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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新闻成为热点

随着G20杭州峰会进入会前的最后一周，各类
预热性的相关报道，成为互联网上一个绝对热门
的话题。

人民网、新华网各大网站纷纷推出相关专题
页 面 ，“@ 人 民 日 报 ” 从 “G7、 G8、 G20 的 渊
源”、“向老外介绍G20，记住这些英语词汇”等角
度，贡献满满干货，帮广大网民秒懂 G20；“@央
视新闻”推送视频“喜欢你 在一起”，以“走
心”宣传片，呈现惊艳杭州、震撼众多网友。

“G20如何为全球治理提供‘中国药方’？”、“2016
年中国杭州G20主题有何深刻含义？”、“贡献中国
智慧 完善全球治理”……各类会前分析性报道，
几乎每天都能在各主要网站的显著位置看到，从
峰会的主题、议程，到各方观点、各方期待等进
行详尽梳理和报道，紧扣要闻、直击杭州，联动
传播。

数据显示，截至目前，仅新浪话题“G20”，
所产生的阅读量就已超过 3.6 亿，讨论超过 8.8 万
条，充分显示了网友对峰会的关注与期待。

在人民网推出的微话题“G20杭州峰会：为世
界贡献中国智慧”页面下，网友 oyyx9868 说，
G20杭州峰会，将更有力地促进国与国、国与地区
间的互惠互利和共赢合作，为全球经济合作搭建
一个各国能够大有作为的舞台，为中国梦的实现
奠定一个好平台。

网友江武生表示，让 G20 峰会为中国人民和
世界人民释放公正、奋进、富裕、和谐的共赢。
期待G20峰会务实！

除了分析类的报道传播广泛外，一批优秀的
形象宣传片和创意 MV 近期接连推出，同样受到
网民的热捧。

近日，一则近5分钟的“马云录英文视频为杭
州代言”的微视频迅速火爆，视频播放总量逾500
万次。在微视频中，马云全程用英文讲述了杭州
的经济优势和对未来全球经济发展方向的期待。
有媒体评论称：“马云传递中国好声音，代言杭
州，更代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新时代。”

复兴路上工作室近期推出的一组以 G20 杭州
峰会为主题的动态海报，同样让人眼前一亮，7幅
海报主题元素各不相同：有破茧而出的蝴蝶、脚
踏独轮的灰熊、汇聚一心的兄弟、脱胎换骨的

“言” 与“行”、众多频道的广播台等，相较于传
统海报，采用了动态的表现方式，更具立体美感
和视觉冲击。动态海报一经发布，多家网站、微
信公众号、微博等平台纷纷推送或转载。

8月31日，人民日报海外版的中国故事工作室
栏目推出了名为“杭州 G20，千年等一回”的视
频，这部4分钟的视频里，西湖山水、人文艺术在
光影中流转，突出呈现了 G20 峰会前夕和谐秀美
的杭州，一上线就获得了网友的热捧，仅第一个
晚上，播放量就突破了25.7万次。

网友永恒在推送“杭州G20，千年等一回”视
频的学习小组公众号留言说：“将硬实力和软实力
有机结合，杭州已经做好了充足的准备，热烈欢
迎各国首脑和各界人士，届时杭州将重现京杭大

运河时代的美丽盛景，我们有理由相信G20杭州峰
会将是一次精彩、成功、难忘的外交盛会。”

热心民众成为网红

西湖断桥的清秀，钱江新城的时尚……杭州
美景无数，更需要的是美景的记录者，29 岁的摄
影师程方，因为和他的团队一起为杭州制作旅游
宣传片，成为“我和‘G20’的故事”系列报道的
对象之一。

这个从今年 5 月 27 日起就在人民网推出的专
栏，到本周四已刊登到第 98 期，从博物馆讲解
员，到峰会的会标设计师，再到普通的社区工作
者，通过一篇篇图文并茂的报道，人们可以看
到，在杭州，每一个人都在用自己的努力，为G20
峰会添光增彩，

随着峰会的临近，从朋友圈到各种相关报道
中，可以看出的是，民众对峰会不仅很关注，而
且参与热情很高。

“大家好，今晚过得如何？我叫 Daniel （丹尼
尔），是一名杭州交警。现在是晚上7时15分，我

现在在南山路和西湖大
道交叉口。你们可以看
到，现在这里已经有很
多人了，而在西湖景区
外围还有更多的市民游
客朋友，正依次排队接
受安检进行景区。所以
呢，蜀黍 （叔叔） 也有
一些安全建议告诉大家
……”

