.6%，超过美国、
欧 元 区 和 日 本 贡 献 率 的 总 和 。 2016
年，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
34.7%，拉动世界经济增长 0.8 个百分
点，是世界经济增长的第一引擎。
从贸易看，2016 年中国货物贸易
占世界比重 11.5%，位列第一，服务贸
易占世界比重 6.9%，排名第二。
从投资看，中国 2016 年对外投资
增长 44%，达到 1830 亿美元，成为全
球第二大对外投资国。“一带一路”建
设的全面展开点燃了相关国家和地区的
巨大热情。也是在 2016 年，中国吸引
外商直接投资达到 1260 亿美元 （实际
使用外资），连续 5 年居世界前 3 位。
从消费看，今年上半年消费对中国
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高达 63.4%，提振消
费的空间仍然巨大。一家德国媒体在今
年年初甚至撰文指出，“一旦中国不再
增长，世界就会陷入严峻的萧条期”
。
在今年 9 月 12 日举行的中国总理与
主要国际经济金融机构负责人“1+6”
圆桌对话会上，与会国际经济金融机构
负责人提出，中国“为世界经济保持复
苏和增长势头提供了有力支撑”，这是
对中国经济所处方位更加深刻的认识。
数据直观展现的内容，是中国经济
与世界经济密切联系、水乳交融的程
度。数据反映出深层面的内容，则是中
国方案在实践中大放异彩。从钱塘江畔
的杭州共识，到塞纳河边的 《巴黎协
定》；从达沃斯高举全球化大旗，到雁
栖湖全面启动“一带一路”平台建设。
国际产能合作如火如荼，自由贸易谈判
持 续 推 进 ……5 年 来 ， 中 国 倡 导 的 共
商、共建、共享深入人心。中国抓住机
遇、主动作为，在推动改革全球经济治
理体系不公正不合理安排的进程中发挥
了关键性作用。

共赢

展现中国方案的广阔前景
在今年 9 月份召开的“1+6”圆桌
对话会上，与会国际经济金融机构负责
人的一个重要判断，可以视作对中国方
案的最好诠释。
“中国秉持开放共赢的发展理念，
作为创新型经济体在电子商务、共享经
济等数字技术应用领域处于世界前沿，
这些都为其他国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发
展经验。”这一判断可谓一语中的。党

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对全球经济治理体
系的改革完善作出了越来越重要的贡
献。越来越多的中国倡议上升为国际共
识，越来越多的中国方案汇聚成国际行
动。中国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
国际关系，推动各国共同朝着构建人类
命运共同体目标前进的努力，正得到越
来越多的理解和支持，也展现出更加广
阔的发展前景。
5 年来，中国成功主办二十国
集 团 （G20） 领 导 人 杭 州 峰 会 。
面对制约世界经济增长的根源
性问题，中国开出标本兼
治、综合施策的“中国药
方”，为推进全球增长注入
强劲动力。
5 年来，中国高举全球
化大旗，强调反对一切形
式的保护主义，在多个场
合表明对经济全球化决心
不变、信心不减，同时引
领经济全球化进程向更加包
容普惠的方向发展。今年 1
月 17 日，习近平主席在出席
世界经济论坛 2017 年年会开幕
式并发表主旨演讲时，驳斥了封
闭排他的保守主义声调，表达了对
全球经济治理滞后的忧虑，阐述了继
续推进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中国思路。
5 年来，中国高度重视全球发展的
基本问题。中国出席 《巴黎协定》 高级
别签署仪式，并将中国的引领态势从巴
黎延伸到纽约联合国总部。中国在联大
主持召开可持续发展主题座谈会，率先
发布中国落实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国别方案，首次提出应走出一条经济繁
荣、社会进步、环境优美的可持续发展
之路。
5 年来，中国还不断深化上海合作
组织合作，加强亚信、东亚峰会、东盟
地区论坛等机制建设，整合地区自由贸
易谈判架构。不断加大对网络、极地、
深海、外空等新兴领域规则制定的参
与，不断加大对教育交流、文明对话、
生态建设等领域的合作机制和项目支持
力度。
最能体现中方共赢思路的方案来自
于“一带一路”建设。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着眼于国内
国际两个大局，深刻认识到在应对世界
经济发展挑战的当下，全球更需要一个
广阔、开放、包容和共享的国际合作平
台。为此，中方创造性地提出了“一带
一路”倡议。短短 4 年时间，“一带一
路”倡议所迸发出的能量令人瞩目，不
仅成为当今世界规模最大的国际合作平
台和各方普遍欢迎的全球公共产品，进
展和成果更超出国内外各方预期。
迄今为止，已经有 74 个国家和国
际组织与中方签署了“一带一路”合作
文件。100 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积极支
持参与，一大批有影响力的标志性项目
成功落地。
在“一带一路”建设国际合作框架
内，各方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对接
彼此发展战略，实现优势互补，有助于推
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包容、普惠的方
向实现再平衡。而这，更是中方倡导的
同心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实践。

奥地利美乐科斯电子制造有限公司技术总监魏翰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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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 2017年1月11日，肯尼亚蒙
巴萨民众在蒙内铁路首批内燃机车旁载
歌载舞。蒙内铁路是肯尼亚独立百年来
建设的首条铁路，由中交集团总承包，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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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路桥承建。新华社记者 孙瑞博摄
图② 2017年9月18日，在法国巴黎北郊的布尔歇展览中心，一名模特展示中
国品牌的羽绒服。
新华社记者 张雪飞摄
图③ 2017年9月11日，《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13次缔约方大会高级别会
议在内蒙古鄂尔多斯市开幕。2017年第13次缔约方大会的接力棒交到中国手中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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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已是全球治沙“尖子生”，中国的治沙奇迹引发世界关注，中国的治沙理念和方
案，正在推动世界防治荒漠化进程。
新华社记者 邓 华摄
图④ 2017年7月7日，在智利首都圣地亚哥，第十届“汉语桥”世界中学生中文比赛参赛选手罗丽娜在比赛中演唱。
新华社记者 王 沛摄

中国的影响力与日俱增
我们公司生产的电子组件广泛应用
于国际顶级汽车制造商的控制装置和
LED组件中。我们很看重中国市场，
去年还在无锡投资设立了生产基地。相
较于其他国家和地区，中国庞大的市场
可以给像美乐科斯这样的企业带来更多
商机。
奥中友协是我了解中国的“向导”，
通过奥中友协组织的活动，我曾两次来
到广东揭阳的中德金属生态城寻找合作
伙伴。不久前，我还来到中国参加中奥
企业合作洽谈会，希望在中国找到更多
供货商。作为一名技术人员，我认为中
国不仅有巨大的市场，有很好的专业工

程人员，而且中国人聪明、勤劳，我与相
关工作人员合作过程非常愉快。
近年来，中国在奥地利的影响力与
日俱增，有很多中国人来到奥地利工作
生活，我的邻居就是中国人。同时，有越
来越多的奥地利人开始学习中文，我自
己便是其中之一。虽然学好中文有点
难，像京剧这样的中国传统文化对我来
说也不容易理解，但我依然对中国的历
史文化非常感兴趣。我非常喜欢看中国
的电视剧，从网络上下载了不少，这样可
以边看电视剧边学习中文。我希望自己
将来有更多的机会来到中国。
（本报记者 周明阳整理）
合作共赢

点赞中国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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