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球盼華推動G20帶領經濟脫困
下月杭州峰會 三大期待三大挑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沖、海巖、朱燁 北京報道）2016年

二十國集團（G20）杭州峰會即將於下月初登場，這是中國歷

史上首次領銜全球經濟治理的頂層設計。外交部原副部長、

G20前協調人何亞非昨日在北京指出，世界對中國的峰會有三

大期待：第一，期待中國能夠推動G20帶領世界經濟走出長期

低迷的困境；第二，在G20轉型方面有實質性的行動，讓它真

正成為全球治理的首要平台，而且有比較強的決策和諮詢能

力；第三，希望G20能夠繼續推動全球治理體系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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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作為主席國主辦G20峰會，既有機
遇也有挑戰。在何亞非看來，其中，

主要面臨三大挑戰：第一，如何實現世界經
濟的可持續增長；第二，G20本身的轉型；
第三，全球治理體系的改革。他說，這也是
中國深入參與和引領全球治理的歷史性的挑
戰和機遇。

讓G20成全球治理首要平台
除了三大挑戰外，何亞非認為，G20當前
還有三個問題要克服。第一協調的問題，第
二執行力的問題，第三領導能力的問題。他
認為，全球治理的碎片化和全球治理的缺
乏，跟經濟全球化，各國經濟相互依存不斷
擴大存在根本性矛盾。此外，全球治理主導
權的失衡，以及隨着貧富差距擴大，全球化
的負面效應的積累，許多國家，特別是一些
主要的國家，反全球化的思潮、民粹主義的
思想在上升。
目前，中國已進入世界體系的核心，今
年又辦G20峰會，何亞非認為，世界對中
國的峰會有三個期待：第一，期待中國能
夠推動G20帶領世界經濟走出長期低迷的
困境；第二，在G20轉型方面有實質性的
行動，讓它真正成為全球治理的首要平
台，而且有比較強的決策和諮詢能力；第
三，希望G20能夠繼續推動全球治理體系
的改革。

倡設秘書處提高工作效率
此次杭州峰會的主題是世界經濟的強勁、
包容、可持續發展等，那麼怎麼樣能夠促進
世界經濟的增長，何亞非認為，首先要解決
的是主要經濟體的宏觀經濟政策、金融政策
的協調。他說，現在主要經濟體的經濟政
策、貨幣政策，其實是互相踩腳，G20能不
能解決協調問題，能不能讓財政部長、央行
行長的機制真正發揮作用，起到監督、協調

的作用，而主要經濟體在制定本國的經濟金
融政策的時候，也要考慮它的溢出效應。
在具體政策上，何亞非強調，要重視就業

和增長的關係，特別是青年的就業。他說，
增長、就業、發展是相輔相成的，它的核心
是經濟增長，關鍵是就業，最後是實現最終
的發展目標。
在談及G20轉型時，何亞非認為，中國可
以推動G20設立一個秘書處，縮小和聚焦議
題範圍，提高工作組研究小組的效率和相互
協調問題，加強領導的核心，建立一個常設
的、核心的機制。他說，「說得好沒有用，
俗話說沒有核心就沒有行動。」

建大宗商品價格穩定機制
至於全球治理改革方面有什麼可以做的。

何亞非認為，可以考慮進一步深化國際貨幣
基金組織（IMF）的貨幣基金的改革，可以
擴大特別提款權（SDR）的使用範圍，是不
是可以讓其成為真正國際上流通的儲備貨
幣。此外，還可以考慮建立大宗商品價格穩
定的機制，以及能不能克服全球治理碎片
化，適當整合現有的自貿區的協定和各種各
樣的區域合作協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朱燁、海巖、葛沖
北京報道）昨日在「G20與中國」國際研討
會暨G20研究系列智庫專著發佈會的現場，
來自英國、俄羅斯和瑞士的智庫專家對即將
在杭州舉行的G20峰會表達了期待。他們希
望，在成員國個體利益紛繁複雜的情況下，
中國能真正助推G20成為全球經濟治理和良
性世界秩序的有效平台，引領世界經濟走出
低迷。同時他們也指出，只有發展中國家真
正團結起來，才能為國際經濟體系中存在的
缺陷找到解決方案。

國家投資可補私人投資缺口
英國倫敦經濟與商業政策署前署長、人
大重陽高級研究院John Ross表示，很多人
並沒有意識到全球經濟是多麼集中化，甚
至全球GDP的 50%只集中在5個主要國
家，而其中中美兩國又可謂是重中之重。
「全球資本的發展是由中國和美國來決定
的，甚至目前來看，全球經濟都是由中美
關係決定的。」
他認為，中國經濟在改革開放以來一直