本周，由一名在西
湖景区执勤的交警用英
文做的“现场直播”，一
经发布便广受关注，引
来不少网友点赞。这段1
分钟视频的主角，不仅

英语口音纯正，全程无卡顿，还贴心地为外国游
客作出三项提醒，被网友称赞为“长得帅还能飚
英语”的“杭儿警”。

这样的国际化服务，在眼下的杭州随处可
见，日前，一则老外在西湖亲测杭州英语水平的
微视频上线后也颇受关注：外籍专家 Mike 在西
湖，一连向三人问路，包括学生、警察和游人，
结果显示，随机选取的三名问路对象，都能用英
语给他指明去雷峰塔的路，有的甚至还能简要讲
述雷峰塔的故事。

这样的结果是全民努力的结果，在杭州，峰
会期间，全市的平安巡防队员和志愿者总数将超
过 50 万人，多位志愿者真情真意的举动，被视频
或图片记录下来，成为网友点赞的对象。

“爱我杭州，必须支持，必须一百个赞！”网
友“仰望天空的月亮”竖起大拇指，给杭州点了
个大大的赞。

网友天哥 2266 说：用我们独特的笑容迎接
G20峰会，让 G20峰会在文明的气息中拉开帷幕，
也让国际友人看到我们举办G20峰会的热情。希望
大家能从我做起，用自己的高素质为杭州G20峰会
添砖加瓦。

网帖和留言所反
映的，正是现实生活
中民众对G20峰会的
热 情 与 认 可 ， 事 实
上，G20 杭州峰会给
中国民众带来了多个
方面的福利，尤其是
在峰会主办地杭州，
当地重点实施了市政
交通、城市道路、城
市门户、环境秩序等
600 多个环境整治提
升项目，一系列的维
护 措 施 使 许 多 古 迹

“旧貌换新颜”。道路的改造，不仅为国际友人抵
达杭州提供了快捷通道，也让杭州百姓的出行更
加便利。而老旧社区的整治，令许多“老杭州”
即使足不出户，也能体会到实实在在的获得感。

正是这些实实在在的举动，得到了民众的支
持。“现在道路干净多了，房子住着也舒服了”，
杭州思鑫坊居民陈谅闻说，在思鑫坊改造之前，
街道两边都是小商贩，环境脏乱差。“以前整治比
较困难，现在为了迎接G20峰会，住户们都积极配
合环境整治。”陈谅闻说。

国际关注拉近杭州与世界

对于中国今年这场最重要的主场外交，中国
人的关注度自然空前，与此同时，国际社会对于
G20杭州峰会的关注度也很高。

俄罗斯《独立报》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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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 《国家利益》 杂志表示，在全球经济疲
软的背景下，中国要给G20峰会注入活力需要做很
多。到目前为止，中国已经竭尽所能进行准备
——筹备时间早、多方征求意见、对问题深思熟
虑，并且誓言要办一届务实的会议。成功举办
APEC峰会和奥运会，已经显示出中国在国际目光
注视下出色的办事能力。

大量普通的外国朋友，也纷纷用自己的方
式，表达对峰会和杭州这座城市的喜爱。

“这座城市太美，我想告诉更多人。”坐在西湖
的小船上，1988年出生的奥地利小伙多米尼克娓娓
道来。随着由浙江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出品的12
集系列微纪录片《我在杭州》近日上线，多米尼克的
故事又一次被人们熟悉：去年8月，他花费4个月航
拍、制作了短片《谢谢杭州》，这个充满着他认为“最
杭州”元素的视频，一经上线便刷爆了许多人的朋
友圈，不到两周就引来约 10万播放点击量，底下更
是跟着 700 多条评论。这部展现了杭州自然人文美
景的短片，甚至改变了多米尼克的人生规划——原
本打算辞职离开杭州的他，决定留在这里成为一名
摄影师。

“在我的家乡奥地利，很多朋友看了短片后都
说，原本只知道中国的北京、上海，却不知道杭州也这
么美丽，真的很可惜。”多米尼克说，他想把中国真正
美好的景色介绍给外国人，打开人们对中国的视界。

G20峰会选择了杭州，杭州则用更开放的姿态
拥抱世界。对杭州，巴西里约州立大学国际关系教
授毛里西奥·桑托洛说，“我知道杭州对于新经济的
意义，阿里巴巴落户杭州，使杭州成为互联网时代
中国的重要城市，这让我很感兴趣。”

对G20杭州峰会，英国48家集团俱乐部主席斯
蒂芬·佩里说，“我会特别关注中国在G20会议中的
领导力，我认为中国的态度是尽可能抓住当下的精
神，同时展现G20的未来将何去何从。”

来自法国的克洛蒂尔德也对G20杭州峰会上中
国的表现抱有期待，“中国在过去三十年实现的快
速发展引人注目，我期待看到峰会上中国和其他
国家互相分享发展理念和经验。”

