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种种信息表明，二十国集
团 （G20） 杭州峰会将是发展
中国家参与最多的一次 G20 峰
会。来自乍得、埃及、哈萨克
斯坦、老挝、塞内加尔、泰国
等发展中国家的领导人将前来
参会，他们代表着非盟、非洲

发展新伙伴计划、东盟以及 77 国集团等发展中
国家集团，这使得本届 G20 峰会有着空前浓厚的

“发展”味道。
从浓厚的“发展”味道中，我们可以品味出

什么意蕴？对 G20 来说，2016 年是落实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的开局之年，“制定落
实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行动计划”成为今年杭
州峰会的主要预期成果之一，这就要求 G20 峰会
需要更多发展中国家参与，体现发展中国家的话
语权。作为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是今年
G20峰会主办国，这也让中国经验更加有力地融入
世界可持续发展进程。

把 G20 的政策方向与中国经验联系起来不难
发现，全球治理当中的“中国元素”不仅日益丰
富，而且更多地出现在指导性理念中。2016 年是
中国“十三五”开局之年，今年 G20 峰会的主题
是“构建创新、活力、联动、包容的世界经济”，
这与中国“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
新发展理念相连互通、可以互鉴。

那么，G20主题与中国经验，将为全球治理和
发展中国家发展道路提供怎样的指引呢？笔者认
为有这样4点。

创新发展，就是让创新成为推动增长和发展
的强大动力。在增长的四大要素劳动、资本、资
源、创新当中，只有由创新来驱动的增长才是可
持续的增长。只有让创新成为包括发展中国家在
内的全球经济增长驱动力，可持续发展才能实现。

包容发展，就是让发展成果惠及人类每一个

成员。世界上有73亿人口，但只有不到10亿人生
活在发达国家或地区，这就意味着 63亿人口生活
在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在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
程》 中，“绝不让任何一个人掉队”成为庄严承
诺。如何实现这一承诺，是G20的重要使命。

开放发展，就是让发展过程联结整个世界。
在南北差距有如鸿沟的时代，援助发展中国家被
发达国家视为重负。如今，世界各国被全球价值
链联接得更为紧密，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是包括发
达国家在内的全球经济增长的先决条件。因此，
G20杭州峰会把“发起支持非洲和最不发达国家工
业化合作倡议”作为主要预期目标之一，堪称以
脚踏实地的政策落实开放发展理念。

共享发展，就是让发展机遇分享到每个国
家。发展中国家的相对落后局面，首要原因是发
展机会的不平等。以往，产业革命带来的发展机
会大都被发达国家所垄断。而正在兴起的新工业
革命，在产业初兴之际就通过互联网等把机会共
享到全世界。只有让各国机会平等，才能使全球
发展真正可持续。

如今，G20迎来从危机应对向长效治理机制转
型的关键时刻。危机应对，侧重于化解肇始于发
达国家的国际金融危机；而长效治理，必然要面
向 73亿人，让发展中国家共享发展。相信在中国
积极推动下、在各方共同努力下，G20杭州峰会将
更多体现发展中国家话语权、让发展中国家共享
发展。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宏观部
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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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 8月 29日电 （记者李宣良、李国利）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29 日
上午视察战略支援部队机关，代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
对战略支援部队第一次党代表大会的召开表示热烈的祝
贺，向战略支援部队全体指战员致以诚挚的问候。他强
调，要以党在新形势下的强军目标为引领，贯彻新形势
下军事战略方针，坚持政治建军、改革强军、依法治
军，把握部队建设特点和规律，担负历史重任，瞄准世
界一流，勇于创新超越，努力建设一支强大的现代化战
略支援部队。

战略支援部队是去年底按照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关于深
化国防和军队改革的决策部署成立的，习近平亲自向战略
支援部队授予军旗并致训词。对战略支援部队，习近平高
度重视、寄予厚望。上午9时30分许，习近平来到战略支
援部队机关，亲切接见战略支援部队第一次党代会全体代
表和机关师以上领导干部，高兴地同大家合影留念。

合影结束后，习近平视察了战略支援部队某部作战指
挥中心，察看作战值班情况。看到部队指挥员和值班人员
训练有素、精神饱满，习近平很欣慰，勉励大家锤炼过硬
指挥素质，提高作战指挥效能。

随后，习近平听取了战略支援部队工作汇报，并发表
重要讲话。他指出，战略支援部队是维护国家安全的新型
作战力量，是我军联合作战体系的重要支撑。战略支援部
队要以时不我待的精神，勇敢担负起历史重任。

习近平强调，要加快战略支援部队创新发展。战略支
援部队建设，最需要的是创新，根本出路在创新。要在把
握规律的基础上，勇于创新思路、创新模式、创新发展，
贯彻更加注重聚焦实战、更加注重创新驱动、更加注重体
系建设、更加注重集约高效、更加注重军民融合的战略指
导，高标准高起点推进各项建设，努力走出一条中国特色
新型作战力量建设的路子。要扭住备战打仗不放松，以作
战需求为牵引，制定战略支援部队发展战略和建设规划计
划，加快构建新型训练体系，全面提高威慑和实战能力。
要扭住深化改革不放松，确立同新型作战力量建设和联合
作战要求相适应的思想观念，建立科学高效的运行机制，
优化部队规模结构和编成，提高各项工作科学化、规范化
水平。要扭住创新驱动不放松，加快推进军事理论创新，
抓住科技创新这个牛鼻子发展先进技术和装备，抓好新型
作战力量和高层次科技创新人才培养，健全管理体系，提
高部队建设精准度和效费比。要扭住军民融合不放松，善