保持着較高速度的增長，而美國在過去15
年間的經濟增速卻微乎其微。他建議，世
界經濟體應該學習中國「國家投資」的方
法，以彌補經濟危機後「私人投資」迅速

下降的缺口。「美國一向認為國家投資是
不好的，只有私人投資才是健康的，然而
去掉房地產，美國去年的私人投資是零增
長。」他說，「亞洲發展迅速的中國和印
度，分別以私人投資約3%和負數的增速以
及國家投資23%和21%的增速引領着國內
GDP的增長。」他指出，由中國和印度引
領的國家投資的快速發展，可以彌補私人
投資的慢速發展，而發達國家如果繼續迷
信私人投資，可能會帶來更多問題。
俄羅斯蓋達爾經濟政策研究院學術主

任、俄羅斯 G20 專家委員會常務理事
Sergey Drobyshevskiy 與瑞士南方中心金
融和發展高級顧問Manuel Montes 均認
同，G20內部由於成員眾多且立場多樣
化，極易導致興趣點和利益點發生衝
突。對此，Manuel Montes表示，要找到
共同基礎、發現重要問題，最關鍵要將
發展中國家團結起來，「只有團結，才
能應對G20改革中遭遇的阻撓，團結才
能使 G20 討論更多包括 SDR 在內的議
題。」Sergey Drobyshevskiy 則表示，在
G20這樣的平台，在涉及到全球經濟增
長的問題上，各國不能僅從自身角度出
發，更應依靠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
間的合作來解決問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靜 北京報道）就韓美決定在韓國
部署「薩德」導彈防禦系統，楊宇軍昨日表示，將考慮採取
必要措施維護國家戰略安全和地區戰略平衡。
關於韓美決定在韓國部署「薩德」導彈防禦系統一事，韓

國方面日前作出解釋稱，韓美現在決定用一個末端監視系
統，並沒有大範圍監視。楊宇軍對此回應，美韓方所作的技
術上的辯解，業內人士一眼就能看出是否可信。他強調，中
國對韓國部署「薩德」導彈防禦系統一事強烈不滿和堅決反
對，將密切關注美韓相關舉動，並將考慮採取必要措施維護
國家戰略安全和地區戰略平衡。

發展反導提高防禦力
中國官方近日首次公佈陸基中段反導攔截的視頻影像，有

評論認為此舉說明中國正在部署自己的導彈防禦系統。楊宇
軍就此回應，中方適度發展反導能力是為了維護國家安全，
提高防禦能力，不針對任何特定國家和目標，不影響全球的
戰略穩定。
中國媒體集中報道導彈和反導試驗專家陳德明的事跡，分

析認為這是針對韓美部署「薩德」導彈防禦系統中方的反制
措施。楊宇軍對此予以否定，他說，通過媒體宣傳先進典型
和先進事跡，是中國軍方樹立榜樣、激勵士氣、促進建設的
通常做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靜北京報道）菲律賓
仲裁案引發南海局勢緊張，中國解放軍系列動作
引發關注，一些別有用心的國家更是借此炒作。
國防部新聞局局長、國防部新聞發言人楊宇軍昨
日在國防部例會上表示，中俄即將在南海進行的
軍演旨在加強兩國海軍共同應對海上安全威脅的
能力，不針對第三方。網上流傳的中國軍方在南
海部署新型武器消息，楊宇軍回應，中國武器裝
備部署向來秉承一個原則：該部署在哪裡就在哪
裡。他又表示，中國在本國島礁上部署武器是自
己的事。楊宇軍還重申，中國軍隊將堅決應對各
種威脅和挑戰。

本國島礁部署武器 無需過度解讀
有消息稱中俄將在南海舉行海上聯合軍演。楊
宇軍表示，中俄兩國海軍將於9月在南海相關海
空域舉行代號為「海上聯合—2016」的聯合軍事
演習。他強調，這是兩軍的例行性演習，旨在鞏
固發展中俄全面戰略協作夥伴關係，深化兩軍務
實友好合作，增強兩國海軍共同應對海上安全威

脅的能力。演習不針對第三方。
菲律賓仲裁案後中方特別是解放軍任何動作都

會引起關注，近期消息稱中國軍方在南海部署防
禦性武器裝備，網上還流傳疑似094A型戰略核潛
艇出現在中方南海某軍事基地的照片。對此，楊
宇軍回應說：「中國軍隊在本國島礁上部署部隊
也好，部署武器裝備也好，這種部署或輪換都是
我們自己的事，無需過度解讀。」他又表示，中
國軍事裝備部署遵循一個原則，「那就是這個武
器裝備應該部署在哪裡，它就會部署在哪裡」。
中國空軍航空兵近日宣佈赴南海執行常態化戰

