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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国家发改委的消息，从10月23日起，由宁
波航运交易所编制的“海上丝路指数”之宁波出口
集装箱运价指数 （NCFI） 的4条航线指数，在波罗
的海交易所官方网站正式发布。这是波罗的海交易
所自1744年成立以来首次发布其他机构的指数，这
也标志着中国航运指数首次走出国门，获得国际市
场认可。

据了解，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因素越
来越受到国际重视，中国指数正在逐渐走向世界。

经济增长助推“国际化”

在“海上丝路指数”走出去之前，据报道，四
大国际铁矿石生产商之一的必和必拓 9 月份以私下
议标方式，对两船铁矿石采用了上海钢联的 62%澳
洲粉矿指数进行定价。这是四大国际铁矿企业第一
次在定价时采用中国指数，同时也意味着中国定价
铁矿石迈出了第一步。

“中国指数能被国外认可，首要原因是我们指数
的标准、质量比较高，能够真实科学地反映某一领
域经济活动的程度以及基本情况。”北京工商大学经
济学院教授周清杰在接受本报采访时分析说，国外
观察中国经济时需要一个窗口、切入点，但因为国
外要统计中国指数，在样本选取调查方面仍存在一
些困难，而中国指数作为反映中国市场的一个晴雨

表，这些综合性指数由中国来构建，很大程度上代
表了中国在某一领域的经济发展状况。

周清杰认为，中国经济规模越来越大，和国外
的经济往来越来越频繁，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关注度
不断提升，这是中国指数逐渐被认可的重要原因。

当前，中国市场指数发展较快、产品多样，除
一些传统指数外，诸如公司治理、社会责任、央
企、民企等独具特色的创新指数也在不断发展。

“从微观一点来说，比如说秦皇岛的煤炭价格指
数、寿光的农产品价格指数、义乌的小商品价格指
数，这些都是已经被国际市场关注的指数。”周清杰
谈到中国指数目前的状况时对本报如是说。

还需多方面共同进步和提升

“任何指数其实都有一定改进的空间，更多的中国
指数若想走出国门，首先，指数的制定一定要科学，样
本的选取、处理方法要国际化、科学化。更重要的是，基
础数据以及指数的计算方法要透明公开，要经得起外
部的研究。”周清杰说，中国经济实力虽在不断壮大，但
在某些领域所制定的一些指数标准距离国际化仍有一
定的空间，所以要不断加强编制的科学性，减少同质化
竞争，不断为世界经济体系注入中国元素。

谈到中国指数走出去的未来趋势时，首都经济贸
易大学金融学院教授谢太峰认为：“随着中国经济实
力的不断增强，中国因素不断增加，会有更多的中国
指数具有全球性影响。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
经济的蓬勃发展全球有目共睹，中国经济对于国际经
济的影响也不断扩大，关联度增强，所以一些中国指
数便可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某一领域的风向标。”

目前，中国指数仍处在国际化的开端，只有多
方面的共同进步和提升才能使中国指数的发布更加
成熟和科学化。

“中国指数编制的单位应当做到更加科学，包括
记录数据、记录信息的方法等，市场运行应更加规范
化，使得中国编制的指数能够更好地反映市场运行的
状况，以便更多地被国际市场所接受。”谢太峰说。

中 国 指 数 逐渐走向世界
加强定价权“中国声音”

叶晓楠 赵佳琪

11月，北京怀柔区雁栖湖，熟悉
的 APEC 会 场 ， 主 题 是 “ 读 懂 中
国”，一个同样政要云集的国际会议。

“中国在环保方面的进展非常不
错。以前的政策说实在的太保守了，
现在中央特别认识到环保问题越来越
严重，老百姓也不高兴，所以中国政
府在习近平的领导下，认识到环保要
有新的政策。”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
时，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秀了一口
流利的中文。