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发挥举国体制优势，统筹各
方面力量资源，不断拓展融合深度和广度，构建一体化的
国家战略能力。

习近平指出，要扎实打牢战略支援部队建设的思想政
治基础。做好立根固本、铸魂育人工作，教育引导广大
官兵把我军政治灵魂融入血脉，强化政治意识、大局意
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牢牢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
导，坚定不移听党的话、跟党走。要研究把握新形势下
政治工作的特点和规律，创新政治工作理念、方法、手
段，增强政治工作时代感和实效性，发挥政治工作强大
威力。要坚持用光荣传统教育官兵、用崇高精神塑造官
兵、用神圣事业感召官兵，大力培养“四有”新一代革
命军人。要严肃党内政治生活，贯彻民主集中制，大兴
学习之风，提高战略素养、军事素养、科技素养、创新
素养，不断增强党委领导部队建设本领。要抓好“两学
一做”学习教育，把全面从严治党落实到每个支部、每
名党员，增强各级党组织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要
加强纪律建设，培育新风正气，把内部风气搞得很纯
正，把政治生态搞得很纯洁，凝聚推进部队建设的强大
正能量。

习近平视察战略支援部队机关强调

建设强大现代化战略支援部队
张德江主持人大常委会会议

本报北京8月29日电（记者孙懿） 十二届全
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 29日上午举行第一
次全体会议。张德江委员长主持。

会议听取了关于国防交通法草案审议结果的
报告。法律委员会认为草案已经比较成熟，建议
本次会议审议通过。

全国人大常委会分别于 2013年、2014年通过
决定，授权国务院在4个自由贸易试验区暂时调整
有关法律规定的行政审批。两年多来，有关试点
取得显著成效，具备了复制推广的条件。为此，
需要按照授权决定对相关法律作出修改，将在自
贸试验区试点的改革措施上升为法律。国务院提
出了关于提请审议外资企业法等4部法律的修正案
草案的议案。

为推动环境保护费改税，保护和改善环境，
减少污染物排放，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国务院提
出了关于提请审议环境保护税法草案的议案。

张德江与纳米比亚议长会谈
据新华社北京8月29日电（记者王慧慧） 全

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德江 29日在人民大会堂与
纳米比亚国民议会议长卡贾维维举行会谈。

张德江说，去年12月中非合作论坛约翰内斯堡
峰会期间，习近平主席同根哥布总统举行了富有成
果的会晤，为中纳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中方愿以
落实两国元首共识和论坛峰会成果为契机，同纳方
一道，把两国传统友好和政治互信的优势转化为更
多务实合作成果，加强太阳能和风能、海水淡化和
海洋经济、农牧渔业等领域互利合作，推动中纳关
系再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张德江说，立法机关交往是国家关系的重要组
成部分。希望中国全国人大和纳米比亚国民议会进
一步发挥各自优势，加强友好交流与合作，为增进
两国人民友谊、促进两国合作发展添砖加瓦。

俞正声出席政协常委会会议
同日参加专题分组讨论

据新华社北京8月29日电 政协第十二届全
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 29日上午在京
开幕，议题是围绕“促进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
展”议政建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
主席俞正声出席开幕会。

按照议程，常委会组成人员将围绕本次会议
议题所设的六个专题进行讨论，同时还将书面审
议有关报告，审议通过有关人事事项等。

又电 政协第十二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
第十七次会议 29日下午举行专题分组讨论，全国
政协主席俞正声参加讨论。常委会议与会人员围
绕“促进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展”深入讨论、建
言献策。

让发展中国家共享发展
■ 贾晋京

习近平亲切接见战略支援部队第一次党代表大会代表。
新华社记者 李 刚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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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听取战略支援部队工作汇报后发表重要讲话。
新华社记者 李 刚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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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座规模化储能光热电站投运
本报西宁8月29日电（记者何聪） 日前，中控太阳能德

令哈10MW塔式熔盐储能光热电站实现正常并网发电。
这是中国首座成功投运的规模化储能光热电站，也是

全球第三座投运的具备规模化储能的塔式光热电站；同时
光热发电作为中国新型发电技术，该电站的成功投运表明
塔式光热发电技术和装备在首台套商业化应用中就完全实
现国产化。

该电站完全采用该公司自主研发并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
核心技术，装备国产化率超过95%。

8月29日，泰国国家铁路局在曼谷火车站举行新客运列车试运营仪式。这批产自中国的新列车投
入运行后将极大提高泰国火车的舒适度与现代化程度，预计新列车将于10月正式投入曼谷—清迈线运
营。

图为工作人员在一列中国制造的新列车前待命，准备进行列车试运行。 新华社记者 李芒茫摄

中
国
造
列
车
曼
谷
试
运
营

3省区党委主要负责同志职务调整
新华社北京8月29日电 日前，中共中央决定：
张春贤同志不再兼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

记、常委、委员职务，另有任用；陈全国同志任新疆
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委员、常委、书记。

李纪恒同志任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委员、常委、书
记；王君同志不再担任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常
委、委员职务。

李锦斌同志任安徽省委书记；王学军同志不再担
任安徽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