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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稳”字是中国给世界的答
卷。这不仅仅是回应国际上对于中
国经济成绩的关切，也是对 G20 未
来将如何承担起协调和领导全球经
济可持续平衡发展的重任的回答。

“中国正着手把 G20 峰会从礼
节性会晤变成协调全球经济的有效
机制。正如媒体所说，中国将绘制
世界经济走出泥潭的路线图。”俄

罗斯《独立报》称。
“中国担任 G20 主席国，为全球治理和大

国关系问题搭建了桥梁。从根本上说，G20将
为主要大国如何处理我们所面临的挑战定
调。”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网站刊文称，就 G20
峰会议程的实质而言，中国此次担任主席国为
思考地缘政治和全球治理提供了良机。

“尽管全球经济一直持续增长，共同努力
筹备货币和财政刺激举措的必要性却已变得更
加迫切。虽然或许不应指望G20国家能够全都
步调一致，但他们至少应该确保其政策能够符
合所有人更高的利益。”英国《金融时报》称。退
一万步说，就算各国政策制定者做不到步调一
致，他们至少也需要正确理解彼此的意图。

“今天的 G20 在所有这些方面面临着前所
未有的挑战。”《联合早报》刊发郑永年的文章

称，作为一个重要的全球合作论坛，G20的使命
不仅是要沟通各国之间的经济金融政策协调，
防止金融危机的重演，也肩负推动可持续的国
际经济发展和实现国际发展的公正性的责任。

“如果这次峰会能够在反对民粹主义、民
族主义和地缘政治过热，促进世界自由贸易和
推进全球化方面取得共识，对中国和世界都是
极为有利的，就会是里程碑式的会议，并且也
会向世界证明，中国作为一个崛起中的大国，
在促进世界共同发展和繁荣过程中的作用。”
该文章称。

日本 《日经亚洲评论》 报道称，中国将
“利用主场优势，积极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制
的改革和完善。”

欧盟经济和金融事务委员皮埃尔·莫斯科
维奇在接受国内媒体采访时也谈到，中国可以
借助G20平台在全球经济治理中发挥建设性作
用。他指出，“中国一直致力于加快全球经济
和金融治理改革，特别是提高新兴经济体和发
展中国家的代表性和发言权。中国致力于打造
一个开放的、基于规则和多边的全球经济和金
融秩序。”

简而言之，G20杭州峰会将对国际经济秩
序的前景给出什么答案？全世界都在拭目以
待。

国际舆论期待G20“答疑释惑”
本报记者 宦 佳

随着G20杭州峰会脚步的临近，国际舆论对于此次峰会是

否能够有效回应充满变数的世界，提出融入中国方案与世界期

盼的全球经济治理之道充满了期待。外媒指出，从业已召开的

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G20贸易部长会议等“前奏”来看，

加快结构性改革、继续推进国际金融架构改革以及如何切实通

过创新驱动经济增长等，或将成为此次杭州峰会的“重头戏”。

增 信 心

世界经济正逢“多事之秋”。发达经济体增长乏力
尚未找到恢复的路径，国际金融危机的负面影响依然
存在，而保护主义和民粹主义的紧张加剧又使得本已
艰难的复苏步伐雪上加霜。

也正因此，9月的中国杭州就被寄予了来自全世界
的期待。

“中国担任G20轮值主席国正值G20和中国的重要
时刻。”澳大利亚洛伊国际政策研究所刊发《二十国集
团观察》报告称，人们对中国担任轮值主席国这一年寄
予厚望。由于中国设定的四个主题是“构建创新、活力、
联动、包容的世界经济”，中国应该利用它准备的主题来
解释其对世界采取的经济方针，寻求激励应对全球性挑
战的更好合作。要取得超乎寻常的成果，就需要中国把
宏观经济讨论置于一个全面均衡的背景之下。

而当前这种“全面均衡”面临着严峻的挑战。“G20
各成员加强了团结一致应对风险和问题的认识，减少了
政策上的不确定性，但是在各国不断遭遇恐怖袭击、纷
纷倾向于向内转而导致保护主义抬头的背景下，需要解
决的课题堆积如山。”日本《每日新闻》称。

