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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4日至5日，二十国集团（G20）领导人峰会将在中国杭州举行。
为给领导人峰会预热和做准备，G20相关会议中绝大部分都已召开。这些会议主要包

括专业部长会议、财金渠道会议、协调人会议及配套活动等类别，种类丰富，数量巨大。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王文指出，这些已经举办的相关会议为9月

份的G20杭州峰会的成功举办打下良好基础，同时在贸易、金融等各相关领域迈出实质
性的一步。

2016年8月17日 星期三2016年8月17日 星期三 要闻
责编：任 涛 彭训文 邮箱：dieryw@sina.com责编：任 涛 彭训文 邮箱：dieryw@sina.com

■ 相关成果将提交峰会

7月29日，二十国集团青年会
议 （Y20） 在上海落下帷幕。会议
期间，各国代表结合本国情况发表
了演讲，通过多次圆桌会议交流意
见、分享经验、达成共识，经过认
真磋商，会议最终形成了公报，将
提交2016年G20杭州峰会筹委会。

相关成果包括，公报建议在二
十国集团 （G20） 框架下建立稳
固、有效的青年对话机制，增强青
年与G20的互动。公报就“消除贫
困和共同发展”“创新思维和创业
实践”“社会公正和权利平等”“绿
色生活和可持续发展”“伙伴关系
与全球治理”议题提出政策建议，
并将提交G20领导人。

同样是重要配套会议之一的劳
动会议 （L20） 也于 7 月 12 日在北
京举行。会议通过了 《2016 年二
十国集团劳工就业部长会议宣言》

和 7 个附件，提出了一系列政策建
议和行动计划。会议一致同意，把本
次部长会议宣言提交 G20 杭州峰
会，供领导人讨论“构建创新、活力、
联动、包容的世界经济”时考虑。

■ 提出针对性行动方案

7 月 9 日在上海召开的二十国
集团贸易部长会议，可谓 “满载
而归”。本次会议批准了《G20全球
贸易增长战略》，确立了降低贸易成
本、加强贸易投资政策协调、促进服
务贸易、增强贸易融资、制订贸易景
气指数、促进电子商务发展、推动贸
易与发展等七大合作支柱，并提出
了针对性的行动方案。本次会议决
定尽快实施《贸易便利化协定》，推
动构建开放、可持续、包容的全球价
值链，回应了国际社会的期待，有助
于释放全球贸易增长潜力。

二十国集团能源部长会议6月
30 日 在 北 京 闭 幕 。 会 议 通 过 了

《2016 年 G20 能源部长会议北京公
报》，并取得多项共识和成果。作
为此次会议的主文件和主要成果，

《北京公报》 重点强调 G20 成员国
在应对世界能源发展共同挑战方面
发挥表率作用，并为此采取一致行
动的意愿。

会议提出，将能源普及重点从
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地区扩展到尚
有5亿无电人口的亚太地区；鼓励
成员国制定可再生能源发展战略和
行动计划，促进可再生能源投资，
实现可再生能源在全球能源结构中
所占比重大幅提高；将自愿开展能
效领域的国际合作，从6个关键领
域扩大到11个关键领域。

■ 为峰会提供智力支持

7 月 29 日至 30 日，二十国集
团智库 （T20） 会议在北京召开。
T20 是二十国集团 （G20） 峰会的
重要思想库。建设新型全球关系势

在必行成为与会专家“头脑风暴”
的焦点。

专家们认为，需要在提升全球
经济增长潜力、完善全球金融治
理、促进包容性和可持续发展等方
面取得实质性进展。与会专家不仅
以真知灼见“把脉”全球经济，而
且在全球治理层面提供整体性可行
性方案。此次 T20 会议，是本届
G20 杭州峰会前最后一场配套活
动，被视为杭州峰会的重要预热。

7 月 23 日至 24 日在成都举行
2016年第三次二十国集团（G20）财
长和央行行长会议，成果同样颇丰。
在强调结构性改革的关键作用的同
时，会议强调财政战略在促进实现共
同增长目标方面具有同等重要的作
用。会议承诺继续研究在必要时可能
采取的适合各国国情的政策措施。

