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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籍人士点赞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中国的路子走对了
2017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步入深化之年。从推进“三去一降

一补”到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振兴实体经济、促进房地产市场

平稳健康发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内涵更广、任务更重。如何看待

中国的改革进展？这种变化对世界意味着什么？在北京举行的中国

发展高层论坛2017年年会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成为国外嘉宾热

议的话题。

转型发展被“看涨”

“明智之举”“方向正确”，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获得了众多国外政
要、专家学者和企业家的点赞。

“毫无疑问，中国推进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的方向和路径是正确的。”
作为这个高级别论坛的“常客”，英
国 《金融时报》 副主编、首席经济
评论员马丁·沃尔夫告诉记者，中国
要提升经济质量，就必须优化经济
结构。

而中国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
主线的转型发展，获得了各方人士
的认可。论坛外方主席、汇丰控股
集团行政总裁欧智华说，中国现在
不仅是世界经济增长的“引擎”，也
是贸易开放的“火炬手”。中国在经
济增长、改革步伐、转型速度等方
面都树立了很高的标杆。

对此，国际机构也做出了高度
评价。国际投行摩根士丹利近日发
布题为 《我们为什么看涨中国》 的
报告指出，更多转向发展消费和服
务业，着力推动结构性改革以及更
专注于预防金融风险，将使中国在
10年后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

改革成效送“暖意”

精准发力推进“三去一降一补”，是中国
今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一项重点任务，参
与论坛的各国际矿业巨头没有为中国去产能
感到担忧，反而认为会给企业带来机会。

厄尼·思拉舍从事能源行业工作，他所在
的Xcoal公司是美国最大的冶金煤炭供应商之
一。问及中国的改革是否影响到其公司在华
业务，思拉舍摇摇头，“这些改革更多影响那
些低效的钢铁煤炭企业，而对于那些拥有现
代技术的企业其实是好消息”。对于中国眼下
正积极推进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思拉舍认
为“这路子走对了”。

“近一段时间，得益于基础设施需求增
加、煤炭价格上涨，中国工程机械行业强劲
复苏，中国一家煤矿企业一笔订单买了我们
170 台设备。”美国卡特彼勒公司集团总裁杜
乐谦如此描述中国经济给他带来的“暖意”。

巴西淡水河谷公司总裁、首席执行官费慕
礼从实际情况出发，谈到中国正在进行的“雄心
勃勃的结构性调整”表示“改革已经初见成效”。

俄罗斯铝业联合公司在论坛上发布的一份
报告恰好证实了这一点，报告称，中国对钢铁、
煤炭以及现在的铝行业所进行的结构性改革是
有效的，去产能实现了对自然资源的更高效利
用，商品价格反弹，企业盈利能力有所恢复。

世界影响受期待

“大家正拭目以待。”美国著名经济
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迈克尔·斯宾
塞如此评价中国的改革举措。与会各方
人士认为，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最
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的转型发展具有
世界性的影响。

克里斯塔利娜·格奥尔基耶娃今年首
次以世界银行首席执行官身份出席论坛，
她为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点赞”，并进
一步说：“从更广层面来看，对中国有利的
结构性改革，对世界经济也会有所裨益。”

在沃尔沃集团总裁、首席执行官马
丁·伦德斯泰特看来，当前中国在世界的地
位举足轻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将有助于中
国实现可持续、有韧性和包容普惠的发展，
这也将对全球产生影响。“全球化使世界各
国经济空前紧密地联结在一起，中国改革不
仅仅是国内事务，也将对全世界产生深远影
响。”他的话道出了更多跨国公司的心声。

行动昭示决心，信心传递力量。面
对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经济，中国的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展示出中国破解难题
的决心和方案，无疑给全球经济注入了
更多的确定性。

（综合本报和新华社电）

据新华社北京3月20日电（记
者侯丽军）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20日
上午在钓鱼台芳华苑会见来华出席
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7年年会的境
外代表，并同他们座谈交流。

李克强强调，中国对外开放的大
门将越开越大，进一步放宽服务
业、制造业、采矿业等领域准入限
制，支持外商投资企业在国内上

市、发债、参与国家科技计划项目
和基础设施建设；简化外商投资管
理程序，95%以上的新设外资企业
实行备案，并大幅缩短办手续时
间；营造公平竞争环境，对在中国
境内注册的内外资企业一视同仁。
欢迎外资企业来华、特别是到中西
部投资兴业、并同大中小企业合
作，共享、共创发展机遇。

李克强会见出席中国发展
高层论坛年会的境外代表

3 月 22 日，李克强总理将启程赴澳
大利亚、新西兰进行正式访问，开启总
理今年的首次海外之行。中国与澳大利
亚、新西兰远隔天南海北，但彼此关系
正不断超越地理距离，越走越近、越来
越亲。

今年是中国与澳大利亚、新西兰建
交45周年。45年来，这两个国家在发展
对华关系上一直走在西方发达国家的前
列，颇为引人注目。澳大利亚之所以能
够成功渡过国际金融危机，自上世纪90
年代以来保持连续20多年经济增长，与
中国市场的巨大拉动作用密不可分。新
西兰虽然“块头”不大，却创造了多项

“第一”，是首个承认中国完全市场经济
地位、同中国签署并实施双边自贸协
定、以创始成员国身份加入亚投行的西
方发达国家。在社会制度、发展阶段不
同的国家之间，中澳、中新构建这样高
水平的合作关系，在世界上并不多见。

当今世界充满不稳定性和不确定
性，但中澳、中新坚持求同存异、开放
合作、互利共赢，为国际关系注入了一
股“清流”，具有重要示范意义。我们
有理由相信，未来中国与澳大利亚、新
西兰深化合作的步伐不会停止，只会加
快。