新加坡《联合早报》发表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所所
长郑永年题为《中国与全球化困境下的G20》的文章称，
当前全球治理和各国内部治理的双重危机，导致了世界
范围内民粹主义的崛起。

郑永年在文中对于此次G20的愿景表示，“中国首
先必须避开世界地缘政治之争的陷阱。作为世界第二
大经济体，中国有责任利用这次重要的国际会议，有
效消除地缘政治对世界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促成将
人们的关切从地缘政治转移到商贸合作和发展方面。”

该文章指出，中国应当向国际社会强调，不能让
民族主义泛滥。国家越开放，发展的机会就越多，就
越容易发展起来。中国也应当强调自己要通过进一步
的“对内改革、对外开放”，来解决全球化所带来的问
题。内部问题要通过内部体制的改革来解决，而不应
当把它演变成民粹主义。对全球化所带来的问题，要
通过更加对外开放的方式来化解，而不应当演变成民
族主义，要避免国家间的冲突，甚至是战争。

根据伦敦经济政策研究中心的《全球贸易预警报
告》，2008年以来，G20国家共推出了3500多项新的保护
主义政策，这些政策中的81%现在仍然在执行。

这种“以邻为壑”的做法显然与 G20 的宗旨不符。
“推动各国进行结构性改革——这是保证各国长期健康
发展根本保证，也是中国方案中最重要的一环。中国主
导与会国达成共识，应对当前经济困境，不能过度依靠
刺激政策，不能过度依靠药物治疗，必须增强机体的自
身抵抗力。”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发布报告称。

“中国更可以大力推动全球化进程。中国是世界现
行自由贸易体制的维持者和改进者。中国基本上已经
通过内部改革同世界自由贸易体制接轨，并在现行体
制内部扮演着重要角色。”郑永年指出，西方过去一直
扛着“自由贸易”的大旗，现在没有能力再扛下去
了，“自由贸易”同样可以成为中国的软实力。经济总
量的增大不仅为中国提供了制定新规则的机会，更是
在造就中国执行规则的能力。

“在即将召开的G20峰会中，中国向世界发出的何
种信号至关重要。如果中国的信号能够有更好的包容
性，整个世界就会有更好的包容性。倘若世界要继续
用隔离的政策，那世界经济就会变坏。”法国前总理多
米尼克·德维尔潘表示。

立足于本国利益，中国有着不
容置疑的动机来推动全球经贸减少
可能导致摩擦的种种因素。不过，
外媒对于“东道主”的中国究竟能
否首先完成“对内”的结构性改
革，继续向世界传递中国经济的信
心，有着广泛的关注。

比如日本 《读卖新闻》 就报道
称，7 月在成都举行的 G20 财政和
央行行长会议上，中国虽然强调要
实行结构性改革，但与会国对中国

的改革前景抱有怀疑。
但是更多的声音持正面的看法。“尽管经

济转型和改革带来诸多挑战，但中国经济中长
期前景是光明的，我们对此充满信心。”国际
货币基金组织 （IMF） 总裁拉加德在接受国内
媒体采访时表示，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结构性改
革的引领者。她指出，中国正在经历的去产能
以及经济转型尽管有挑战很痛苦，但这符合各
国广泛的利益需求，相信转型升级将推动中国
继续引领世界经济前行，让全世界人民受益。

在此前成都G20财长会上，路透社也报道
称，长期以来对中国外汇政策多有批评的美
国，似乎对中国近来处理人民币问题的态度感
到满意。美国财政部长雅各布·卢对中国当局
提高透明度表示赞许，并称人民币一直随着市
场因素而动。

“中国把此次 G20 杭州峰会作为一次向外
输送中国经济信心的重要机会，传递出满满的
关于中国经济的积极信号，回应了外界对中国
经济前景的担忧。”布鲁金斯学会副总裁布鲁
斯·琼斯认为，目前中国经济出现明显降速，
此时G20正好为中国提供了提振外部经济信心

