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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31 日 ，
国务院新闻办举
行金砖国家财金
合 作 情 况 吹 风
会，发改委、财
政部专家介绍了

有关情况并就海内外关注的热点问题进行了解答。
专家指出，财政和金融在现代市场经济中有着非常
独特的地位。在此次厦门峰会上，财政和金融领域
有望达成丰富的成果，不仅表明金砖国家合作机制
本身正日益走向成熟，更意味着世界经济将迎来更
多利好。

议题重要机制成熟

随着全球各经济体开放水平不断提升，财政和
金融领域的举动所产生的外溢效应也就日益增大。

在吹风会上，财政部国际财经中心主任周强武
表示，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结构性改革、金砖国
家新开发银行、国际税收合作、审计监管、反洗钱
等诸多领域的政策协调与合作都有望取得重要成
果，因而看点十足。“这些务实的成果，不仅将为金
砖国家和世界经济发展、完善全球经济治理做出新
的贡献，也将把金砖五国的务实合作推向一个新的
高度，为下一个金砖10年开一个好头。”周强武说。

财金领域的重要议题之所以被寄予厚望，与金
砖国家合作机制的成熟畅通息息相关。例如，金砖
合作机制以年度领导人会晤为引领，仅部长级对话
机制就有20多项。再例如，中国有40多个部门参与
了金砖合作机制，财金合作早已成为诸多机制当中
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副院长何平在接受
本报记者采访时指出，目前金砖国家由经济规模、
发展阶段与增长活力相近的几个发展中国家构成，
彼此之间既拥有很多相似点又有较大的互补性。“在
基础设施建设方面，金砖国家及其所在地区都有很
大潜力；在资金融通方面，金砖国家所代表的发展
中经济体需要相互支持。在这些方面，中国都具有
显著的优势，因此今后财政金融合作空间是很大
的。”何平说。

共同应对困难挑战

国家发改委对外经济研究所所长叶辅靖指出，
从内部看，金砖各国普遍面临着稳增长、调结构的
双重压力，合作中存在的各种隐性和显性壁垒有待
消除；从外部看，世界经济的深层次问题还没有根
本解决，世界经济增长动力依然不足，一些发达国
家维护既得利益的顽固决心不可小觑，金砖国家普
遍面临着复杂、严峻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

据叶辅靖介绍，下一步金砖国家在共同应对自
身和全球发展挑战时有六大方面值得期待：一是加
强创新合作；二是加强开放合作；三是出台一些标
志性合作项目；四是推动经贸大市场、金融大流
通、设施大联通、人文大交流；五是把握新兴领域
的合作机遇；六是扩大合作受益范围。

何平说：“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实现有效合作的
重要方式之一就是推动具体项目落地。这一过程不
可避免地涉及到政府参与以及前期资金支持等问题。
因此，发展中国家自身要在凝聚互利共赢这一共识的
基础上，通过高层会晤加强政治互信与政策协调，从
而更好地加深财金领域合作、带动项目实施。”

事实上，中俄在财金领域的合作在金砖国家中
较具代表性。例如，今年 6 月份在上海举行的中俄
财长对话上，中俄两国在应对宏观经济挑战、推动
结构性改革等方面都取得了诸多共识，其中就包括
俄罗斯在中国市场择机发行人民币主权债券。

更多成果值得期待

从更具体的角度看，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无
疑是金砖国家财金合作的一个重要亮点。周强武
说，该银行开业两年多来，在组织架构搭建、财
务人事政策制定、内控政策、总体战略等方面进
展非常大。他预计，该银行将在厦门会晤上取得
一些新的进展，2017 年全年贷款总额将会达到 25
亿美元左右。

复旦大学金砖国家研究中心主任沈逸举例说，
因为电力缺口很大，南非想在英戈河上造水坝。这
样的标志性项目既和金砖成员相关，也在区域内具
备外溢效应。沈逸认为，如果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
能带头做成这样的标志性项目，就能带动周边国家
从“金砖项目”中获益，从而成为金砖国家为全球
树立的一个典范。

与此同时，随着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九次会晤日
益临近，海外人士对此次会晤的成果也有了更高期
待。

肯尼亚智库非洲民主与领导力研究院执行主任
丹尼斯·科迪说，期待厦门会晤能够在金砖国家与非
洲合作方面制定长远规划，促使金砖国家与非洲国
家合作机制化。巴西联邦经济委员会经济学家帕格
努萨特认为，未来金砖国家在教育、健康和科技等
很多领域仍有继续深化合作的潜力。

反倾销调查合规

近日，商务部对原产于美国、欧
盟和新加坡的进口卤化丁基橡胶进
行反倾销立案调查。对此，有媒体提
出疑问：这是否可以看作是中方对
美国开展301调查的一种反制？

“关于这个案件，我们是应国
内相关产业的申请发起的。我们于
今年8月14日收到了国内产业提交
的申请，经审查，符合《反倾销条
例》规定的立案条件，所以我们于
昨天 （30 日） 发布公告，发起反
倾销调查。这是一个正常的贸易救
济调查案件，我觉得没有必要和其
他案件联系起来。”高峰说，商务
部将按照世贸组织规则，依法公
平、公正地开展相关调查工作。

首次开展专项行动

关于近期备受关注的外商投资
企业知识产权保护行动，高峰表
示，中国政府历来高度重视知识产

权保护工作，积极营造公平竞争的
市场环境和良好的投资环境。国务
院近日出台的《关于促进外资增长
若干措施的通知》，进一步加强对
外商投资企业知识产权的保护。全
国打击侵犯知识产权和制售假冒伪
劣商品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会同相
关部门，在前期开展大量调研，充
分听取在华外商投资企业意见的基
础上，在国务院的统一领导和部署
下，准备联合开展外商投资企业知
识产权保护行动。