澳 大 利 亚 是 “ 坐 在 矿 车 上 的 国
家”，中国铁矿石进口的约60%来自澳大
利亚。新西兰是“绵羊之国”和乳业大
国，中国乳制品进口约 40%源自新西
兰。面对世界经济复苏乏力，两国同中
国一样，都在努力推动经济结构调整和
转型升级。在此背景下，中国与澳大利
亚、新西兰之间的国家发展战略更加合
拍，优势互补的空间更加广阔。大家一
起合作，转型之路自然也会走得更加顺
畅。

随着中澳自贸协定全面实施，中新
启动自贸协定升级谈判，中澳、中新经
贸合作有望再上新台阶。澳大利亚和新
西兰都加入了亚投行，可以同中国在

“一带一路”框架下开展基础设施、能

源矿产、农牧、金融等全方位合作。澳
大利亚是创新大国，是青霉素、电冰
箱、无线网络等重要发明的诞生地。新
西兰在农业科技、创新产业等方面独具
优势。两国都注重发展创新型经济，与
中国的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不谋而合。中
澳在对方国家设立了孵化器和创新园，
中新在农业、食品安全等领域开展了广
泛的联合研究，创新正在为中澳、中新
合作装上强大的引擎。

随着中澳、中新关系不断走近，文
化、旅游、教育等人文交流还会继续升
温。越来越多的中国民众期待到澳大利
亚 、 新 西 兰 来 一 场 “ 说 走 就 走 的 旅
行”。澳大利亚已经开始对中国公民发
放 10 年签证。“中澳旅游年”的诸多精
彩活动还在继续。据预测，2020年中国
有望成为新西兰第一大游客来源国。新
西兰在发展对华关系上从不落后，希望
不久后能够传来更多便利人员往来的好
消息。

中国与澳大利亚、新西兰同处亚
太，都是经济全球化的倡导者和支持
者。在保护主义和“逆全球化”思潮上
升的背景下，中国与澳大利亚、新西兰
应该突出互利共赢的合作理念，共同发
出支持贸易自由化、反对保护主义的强
有力声音，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推进
亚太自贸区进程，为地区和世界经济增
长增添新的动力。

中华大地春光正好，南半球已渐入
金秋。在这春华秋实的美好时节，我们
期待李克强总理本年度首访实现“开门
红”，把中澳、中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拉
得更近，为地区和世界注入更多正能量。

（作者为国际问题观察员）

天南海北若比邻
■ 梅达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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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春 回 大
地、万物复苏之
际，位于赤水河
畔的四川省叙永
县赤水、水潦等
乡镇，数万亩桃
李花海在漫山遍
野间相继盛开，
蔚为壮观。

图为 3 月 19
月，赤水镇一对
苗家姐妹正在品
味 着 美 好 的 春
色。

李 欣摄
（人民视觉）

本报北京 3月 20 日电 （郑海
鸥、郝伟栋） 从文化部新闻发布会
上获悉，3 月 16 日，国际电信联盟正
式发布手机（移动终端）动漫国际标
准（标准号 T.621），这一标准由中国
自主原创、主导制定，是中国文化领
域首个国际技术标准。这一国际标
准的正式发布是文化领域中国科技、
中国标准走向世界的重要标志，为全

球手机动漫产业提供了中国标准。
中国自主原创的手机 （移动终

端） 动漫标准成为国际标准，在国
际电信联盟和国际“互联网+文
化”的领域中发出“中国声音”，
实现了在“互联网+文化”的国际
技术水平上我国由跟跑、并跑向领
跑的跨越，有利于我国探索标准先
行的文化走出去模式。

中国首个文化领域国际技术标准发布

“海翼”创造水下滑翔机深潜纪录“海翼”创造水下滑翔机深潜纪录

“中国美术馆之夜”在京举行
3 月 20 日，中国美术馆与德国驻华大使馆共同主办

的“中国美术馆之夜”活动在北京中国美术馆举行。
图为观众在中国美术馆参观毕加索的作品 《抽烟斗

的男人》。 新华社记者 鲁 鹏摄

据新华社北京3月20日电（记
者侯丽军）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20日
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
访问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
会谈。

李克强指出，我们愿同以方做
好发展战略对接，就建立中以自贸
区抓紧商谈，争取尽早结束谈判。
同时加快中国同海合会自贸谈判，
推进中国同地区的经贸合作，向世
界发出维护自由贸易的明确信号。
重点抓好中以创新领域合作，打造

绿色快捷通道。深化基础科学、现
代农业、清洁能源、生物医药等领
域的合作。稳步推进港口、轻轨等
重点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合作，积极
探讨开展第三方市场合作，实现互
利共赢、共同发展。

内塔尼亚胡表示，以色列人民
永远不会忘记中国人民在二战期间
向以色列人民伸出援手。近年来，
以中合作不断取得进展，以方愿同
中方适应当今世界科技发展趋势，
加强创新合作，共创两国关系未来。

李克强同以色列总理会谈

新华社发

本报北京3月20日电（记者赵
永新） 由中科院沈阳自动化研究所
自主研发的“海翼”号深海滑翔机，日
前在马里亚纳海沟完成了大深度下
潜观测任务并安全回收。其最大下
潜深度达到了6329米，刷新了水下滑
翔机最大下潜深度的世界纪录，为我

国深渊科考提供了新的科考手段。
此次观测任务充分证明，“海

翼”号水下滑翔机作为一种新型海
洋智能设备，能够对现有深渊观测
任务提供新的解决方案。据悉，今
后科学家将对“海翼”号进行更大
下潜深度的提升和改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