的契机。
“世界经济处在一个转型过程当中，还面

临着许多挑战，中国在这个时候担任G20主席
国，并且提出创新是全球可持续发展的引擎，
为 G20 和世界经济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
献。”土耳其经济政策研究基金主任博兹库尔
特·阿朗指出，“我们必须要建立一个全球性的
目标，从而实现 2030年可持续发展的目标”。阿
朗表示，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发挥的作用非常重
要。中国在担任主席国期间，已经指出了创新是
全球可持续发展的引擎。在杭州 G20 峰会日程
上，已经体现出有了一个统一的目标，包括一些
非常关键性的日程，一些未尽的事项和未协调
的行动，也将在将来得到很好的解决。

技术和创新所做出的贡献，对于可持续发
展是不可磨灭的。而中国之所以能够给世界以

“稳定”的期待，除了在解决产能过剩、稳定
汇率方面的努力，更加离不开的是中国在创新
方面作出的前瞻性的成果。法国 《欧洲时报》
刊文称，当人们还在争论第四次工业革命这一
命题的真与伪时，以互联网产业化、工业智能
化、清洁能源技术、无人控制技术等为特色的
全新技术革命，已经在中国大地上萌芽：中国
自主研发出运行最快的超级计算机，领跑世界
超算行业；中国 3D 打印技术在建筑领域的应
用时有突破，为产业化做铺垫；在西方机构评
选出的全球50家最智能科技公司里，百度和华
为两家中国公司高居前十；苹果公司注资中国
打车软件滴滴，共同发力智能出行……

“主办这次峰会为中国提供了一个独特的
可加强其国际形象的机会，也有助于中国进一
步采取努力，变成一个被外界认可的超级大
国。”美国CNBC网站刊文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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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20有助中国与世界对接“新常态”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国际市场研究部副主任 白 明

G20所提出的结构性改革，在很大程度上也
体现出中国的意愿。这次 G20杭州峰会的主题
如包容和互联、创新等都体现了中国的诉求。
但这并不是我们单独的需求，实际上这些诉求
很多都是良性互动的，也会给其他国家带来机
会。

中国虽然是世界上第二大经济大国，但还
不能说是经济强国，如果未来中国在世界经济

中从旁观者走向引领者，我们就有能力对世界
发挥力量，但前提是我们自己得把自己做强
了。所以我们需要从顶层设计入手，把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推进下去，不能像过去一样简单地
靠需求拉动，因为这样产生的产能还是过剩的
低端产能。

事实上，未来的世界经济充满变革。在第
四次工业工业革命，也就是智能化革命中，我
们中国也需要走上制高点。这种情况下，我们
对 G20 提出的 9 大结构性改革也符合我们中国
结构性改革的需求，即从要素驱动、资本驱动
转向创新驱动，这恰恰是中国经济的新常态。

换句话说，我们需要把中国的经济新常态和世
界经济的新常态相对接，把我们的供给侧改革
和其他国家的互联互通和产能合作连接起来，
这样才能真正起到创新的作用。如果没有这些
合作，那么我们也就是自拉自唱，效果有限。
中国这些年并不是靠挤压其他国家的空间去谋
求发展的，而很多国家实际上对中国抱有偏
见。现在通过 G20这样的一个平台，让各个国
家把自己的意愿反映出来，找到利益的最大公
约数，这样可能每一个国家最终得到的都不是
原来设想的最大化的利益，但是至少比不合作
要强。

几十年来，美国一直自视为科技领域的世界
领袖。然而，从无人机和电动汽车到数据挖掘和
智能手机，中国在许多领域或许正在逐渐缩小与
美国之间的差距。

在特斯拉收购 SolarCity 之后，围绕特斯拉电
动汽车的需求以及创始人埃隆·马斯克的公司治理
问题，投资者发出了质疑，对此上海一些基金经
理兴奋得直搓手，他们预计中国电动汽车生产商
比亚迪将从中获益。

电动汽车并非中国企业正在开疆拓土的唯一
领域。在无人机等其他一些领域，中国已经超越
了美国。此外，中国许多金融科技公司的业务比
美国同行更加多元化、更有趣。

中国人青睐美国科技企业，部分原因在于他
们对于美元的信心大于对本国货币的信心。这种
情况短期内或许不会改变，但中国大陆投资者对
本国技术的信心很可能将继续增强。

——《金融时报》

中国的虚拟现实游戏市场正在逐渐成形。日前在上海闭幕的中
国国际数码互动娱乐展览会上，多家新创企业展示了虚拟现实游戏
的硬件和软件。不仅有网易等互联网巨头态度积极，小米等手机制
造商也显示出跨行业进军的意愿。尽管中国的游戏市场趋于饱和，
但对于新技术带来的再增长期待很高。