除以上会议外，绿色金融研究
小组会议、国际金融架构高级别研
讨会、投资和基础设施工作组会议
等，也已取得重要成果。

准备协调很给力 预热会议成果丰

G20杭州峰会精彩可期
陈振凯 刘浩洋

8月 16日，以“协同联动，共建安全命运共同体”为主题的第四届中国
互联网安全大会在北京召开。来自全球70多家相关机构和企业的代表发表演
讲，共同探讨网络安全话题。

图为参观者在参观网络安全企业的展台。 新华社记者 李 贺摄

互联网安全大会在京开幕互联网安全大会在京开幕

“环球飞行是世界上每一个飞
行员和飞行爱好者的梦想。”8 月
7日，中国首次环球飞行起航，机
长张博率领 5 人的飞行团队开始
追梦。北京时间 8 月 15 日，环飞
团队抵达美国芝加哥。

该飞行团队将用时 58 天、飞
行约 4 万公里，完成首次从中国
起飞的环球飞行。同时，此次飞
行将首次低空全程俯瞰古丝绸之
路，是中国与不同文明开展对
话、宣介“一带一路”战略的契
机。

近日，笔者通过网络连线该
团队，请他们讲述这几天的飞行
故事。

● 挑战极限

在万米高空飞行，天气变幻
莫测，航程充满未知。当地时间8
月 10日，张博团队就经历了一段
挑战不小的航程：从俄罗斯马加
丹起飞，途经阿纳德尔，飞越白
令海峡和国际日期变更线，抵达
美国阿拉斯加州安克雷奇。当飞
机平稳降落时，已是当地时间凌
晨时分。

谈起这段令他精疲力尽的航
行，张博说：“我们飞越的是气候
条件复杂、变化无常的白令海峡
和北极圈地带。未来我们还将遇
到更多的挑战，例如空中管制和
恐怖袭击这些不确定因素。”

完成如此艰苦的航程，靠的
正是“梦想”二字。根据世界环
球飞行组织的数据，迄今为止，
人类共完成了 350 多次轻型飞机
环球飞行，却没有一次从中国起
飞。为了圆中国人的环球飞行
梦，来自中国的机长张博、随机
记者杨德灵、工程师冯国轩、翻
译刘可欣，与来自美国的机械师
奥威尔·雅格，组成一支飞行团
队，驾驶一架单引擎涡轮螺旋桨
飞机从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起飞，
开始了第一次始自中国的环球飞
行。

此次环球飞行计划飞经 20 个
国家，约有 50个经停点，横跨亚
洲、北美和欧洲大陆，最后沿着
古丝绸之路飞行，经过中亚五国
后，回到中国。

尽管面临重重困难，但张博
表示已做好充足准备，“总体来
说，我们对接下来的飞行充满信
心和期待。”

● 飞越丝路

此次环球飞行，团队将首次
俯瞰古丝绸之路，这是该团队特
别的设计。从汉代张骞一步一步
走到西域，到如今驾驶飞机飞越
这段古丝绸之路，中国与其他文

明交流互鉴的追求没有改变。
据张博介绍，飞过中亚五国

并返回中国时，他们选择的第一
站是新疆的乌鲁木齐及石河子，
之后再到敦煌、张掖、兰州。“这
是古丝绸之路的黄金路段，停机
地点都是精心挑选的。”

此次环球飞行致力于在海外
传播中国文化。杨德灵说，飞行
团队会在每个经停地机场与当地
工作人员及华侨华人互赠礼物，
他们准备的礼物是中国结和丝
绸。在西雅图的欢迎会上，西雅
图华侨华人社团“侨联之友”的
30 多人参加了联谊活动，大家纷
纷对飞行团队表达了真诚祝福。

团 队 还 特 别 设 置 “ 环 球 取
土”活动，在经停的每一站的地
标点上取一勺土，最终做成中国
首次环飞路线图的沙盘。“地球上
各个种群之间水土相存，人脉相
存，应该相互团结。”杨德灵说。

兰州大学哲学社会学院副教
授焦若水对此表示：“这次环球飞
行也是一场民间外交活动，是一
个很时尚的行为。以前我们通过
陆上及海上丝绸之路与其他文明
进行沟通；现在我们通过环球飞

行进行文化交流，展现了中国人
民的美好意愿。”

