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为观察世界和中国的重
要窗口，夏季达沃斯论坛在中国
举办13年来，一直受到全球关
注。从往届主题来看，论坛内容
不断得到丰富，及至今天，“创
新”已成为当仁不让的关键词。

今年，最新的颠覆性技术
和中国的创新生态是论坛主要
内容。世界经济论坛还在此发
布了系列重要研究报告，包括
十大突破性技术预测、2019年
度技术先锋榜单、2019年度青
年科学家等。

“创新”为何成为关键词？
探究其原因，一是创新对破解
世界经济难题、推动世界经济
健康发展有着巨大的推动作
用；二是中国的创新成就举世
瞩目，创新步伐已经成为全球
创新风向标之一。

当前，世界经济正处于十
字路口。保护主义、单边主义
持续蔓延，世界经济运行风险
和不确定性显著上升，多国结
构性难题尚待破解，发展失衡
问题明显。

世界经济前路何在？在夏
季达沃斯论坛，各界代表有一
致判断：增强全球创新活力，为
世界经济增长挖掘新动力，这
是世界经济走向光明前景的重
要途径。

惟创新者进，惟创新者
强。近年来，新技术、新产业、
新业态在全球不断涌现，大大提升了经济发展效率，孕育
出无限可能性和希望。世界各国竞相发力，通过种种举
措提升创新能力。

中国的创新成就尤其突出。创新正成为中国重要的
经济发展引擎，推动经济持续转型升级。在世界知识产
权组织发布的《2018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中，中国排名
第17位，首次跻身全球创新指数20强。在研究人员、专
利和科技出版物数量方面，中国都位居第一。在世界经
济论坛发布的2019年度青年科学家榜单中，有3位来自
中国。

从 C919 客机、磁悬浮列车、超级计算机等“大国重
器”，到5G、大数据、云计算等新型产业形态，再到移动支
付、无人零售、在线缴费等新型生活方式，都显示出中国
蓬勃发展的创新力量，正书写出前所未有的人类发展史。

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创新引领的发展战略发挥着重
要作用——制定引导政策、制定专业规划、搭建创新体
系、投入支持资金，加上固有的庞大市场规模和人民创业
精神等优势，让如今的中国创新创业热潮涌动。

特别值得肯定的是，中国的创新不是关起门来自己
创新，中国欢迎也需要与世界各国共同推动人类科学技
术进步。中国提倡国际创新合作，希望集全球之智，攻克
共性难题，让创新成果得以广泛应用，惠及更多国家和
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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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确定性”呼唤全球合作

“2018年，大家关注中美贸易未来走
势。现在，越来越多的企业对中美贸易摩擦
已经不焦虑了，反而以此为前提来规划企业
的长期发展。”中化集团党组书记、董事长宁
高宁说，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意识到，真正
的困难和挑战不是来自外部的不确定性，而
是自身需要展开的转型和升级。中国企业
变得更加重视技术，更加重视长远发展和规
划，几乎每个行业都在努力改变发展方式，
努力追求更高质量的发展。

“全球经济运行面临的风险在上升，
这是确定的。”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院
长朱民说，英国“硬脱欧”的风险上升；中美
经贸摩擦虽然有所缓和，但这种摩擦可能
是一个长期过程；全球金融和经济周期性
下滑风险在上升，美联储频繁加息和降息
的操作，给市场带来了很大不确定性。

“一年前，有三分之一的人认为世界经
济前景会向好，有三分之一的人认为世界
经济前景会变糟，有三分之一保持中立。
但是，现在认为世界经济可能向好的只有
13%，认为会变得糟糕的有57%。”麦肯锡
全球管理合伙人凯文·斯奈德说，当前全球
面临着许多挑战，不确定性在持续增加。
例如，现有的全球治理体系正在面临挑战；