商务部介绍，这是近年来中国
政府首次专门针对外商投资企业知
识产权保护问题开展的专项行动。
这次专项行动将重点突出三个方

面：一是突出对商业秘密的保护，
这也是在华的外资企业反映比较集
中的问题；二是在商标专用权保护
中，重点查处商标恶意抢注和“傍
名牌”的行为；三是随着互联网的
普及，侵权盗版行为逐渐由线下向
线上蔓延，这次将集中治理互联网
领域的侵权盗版行为。这次行动的
具体方案我们将很快推出，并于近
期付诸实施。

商品资本输出并重

2015 年、2016 年，中国连续
两年成为资本净输出国家。对此，
商务部介绍，2015 年中国的对外

直接投资是 1456.7 亿美元，比当年
实际利用外资额超出100.7亿美元，
2016年，由于一些非理性因素的影
响，这个差额预计将达到近 600 亿
美元。同时，中国自 2009 年起成为
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出口大国。所以
说，中国已经从商品输出大国发展
到商品和资本输出并重的阶段。

那么，这是否意味着中国已经
进入资本净输出阶段？“现在就判
断我国已经进入资本净输出阶段，
我觉得可能为时尚早。”高峰表
示，从投资存量来看，2015 年，
美国、德国、英国对外投资存量分
别为 59828 亿美元、18125 亿美元
和 15381 亿美元，中国为 10979 亿
美元，与传统的资本净输出国相
比，还存在一定差距。从我国对外
投资的发展阶段来看，我国企业大
规模走出去时间不长，还处于初始
发展与转型升级相互交替的时期。
中国政府将继续引导支持有实力有
条件的企业进行真实合规的境外投
资，推动我国经济转型升级、提质
增效。

金砖国家财金合作看点多
本报记者 王俊岭

外商投资企业知识产权保护行动进展如何？中国
是否已进入资本净输出阶段？中方是否在利用反倾销
调查对美国开展301调查进行反制？8月31日，商务部
召开新闻发布会，新闻发言人高峰对当前国内外媒体
高度关切的热点敏感问题逐一作出了回应。

日前，江苏省镇江市金山街道黑桥社区联合江苏大学志愿
者，开展“低碳环保，从我做起”活动，志愿者指导小朋友将旧的纸
板、广告纸、筷子等“变废为宝”，制作环保小屋、环保纸盘等工艺
品，引导孩子们从小增强低碳环保和资源节约意识。图为志愿者
在指导小朋友制作环保小屋。 石玉成摄 （人民视觉）

低碳环保 从我做起

◀ 8 月 31 日，2017 年和
林格尔“蒙草情”欢乐那达
慕在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
市和林格尔县举行。本次那
达慕历时 3 天，将举办赛马、
摔跤、射箭、蒙古族服饰展
演、非遗文化展示等活动，
让游客近距离感受蒙古族的
草原文化魅力。图为舞蹈演
员在那达慕上表演。

丁根厚摄 （新华社发）

缤纷那达慕 欢乐在金秋

外国友人学跳“花鼓”
▲ 8 月 28 日，在山东省东营市东营区龙居林场游客

集散中心，来自印度尼西亚、墨西哥、马来西亚、阿尔及
利亚的山东科瑞集团外籍员工在体验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
短穗花鼓，感受中华传统文化非遗的独特魅力。

刘智峰 缪宏伟摄 （人民视觉）

近日，全国首家天猫小店在浙江省杭州市投入运行，顾客不仅可在店内
买到日常生活用品，还能购买到以前只能在线上销售的网红食品。天猫小店
是继阿里无人便利店、盒马鲜生之后，推出的又一基于新零售理念、旨在更
好服务消费者的项目。目前，天猫小店暂为加盟的方式，预计年底将突破1万
家。图为顾客在首家天猫小店内购买网红食品。 龙 巍摄 （人民视觉）

天猫小店落户杭州天猫小店落户杭州天猫小店落户杭州

新能源汽车产销量超百万
据新华社北京8月31日电（记者高亢）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

常务副会长董扬表示，近两年中国汽车产业电动化进程加
快，到目前中国新能源汽车累计产销量超过 100 万辆，年均增
幅超过 200%，2016 年中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保有量全球占
比均超过 50%。

董扬在中国汽车工业协会近日组织召开的相关会议上说，
目前，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体系已基本建立，动力电池、驱动
电机、整车平台产业链上下游全部贯通；2016 年，有 3 家整
车、7家电池企业排名进入全球前十，部分企业已成为全球知名
供应商；动力电池出货量在全球市场份额超过 70%；本土产动
力电池全套装备在部分企业实现应用。

本报北京8月 31日电 （记者白
剑峰） 中国爱尔眼科日前收购了欧洲
最大的连锁眼科医疗上市公司——西
班牙巴伐利亚眼科，交易金额约合
12亿元人民币。

西班牙巴伐利亚眼科在德国、西

班牙、意大利、奥地利等欧洲国家共
有 76 家眼科医疗中心，医疗技术和
服务质量处于全球领先地位。收购完
成后，爱尔眼科对巴伐利亚眼科绝对
控股，所占股份将近87%，董事会席
位占2/3 。

爱尔收购欧洲连锁眼科机构爱尔收购欧洲连锁眼科机构 商务部回应热点问题

中国反倾销调查合规
本报记者 邱海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