更多的时候，这些“老外”在会

场中，向中国的政府官员、学者们提
问。世界渴望读懂中国，中国期待与
世界沟通。

■“十三五”规划

无论从参会者级别还是人数来
说，会议都引人注目。据统计，会议
吸引了包括 16 位各国前总统、前总
理在内的全球著名政治家、战略家和
企业界领袖以及中国中央及地方政府
负责人、智库学者等 200 余人前来。
参会的多位中国政府官员刚刚参加过
十八届五中全会，而“十三五”规划

无疑是最重要的话题之一。
例如，曾担任美国国家经济顾问

的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劳拉·泰
森，对五中全会提到的绿色发展和减
贫计划颇感兴趣。“无论 6.5%还是
7%，经济增速可以去测量，但是你
们如何去衡量绿色发展是否成功呢？”

回答她提问的是国家发展改革委
副主任何立峰。他从五中全会首次提
出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
享”五大发展理念入手，解释了中国
当下的发展思路和目标。

“像中国这样坚持长期制定‘五
年规划’的国家，据我所知世界上找
不到第二个。通过这个来推动国家经
济社会的发展，是中国这些年取得成
功的一条重要经验。”中央党校常务
副校长何毅亭则解释了“五年规划”
的由来，以及“十三五”规划出炉的
大致过程。

■中国挑战

“我觉得‘十三五’规划非常
好，大家都很支持，但是摆脱当前发
展的惯性，需要的可不仅仅是一个

‘五年规划’，而是真正的想象力。中
国的政府准备好了吗？”白发苍苍的
澳大利亚前总理基廷，开口问了个尖
锐的问题。

“中国的经济转型绝非易事。在
经济转型过程中保障公民的最大利
益，这是不容易的。在转变过程中要
强调生活质量和环境保护，更是一件
具有挑战的事情。”贝格鲁恩治理研
究会主席尼古拉斯·贝格鲁恩也直言。

“四中全会提出了全面推进依法
治国的总目标，但是一些法律法规本

身已经过时，在重要改革领域，能不能
授权地方政府放开手脚突破限制？”新
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
教授提了一个实际存在的问题。

会场上，这些问题得到了热烈的
回应。来自国家发改委、天津市、深
圳市等中央和地方的官员，言无不
尽。许多人的共识是，中国面临的挑
战，最后通常会转化为机遇。

■中国机遇

中国带来的机遇，吸引着全世界
的目光。

比如，广东省委副书记、深圳市委
书记马兴瑞一出现，就引来了许多问
题。“你觉得未来深圳和香港应该怎么
合作？”“深圳从小渔村到超大型城市，
成功的经验有没有可复制性？”“全面
放开二孩对于生育率有什么影响？”来
自香港的企业家、新加坡前政要等人
的问题，在现场掀起了小高潮。

“中国与世界的合作，一定能够
双赢。”联想集团董事局名誉主席柳
传志从自身经验谈起。他举例说，
2004 年联想并购了 IBM 公司的个人

电脑品牌 ThinkPad，十多年过去后，
如今联想已从并购前的 30 亿美元营
业额，增长到了 480 亿美元，排在
2015 年世界 500 强企业排行榜的第
231 位，员工数量也从当初的不足 2
万人增加到了如今的 6万多人，其中
还有 1万多国际员工，待遇福利也排
在了国际同行前列。

而在贝格鲁恩看来，读懂中国，是
为了一个健康的世界环境，目前西方
社会对于中国政治制度的起源和发展
状况缺乏了解，对中国文化的理解也
不深入。“中国正在崛起，东西方都非
常强大，这在历史上是非常罕见的。”

据新华社北京11月5日电（记者王优玲） 商务部网站 5日
发布消息称，我国向包括塞拉利昂、利比里亚和几内亚等疫区
三国在内的非洲有关国家提供应对埃博拉疫情的第5轮援助，主
要用于三方面内容。

商务部援外司负责人说，一是支持疫区三国继续做好抗埃
收尾工作，巩固前一阶段抗埃成果，推动各国彻底结束疫情。
二是支持疫区国家后埃博拉时期经济与社会重建，推动各国经
济复苏与社会发展。三是支持非洲构建公共卫生体系，增强非
洲国家抵御重大流行疫病的能力和水平。