● 趣事多多

此次环球飞行，也是一次充
满趣味的经历。

“长时间的飞行和狭小的空间
会对成员的情绪有影响。但年龄
层上的老中青组合、成员的中西
结合，使我们有很多有趣的话
题。”张博说。

“在俄罗斯我们遇到上厕所的
难题，当地机场起初不允许我们
去厕所。我们花了 20分钟才交涉
好。但为了安全起见，他们找了
一群人‘尾随’我们进厕所。后
来我把这个故事写进环球飞行日
记里，网友纷纷献计献策，为我
们提供了 30 多种应付内急的方
法。”

张博说，自己的任务不只是
做机长，也要做团队的“开心
果”。他希望在确保飞行安全的
前提下，尽量让大家享受飞行的
乐趣。“未来是个未知数，我们
希望通过闯荡，给以后的环球飞
行留下一些有价值的参考。”

预计用时预计用时5858天天 飞行约飞行约44万公里万公里

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第13次高官会举行

8月 16日，观众在北京中国美术馆欣赏“2016中国美术馆收藏青年美
术家作品展”。此次展览经过展览专家委员会的初评和复评，共有来自全国
各地青年美术家创作的近300件作品入选。这些优秀作品反映了中国青年美
术的发展与成就。 郭俊锋摄 （人民视觉）

中国美术馆展出青年画家作品

▲ 图为机长张博

据新华社北京电（记者林晖） 农
业部副部长、中国农科院院长李家洋
日前表示，良种在我国农业增产中的
贡献率已经超过四成。

李家洋8月15日在北京开幕的第
七届国际作物科学大会上介绍，中国
政府一直十分重视科技创新，农业科
技自主创新能力和整体实力持续提
高。主要农作物良种已经基本实现全

覆盖，畜禽品种良种化、国产化比例
逐年提升，良种在农业增产中的贡献
率达到43%以上。

据了解，近年来我国农业科技源
头创新能力显著增强，构建功能基因
组学、蛋白组学、代谢组学等研究平
台，解析了多种重要农作物产量、品
质、抗性等性状形成的分子基础，促
进了品种改良方法和理论进步。

中国农业增产良种贡献率超四成

据新华社呼和浩特8月 16日电
（记者邹俭朴、姜雪兰） 中国与东盟
国家 15 日至 16 日在内蒙古满洲里市
举行了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第
13次高官会和第18次联合工作组会。

本次会议在中国与东盟外长会之
后、中国与东盟领导人会议之前举行。
与会各方就全面有效落实《宣言》以及

“南海行为准则”磋商等议题进行了深

入探讨，取得了积极成果。
各方表示将以《中国和东盟国家

外长关于全面有效落实<宣言>联合
声明》 为指导，继续全面有效落实

《宣言》，重申坚持通过谈判协商和平
解决争议，坚持通过地区规则框架管
控分歧，深化海上务实合作，推进

“准则”磋商，维护南海的和平与稳
定。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国与东盟国

家应对海上紧急事态外交高官热线平
台指导方针”和“中国与东盟国家关
于在南海适用 《海上意外相遇规则》
的联合声明”两份成果文件，决定将
此作为成果提交9月初中国—东盟领
导人会议发表。各方还就如何加强海
上合作机制建设及在不受干扰的情况
下实现“准则”磋商“四点愿景”等
交换了意见。

李 贞 李梓玮 宋名扬 张云歌

近年来，随着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和中国企业来到澳大利亚，“中文热”已经悄然刮到澳大
利亚的偏远小镇。在一些小镇，中文课程已被纳入当地小学的必修课。图为8月11日，西澳
大利亚州库努纳拉镇的学生在课堂上积极与老师互动。 朱宏业摄 （新华社发）

“中文热”吹进澳大利亚小镇

环球飞行

本报上海8月 16日电 （记者励
漪） 上海继续保持中国内地跨国公司
地区总部最为集中的城市地位。记者
从今天召开的上海市政府新闻发布会
获悉，截至6月底，上海跨国公司地
区总部已达558家，外资研发中心突
破400家。

上海市商务委主任尚玉英介绍，
近年来，外资特别是总部经济、研发
经济，围绕“三链”加快在上海布
局。一是上海已经成为跨国公司全球
创新链重要的节点城市；二是上海已
经成为跨国公司全球价值链的重要城
市，服务业以及高端制造业加快在上
海布局；三是成为全球供应链的重要
城市，包括地区总部、设计、营销、
结算、投资中心等，都是跨国公司在
全球布局供应链最核心的环节。

上海跨国公司
总部内地居首

共有558家落户

首次从中国起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