鬥巡航，對此，楊宇軍強調，中國對南海諸島及
其附近海域擁有主權。中國軍隊艦機在南海相關
海空域進行常態化戰備巡邏，是維護國家主權安
全和海洋權益的需要。

南海問題上日勿說三道四
日本2016年版《防衛白皮書》概要日前曝光，

繼續渲染中國在南海威脅。楊宇軍表示，近年來
日本政府總是利用發表《防衛白皮書》等機會，

對中國進行無端指責和抹黑，炒作「中國威
脅」，這是日方的一貫伎倆，其意圖不言自明。
他又特別奉勸日方，在南海問題上不要再說三道
四。
楊宇軍在例會上強調，菲律賓南海仲裁案的裁

決不會影響中國在南海的主權和權益。中國軍隊
將堅決捍衛國家的主權安全和海洋權益，堅決維
護地區和平與穩定，堅決應對各種威脅和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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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海巖、葛沖、朱
燁 北京報道）在全球增長乏力的背景下，
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總經濟師陳文玲在
「G20與中國」國際研討會上表示，中國
應推動形成新的全球化，這有可能成為今
年中國G20峰會的最大亮點。
陳文玲認為，世界經濟和中國經濟同步

進入新常態，中國和世界經濟走勢呈「雙
L型」，如何使世界經濟走出低迷，尋找
新動能、新動力、新機制、新局面，是擺
在全球面前的問題。

要改變西方主導的舊規則
「現行的經濟規則、體制安排，由西方

國家主導，對大多數發展中國家極其不
利，而現在到了改變舊規則、舊體制、舊
機制，形成新動能、新規則、新機制的時
候了。」陳文玲表示，今年中國G20峰會
或有所突破。
陳文玲建議，中國要推動形成新的全球

化，來替代過去的全球化。「過去的全球
化是通過自主全球化、商品流通全球化、
貿易的全球化等若干個方面的經濟全球化
來形成的，新的全球化要通過新的理念、
新的規則、新的機構、新的機制來形
成。」
陳文玲舉例說，中國倡議的「一帶一

路」，就是要通過一種全新的理念來改變地
緣政治、地緣經濟和地緣外交的格局，形成
一個對於沿線國家和地區都更加公平的可以
攜手共建、共享、共贏的格局，中國應舉起
新全球化的旗幟，倡導人類更加公平、更加
公正、更可持續發展的新全球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海巖、葛沖、朱燁北
京報道）在2016年杭州G20峰會召開前夕，
中國G20官方牽頭智庫之一的中國人民大學重
陽金融研究院昨日在北京發佈多部G20研究著
作，為一個月後召開的領導人峰會預熱。
據介紹，此次由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
究院組織撰寫的多部著作集體亮相，包括
《G20與全球治理》中英文版、《2016G20
與中國》中英文版、《中國決策與G20》、

《G20與可持續發展目標》、《全球治理的
中國方案》等，這是中國多個智庫對G20著
作的集中展示。
成立於2013年的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

院，連續3年召開G20智庫峰會，並獲中國官
方指定為2016年G20智庫峰會的共同牽頭智
庫，並在去年底舉辦了G20智庫峰會（T20）
中國啟動會，並在過去半年多時間裡，在全球9
個城市合作舉辦9場T20系列會議。

英俄瑞智庫望中國助G20改革

多部G20著作出版預熱峰會

專家倡中國推動新全球化

■■國防部新聞局局長國防部新聞局局長、、國防部新聞發國防部新聞發
言人楊宇軍言人楊宇軍。。 記者馬靜記者馬靜攝攝

■■杭州海事杭州海事、、公安等部門前日在蕭山聯合舉行公安等部門前日在蕭山聯合舉行「「GG2020杭州峰杭州峰
會錢塘江水上交通管控演習會錢塘江水上交通管控演習」，」，檢驗各部門在應對水上交通檢驗各部門在應對水上交通
管控和反恐處置中的應急響應及協同作戰能力管控和反恐處置中的應急響應及協同作戰能力。。 新華社新華社

■■外交部原副部長外交部原副部長、、GG2020前協前協
調人何亞非調人何亞非。。 記者記者朱燁朱燁 攝攝

■■「「GG2020與中國與中國」」國際研討會暨國際研討會暨GG2020研究研究
系列智庫專著發佈會現場系列智庫專著發佈會現場。。 記者記者朱燁朱燁 攝攝

■■Sergey DrobyshevskiySergey Drobyshevskiy

■■Manuel MontesManuel Montes

■■John RossJohn Ross

■■陳文玲陳文玲

記者海巖攝

記者海巖攝

記者朱燁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