“千禧一代”逐渐占据主导地位，老龄化问
题日益突出；民粹主义抬头；气候变化和环
境挑战压力加大；等等。面对不确定性，大
家必须要找到新的应对办法。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副行长安周
奇认为，还存在一些大家没有意识到的
不确定性。正是这些不确定性，让全球
合作变得更加必要。各国必须进一步强
化在金融市场、国际贸易、劳工等领域

的合作。有些国家不理性地考虑自己的
长期利益，会给全球经济运行带来更多
风险。

中国经济步入高质量发展

“中国经济总量占亚太地区经济总量
的一半，中国经济增长对全球经济增长的
贡献明显高于其他国家。许多投资者都
希望在中国扩大投资，他们在中国的投资
重点也正在发生巨大变化，中国经济正在
加速从出口依赖型转向创新驱动型。”
摩根大通亚太区副主席李晶说。

在中国经济结构转型中，实现制造业
高质量发展是重中之重。近年来，在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和内外部各种因素影响下，
制造业面临着不少困难和压力。

“过去30年，所有预测中国经济会表
现不好的人都错了，中国经济增长势头非
常强劲。”宁高宁说，目前中国的就业形势
表现良好，只要能够实现充分就业，GDP
增速快一点或慢一点就不必那么焦虑
了。而且，当前消费对 GDP 增长的贡献
也在进一步提升。

“目前，中国企业更加注重研发、更加
注重内部治理，对投资更加谨慎，对发展
方式更加理性。未来十年，中国企业的水
平和质量会大幅提升，中国一定会变成一
个创新驱动的国家。”宁高宁说。

朱民表示，中国有全球最大规模的制

造业，制造业总量是美国、日本、德国的总
和；中国有全球最全的制造业链条，这是
最强的竞争力。需要注意的是，现在制造
业发展面临的场景正在发生变化，人工智
能横空出世，改变了制造业升级的路径，
推动制造业进入智能化、自动化。这是中
国制造业的机遇，也是挑战。

安周奇表示，与过去相比，中国经济
增长模式更加平衡，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
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更加明显。
尽管中国经济增速从过去10%以上的增
速放缓到 6.5%左右，但中国经济对全球
经济增长依然有很大的贡献。

李晶认为，中国的普通消费者对旅
游、教育、医疗服务的需求进一步增加，中
国经济正在加速向服务型经济转型。在
消费发展的进程中，技术和创新会成为重
要支撑。有理由相信，在未来 5 年到 10
年，中国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将会进一
步增强。

不断提升对外开放水平

“这些年来，我国对外开放的水平不
断提升。中国有着全球最大的市场，许多
经济体都希望参与到中国市场和发展中
来。我们不仅在货物领域，而且在服务业
领域也加快了开放步伐，这对于拉动全球
经济增长是很大的推力。”朱民表示，中国
需要建立更加良好的国际化发展和竞争

生态体系，更加全面和深刻地融入全球经
济体系。

宁高宁表示，中国加入 WTO 以来，
得到了快速发展，世界也因为中国而得到
了发展。希望中国能有更友善的国际环
境，能够更长时间地处于发展的战略机遇
期。但也要看到，今天外部环境发生了深
刻变化，中国也应尽快地调整自己，继续
推动深化改革，扩大开放。

凯文·斯奈德表示，中国不仅有着全
球最大的市场，中国同样是全球最大的供
应商，全球有五分之三的供应来自中国，
中国仍然是全球最大的增长点。世界需
要中国的程度远远超过中国需要世界的
程度。

李晶表示，外国投资者希望更加深入
参与中国资本市场，希望更多地参与到中
国的投资中，许多海外企业家对于中国企
业家非常羡慕，中国现在已经是最大的贸
易国。未来，如果中国进一步开放金融市
场，这对于中国经济和全球经济的增长都
有好处。

宁高宁还表示，中国经济运行总体平
稳，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不断提升，工业
化进程持续推进。对于中国企业而言，在
未来全球化竞争中，一定要不断追求技术
进步，追求产品竞争力提升，努力与国际
上最好的公司对标，全面提升自身的竞争
力，努力迎接全球化进程中更加激烈的
挑战。