新华社北京11月5日电（记者靳若城） 外交部发言人华春
莹5日表示，希望美方在南海的有关行为和意图更加光明磊落和
坦荡透明。

在当日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据报道，美国国防部长
卡特今天会登上美国“罗斯福”号航母，通过马来西亚附近的
南海，再次宣示美要保障航行自由。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华春莹说，中方已经多次表明有关原则立场。中方一贯尊
重和维护各国依据国际法享有的航行和飞越自由。只要是在真
正的国际航道行使正当和正常的航行自由，我们从不反对。

“我们反对的是打着航行自由的旗号，做着推动南海军事化，
甚至挑衅和威胁他国主权和安全利益的事情。希望美方在这方面
的有关行为和意图更加光明磊落和坦荡透明。”华春莹说。

本报神农架11月5日电（记者汪莹） 11月5日，湖北神农架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首次向社会发布自然资源综合调查报告。基于
调查结果，神农架将建成我国自然保护区首个资源数字化平台。

新种及区域新纪录种的发现是本次资源考察的最大亮点。
调查发现昆虫新种 10个、中国新纪录种 2个、湖北省新纪录种
1400个，发现湖北省植物新纪录科 1个、新纪录属 17个、新纪
录种52个，揭示了神农架地区的物种多样性。该调查2011年由
神农架自然保护区发起，组织中国科学院、中国林业科学研究
院、武汉大学等8所科研单位的10个研究团队完成。

我向埃博拉疫区提供第5轮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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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5 日 ，
为期 5 天的 2015
郑州国际汽车展
览会在郑州国际
会展中心开幕。
本届车展展出总
面 积 9 万 平 方
米，保时捷、玛
莎拉蒂等品牌的
近 千 台 展 车 亮
相。

图为红旗轿
车亮相郑州国际
汽车展览会。

新华社记者
李 博摄

红旗轿车亮相郑州车展红旗轿车亮相郑州车展

热议热议““十三五十三五”” 共话新机遇共话新机遇

老外如何读懂中国老外如何读懂中国？？
本报记者 刘少华

外交部发言人

希望美在南海更光明磊落

神农架发现多种生物新种神农架发现多种生物新种

本报北京11月5日电（记者赵明昊）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5
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利比里亚总统瑟
利夫。

李克强表示，中方愿同利方巩固友好，深化能源资源开
发、木材和农产品加工、基础设施建设、人力资源开发等领域
务实合作，助力利比里亚发展和减贫事业，实现互利共赢。

李克强指出，中利两国人民在携手抗击疫情中结下深厚情
谊。中国政府为利比里亚政府和人民战胜疫情感到高兴，将继
续支持利比里亚等国疫后重建工作，并愿为利方经济社会发展
和加强公共卫生体系与能力建设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本报北京11月5日电（记者赵明昊）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
长张德江5日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利比里亚总统瑟利夫。

据新华社北京11月5日电 国务院日前印发 《统
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根据

《总体方案》，到2020年，我国若干所大学和一批学科
进入世界一流行列，若干学科进入世界一流学科前
列；到 2030 年，更多的大学和学科进入世界一流行
列，若干所大学进入世界一流大学前列，一批学科进
入世界一流学科前列，高等教育整体实力显著提升；
到本世纪中叶，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的数量和实力进
入世界前列，基本建成高等教育强国。

《总体方案》提出，国家将鼓励和支持不同类型的
高水平大学和学科差别化发展，总体规划，分级支
持，每五年一个周期，2016年开始新一轮建设。

《总体方案》确定了建设一流师资队伍、培养拔尖
创新人才、提升科学研究水平、传承创新优秀文化、
着力推进成果转化等五项建设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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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印发《总体方案》

推进世界一流大学一流学科建设

11 月 5 日，北京天坛北神厨、北宰牲亭新修缮后首次全面
对外开放。本次展出的 200 件文物是从万件文物中遴选出的精
品。 本报记者 李维娜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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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坛“老馆”全新开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