侠客岛侠客岛《《这家习李都关心的新企业这家习李都关心的新企业，，设了一个设了一个““小目标小目标”》”》

网友网友““天剑天剑””
整机国产化才是真的自主产权，真正的底气。商用航空器一直

被波音麦道把持，图系列也退出了舞台。商用、军用乃至大型运输
机的研发，我们一直在努力，而机芯的研发正式提上日程，真是人
心大快！

西方国家构建了现代世界体系，“使农村从属于城市”“使未开
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
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而这种全球化从某种意义上说是
畸形的全球化、发展不平衡的全球化。对此，“一带一路”建设以政
策、设施、贸易、资金、民心的互联互通，予以纠偏；以三大统筹
——陆海统筹、内外统筹、政经统筹，实现内陆地区—沿海地区、
国内外及政治—经济发展的再平衡，改变广大发展中国家二元经济
结构。通过共同打造绿色丝绸之路、健康丝绸之路、智力丝绸之
路、和平丝绸之路，将有力推进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从
而实现发展再平衡，让“一带一路”建设不仅造福中国人民，更造
福沿线各国人民。

被文汇报等转载被文汇报等转载

《《人民日报海外版人民日报海外版》》望海楼文章望海楼文章《“《“一带一路一带一路””有利于世界经济有利于世界经济
再平衡再平衡》》

《《人民日报海外版人民日报海外版》》文章文章《《让让““失信者出局失信者出局”，”，才有股市健康发展才有股市健康发展》》

被财华香港被财华香港、、国际市场新闻转引国际市场新闻转引

正如人体免疫系统通过清除坏死细胞和细菌来保护健康细胞一
样，唯有“失信者出局”，才能让中国资本市场健康发展。专家指
出，当前中国主要仍以银行信贷形式的间接融资为主，而银行出于
风险控制的考虑，在贷款给具有高风险、高创新等属性的新兴经济
部门时往往顾虑较多。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不少中小企业“融
资难、融资贵”现象的长期存在。由此可见，强化股票市场“优胜
劣汰”的机制不仅有助于为更多优秀企业拓宽直接融资渠道提供机
会，更是加速中国经济新旧动力转换的一把“金钥匙”。

（制作： 李 贞）

学习小组学习小组《《关于防止干部关于防止干部““带病提拔带病提拔””的意见的意见》》

网友网友““五云峰五云峰””
要本着高度负责的态度，及时查清问题、作出结论，为那些受

到诬告、诽谤、陷害的干部澄清正名，严肃处理打击报复、诬告陷
害行为。

网友网友““木子木子””
好！在换届的关键时期，《意见》的出台，是中央从严治党、从

严管理干部的重要体现，更为地方各级选出好干部、配出好班子、
换出新风貌营造了良好的政治环境。

G20杭州峰会进入倒计时——

关注与期待并重 杭州与世界同行
本报记者 叶晓楠

本周末，美丽的杭州西子湖畔，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十一次峰会即将拉开帷幕。作为今年中国最重要的主场
外交，G20杭州峰会举世瞩目。

在本周里，随着时钟的步伐进入倒计时，网上关于G20杭州峰会的讨论也日渐热烈。“G20峰会将成为杭州这
座城市的新名片！”“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办好G20峰会，当好东道主！”在互联网上，为杭州点赞者有之，
对峰会期盼者有之，字里行间充满着骄傲与自信，而关注者中，不仅有中国民众，更有全球友人。

《人民日报海外版》文章《探访火箭军“女子导弹发射连”》《《人民日报海外版人民日报海外版》》文章文章《《探访火箭军探访火箭军““女子导弹发射连女子导弹发射连”》”》

高跟鞋、绿常服、贝雷帽，人们可能觉得这是女兵的标配，但
是在排长吴明秀看来，训练场上的汗水、伤痕，才是女兵的标配。
实装操作，装备不够就模拟训练，每名号手都特别珍惜每次的训练
机会。上等兵杜俊婷在展电缆时，小拇指不小心被电缆盘夹到划了
很深的口子，鲜血直流，但她处理好伤口后，依然再三恳求继续操
作；练刺杀，每天穿着厚重的防护衣相互拼刺，胳膊和腹部满是伤
痕，衣服上都是汗渍，但脱下防护衣的时候，大家的脸上洋溢的都
是无比开心的笑容；匍匐训练，单薄的迷彩服上，每个人的胳膊
上、腿上都因为砂石摩擦留下了血淋淋的伤疤，但大家都以这些战
斗的痕迹感到骄傲。

被联合报转引被联合报转引被联合报转引

本周，暑假正式结束，
同学们陆续返回了校园。同
时，全国铁路暑运也落下了
帷幕。

图1小旅客在杭州东站候
车大厅候车。

龙巍摄 （新华社发）
图2在河北邢台市桥西区

行知小学，为使得同学们感
受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举
行了汉服开笔礼。 图为两名
一 年 级 学 生 在 互 相 “ 正 衣
冠”。

本报记者 史自强摄

图1图图11
图图22

《杭州G20，千年等一回》视频截图

《我在杭州》截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