在2019夏季达沃斯分论坛上，与会嘉宾热议“中国经济前景”——

中国对全球经济贡献越来越大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林火灿

近年来近年来，，金融科技的发展金融科技的发展、、中国对外中国对外
开放水平的提升开放水平的提升，，给全球金融业带来了给全球金融业带来了
发展机遇发展机遇。。与此同时与此同时，，经贸摩擦给全球经贸摩擦给全球
金融业发展带来了不利影响金融业发展带来了不利影响。。77月月11日日，，
在夏季达沃斯在夏季达沃斯““塑造中国未来金融业塑造中国未来金融业””分分
论坛上论坛上，，与会嘉宾认为与会嘉宾认为，，中国金融业将为中国金融业将为
全球金融机构带来发展机遇全球金融机构带来发展机遇。。

花旗银行董事总经理简花旗银行董事总经理简··梅茨格表梅茨格表
示示，，中国未来有望成为全球最大的金融市中国未来有望成为全球最大的金融市
场场，，中国拥有巨大的储蓄资产中国拥有巨大的储蓄资产，，这对金融这对金融

企业来说意味着巨大的市场空间企业来说意味着巨大的市场空间。。近年近年
来来，，中国进一步开放金融市场中国进一步开放金融市场，，全球金融全球金融
机构将在中国市场迎来更大的发展机遇机构将在中国市场迎来更大的发展机遇。。

近年来近年来，，金融科技发展迅速金融科技发展迅速，，对金融对金融
业产生了显著影响业产生了显著影响。。简简··梅茨格说梅茨格说，，对于对于
大银行来讲大银行来讲，，金融科技蕴藏着巨大的客金融科技蕴藏着巨大的客
户机会户机会，，比如花旗银行帮助比如花旗银行帮助1212家中国金家中国金
融科技公司在国际市场上融资融科技公司在国际市场上融资。。另外另外，，
金融科技公司还能帮助大银行对接成百金融科技公司还能帮助大银行对接成百
上千的小银行上千的小银行，，形成一个非常有活力的形成一个非常有活力的
生态系统生态系统。。

中国建设银行副行长黄毅说中国建设银行副行长黄毅说，，建行建行
建立了一个科技中心系统建立了一个科技中心系统，，11 亿多建行亿多建行
客户都被纳入其中客户都被纳入其中，，极大地提升了运行极大地提升了运行

效率效率，，““通过科技的帮助通过科技的帮助，，我们可以很快我们可以很快
找到找到2020多万个优质客户多万个优质客户，，不需要见面就不需要见面就
可以直接根据客户需求发放贷款可以直接根据客户需求发放贷款””。。

自中美经贸摩擦发生以来自中美经贸摩擦发生以来，，全球资全球资
本市场反应强烈本市场反应强烈。。与会嘉宾表示与会嘉宾表示，，当贸当贸
易摩擦加剧时易摩擦加剧时，，投资者会对应该去哪里投资者会对应该去哪里
投资充满不确定性投资充满不确定性，，投资信心下降投资信心下降，，影响影响
经济发展经济发展。。

路昇资本创始人路昇资本创始人、、管理合伙人张璐管理合伙人张璐
表示表示，，贸易摩擦以及美国制造的科技产贸易摩擦以及美国制造的科技产
品贸易壁垒正对全球科技企业融资产生品贸易壁垒正对全球科技企业融资产生
不利影响不利影响。。

““科技创新水平只有通过国际交流科技创新水平只有通过国际交流
才能得到提高才能得到提高。。最近的案例表明最近的案例表明，，即使即使

科技企业的产品和技术处于世界最顶科技企业的产品和技术处于世界最顶
端端，，依然可能受到美国的依然可能受到美国的‘‘屏蔽屏蔽’’。。因此因此，，
投资者对于科技企业的估值会下降投资者对于科技企业的估值会下降。。””张张
璐说璐说。。