风投资金正在迅速流入虚拟现实市场。但是，虚拟现实作为产
业能否发展壮大还要另说。一位风投基金的负责人表示，“巨大的市
场充满了吸引力，但具备出色商业模式的企业还很少。”不能一味追
随海外企业的脚步，而是应该研发出具有竞争力的技术以及制定商
业战略，这将成为赢得竞争的关键。 ——《日本经济新闻》

投资者看好中国技术潜力投资者看好中国技术潜力投资者看好中国技术潜力

面向高铁列车的轨道技术行
业过去几年来经历了史无前例的
整合。目前，仅三家制造商就生
产了全球九成的高速列车。除了
绝对的市场领头羊——由中国南
车和中国北车合并而来的中国中
车之外，只有日本几家公司和法
国的阿尔斯通的市场份额值得一
提。其中，中国中车占据了全球
高铁市场69%的份额。

近年来的数据证明了中国人
在该业务上的增长是多么迅速。

2007 至 2009 年，中国
南车和中国北车各占
高 铁 市 场 14% 的 份
额。这比西门子当时
的全球份额仅高出两
个百分点。在此期间，
日本人和阿尔斯通的
市场份额分别为 22%
以及 21%。而在 2007

年之前，利润颇丰的高铁业务完
全是由欧洲人 （特别是法国人和
德国人） 以及日本人所垄断的。
虽然高铁市场迄今增长强劲，增
幅达到每年 99 亿欧元，但从不
断增长的需求中获益的几乎完全
是中国人。

汽车制造商设立的保护性壁
垒在铁路制造商这里是不存在
的。因此，中国人有能力建造具
备日本新干线或欧洲竞争对手水
准的列车。——德国《世界报》

中国游戏企业蜂拥虚拟现实风口中国游戏企业蜂拥虚拟现实风口中国游戏企业蜂拥虚拟现实风口

全球高铁市场中国占近七成全球高铁市场中国占近七成

过去两年大量资本被投入世界各地的网约车公司，引发了
雷同服务间的激烈竞争。而这笔交易或许会让整合而非扩张成
为行业的新主流，一个更理性的拼车时代可能即将开始。

《金融时报》称，网约车是一个赢家通吃的市场，许多公司
把风险资金投入面向乘客的高额补贴。中国出台的新规 《网络
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 正式将网约车服务合法
化，但也禁止业内以低于成本的费用提供出行服务，实际上禁
止了补贴。优步与滴滴的交易表明，相比市场领军者，处于第二

位的网约车公司的投资者更难得到同样的回报。这笔
交易为不太可能在中国胜出的优步提供了一条体面
的退路。

文章称，对于优步，这笔交易为优步创始人卡
兰尼克所称的“非理性”补贴助推式扩张画上了句
号，将让该公司腾出资源专注于投资新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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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时报》：
滴滴合并优步开启行业整合

优步在中国市场押上了数十亿美元，并投入了大量时间。
可是，周一 （8月1日） 的一份公告称，优步将把其在中国的业
务出售给竞争对手滴滴出行，实际上是将中国市场让给这个最
受欢迎的本土企业。该公告加深了全球正在出现的一种新局
面：中美围绕互联网展开的一种冷战。

互联网已不可挽回地分割成了完全独立的两部分。考虑到
中国市场日渐崛起，并且围绕美国科技公司在世界其他地方扮
演的角色的紧张情绪不断升级，双方之间的鸿沟定会成为决定
全球科技创新形势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尝试在中国做生意时，
不断会有大桶向你扔来，永远都不会停止。”迈博瑞咨询有限公司
执行董事马克·纳特金说，你始终处在跳在大桶上面，或是躲过一
个大桶后恢复体力的状态，当你一边拍打身上的尘土一边看向路
的前方时，发现下一个又来了。”

《纽约时报》：
滴滴收购优步加深互联网冷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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