大连商品交易所理事长李正强表大连商品交易所理事长李正强表
示示，，近年来中国商品衍生品市场发展成近年来中国商品衍生品市场发展成
果显著果显著，，在应对中美经贸摩擦带来的挑在应对中美经贸摩擦带来的挑
战战、、稳定大豆等农产品交易过程中发挥稳定大豆等农产品交易过程中发挥
了重要作用了重要作用。。““企业在获得融资以后企业在获得融资以后，，面面
临着提高资金使用效率问题临着提高资金使用效率问题，，商品衍生商品衍生
品市场发挥了有益作用品市场发挥了有益作用。。例如例如，，在中美在中美
经贸摩擦中经贸摩擦中，，大豆等农产品本来是受很大豆等农产品本来是受很
大影响的大影响的，，但目前大豆贸易保持平稳但目前大豆贸易保持平稳，，大大
连商品交易所发挥了重要作用连商品交易所发挥了重要作用。。””

与会嘉宾在“塑造中国未来金融业”分论坛上热议——

中国为全球金融机构带来发展机遇
本报记者 袁 勇

今年上半年，全球经济不确

定性因素凸显，在很大程度上影

响了投资者信心，也给全球经济

增长带来了挑战。国际货币基

金组织（IMF）多次下调全球经济

增长预期，世界贸易组织（WTO）

也在4月份下调全球贸易增长

预期。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

的中国经济发展前景如何？中

国经济如何应对各种不确定性

带来的挑战？在世界经济论坛

第十三届新领军者年会（2019夏

季达沃斯）“中国经济前景”分论

坛上，与会嘉宾展开了讨论
上图 在“中国经济前景”

分论坛上，与会嘉宾就相关问

题展开讨论。

本报记者 张允强摄

右图 会场外，与会嘉宾

在交流。

本报记者 刘辛未摄

在 2019 夏季达沃斯论
坛“绿色领导力：将可持续发
展作为一项战略”分论坛上，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
长刘世锦表示，中国经济发展
下一步要靠绿色经济的增长。

如何推动绿色发展？刘
世锦认为，首先要形成三点
共识：一是绿色发展已经形
成了一个完整的经济体系，
它包括但不限于环境保护，
有更广泛的内容，如绿色消

费、绿色生产、绿色流通、绿色创新、绿色金融等；二是绿
色发展不是对传统工业方式的修补，而是与传统工业化
发展方式并行和相互竞争的，是最终会获胜的一种新发
展方式；三是绿色发展和经济增长不是对立关系，绿色发
展要实现环境保护，不仅要做“减法”，更多的是做“加法”
和“乘法”，如绿色生产、绿色流通等是“加法”，创新金融
是“乘法”。因此，绿色发展是新的经济增长动力、新的机
遇,不是负担。

谈及如何让更多企业加入到可持续发展潮流中谈及如何让更多企业加入到可持续发展潮流中，，刘刘
世锦表示世锦表示，，首先理念很重要首先理念很重要，，企业发展要按照绿色发展的企业发展要按照绿色发展的
理念去设计和推动理念去设计和推动；；其次是需要有制度和立法其次是需要有制度和立法，，绿色发展绿色发展
具有相当多的收益和成本具有相当多的收益和成本，，光靠市场是没有办法实现的光靠市场是没有办法实现的，，
要通过政府的政策和措施要通过政府的政策和措施，，才能让市场有效发挥作用才能让市场有效发挥作用；；第第
三是要用好金融创新手段三是要用好金融创新手段，，要开展绿色金融要开展绿色金融，，政府可对已政府可对已
按照绿色标准建设和发展的项目给予支持按照绿色标准建设和发展的项目给予支持，，使政策性倾使政策性倾
斜成为绿色金融的重要组成部分斜成为绿色金融的重要组成部分。。

刘世锦认为刘世锦认为，，未来绿色金融的比重会越来越高未来绿色金融的比重会越来越高，，““最最
终大部分企业都会走上绿色金融之路终大部分企业都会走上绿色金融之路””。。

刘世锦：

绿色发展是新机遇
本报记者 孙昌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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