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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克強與六大國際組織首長會談 聚焦經濟全球化

中國不會藉貶值刺激出口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央視新聞、澎湃新
聞及新浪財經報道，國務院總理李克強 12

■李克強表示，中國不會進行競
爭性貶值來刺激出口。 中新社

李克強提五點建議

日上午在北京釣魚台國賓館，同主要國際

1、各國應順應多邊主義和全球化
大趨勢，加強宏觀經濟政策溝
通協調。

經濟金融機構負責人舉行“1+6”圓桌對話
會。世界銀行行長金墉、國際貨幣基金組

2、加大制度創新，降低制度性交
易成本，更好保護知識產權。

織總裁拉加德、世界貿易組織總幹事阿澤
維多、國際勞工組織總幹事賴德、經濟合

3、維護以自由貿易為基石的多邊
貿易體制，實現互利共贏。

作與發展組織秘書長古里亞、金融穩定理
事會主席卡尼出席。李克強表示，中國不

4、增強世界經濟增長的包容性，
提升發展的公平性和普惠性。

會進行競爭性貶值來刺激出口，歡迎外資

5、繼續推進金融監管改革，加強
宏觀審慎管理和系統性風險防
範。

進入中國。

據悉，這是李克強第二次與主要國際經濟組織負
責人舉行“1+6”圓桌對話會。此次圓桌對話

來源：央視新聞

會上，與會各方以“構建開放、活力、包容的世界
經濟”為主題，圍繞“全球經濟形勢與經濟全球化
的未來”、“推動中國經濟轉型升級”兩個議題深
入探討。

完善宏觀調控 穩定市場預期
李克強表示，當前世界經濟出現回暖向好的一
面，但也表現出脆弱的一面，不穩定不確定因素仍
然較多。我們願同國際社會加強坦誠交流溝通，促
進世界經濟持續復甦。
李克強提出五點建議：一是各國應堅持和衷共
濟，順應多邊主義和全球化大趨勢，遵守和協商完
善國際規則，加強宏觀經濟政策溝通協調。二是更
大力度推進結構性改革，加大制度創新，降低制度
性交易成本，激發創業創新活力，發展新興產業，
提高勞動生產率，更好保護知識產權。三是維護以
自由貿易為基石的多邊貿易體制。發揮各國比較優
勢，共享發展成果。解決貿易不平衡問題不能相互
關門，而是要更大力度開門，實現互利共贏。四是
增強世界經濟增長的包容性，提升發展的公平性和
普惠性。中國願將“一帶一路”倡議同聯合國 2030
年可持續發展議程和各國發展戰略更好對接。五是
繼續推進金融監管改革，着眼促進實體經濟發展和
防範金融風險，加強宏觀審慎管理和系統性風險防
範。
關於中國經濟形勢，李克強表示，面對近年來
複雜的國內外環境和經濟下行壓力，在以習近平同
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堅強領導下，中國經濟穩中向好
態勢不斷鞏固，經濟增速在主要經濟體中名列前
茅，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率超過 30%，槓桿率穩
中有降。我們將堅持穩中求進工作總基調，保持宏
觀政策基本取向的穩定性和連續性，完善宏觀調
控，穩定市場預期。

經濟穩中向好 歡迎外資進入
會後，李克強還與主要國際經濟金融機構負責
人共同會見記者。在談及中國經濟時，李克強指
出，今年上半年中國經濟增長 6.9%，下半年會繼續
保持上半年穩中向好的走勢。中國不會進行競爭性
貶值來刺激出口，歡迎外資進入中國。我們有信心
保持經濟中高速增長，邁向中高端水平。
與會國際經濟組織負責人讚賞中國為建設開放
型世界經濟所作的努力，並表示，中國經濟增長和
轉型升級勢頭強勁，前景更加可期，這得益於有效
的宏觀政策和結構性改革舉措，也是雙創蓬勃開
展、營商環境不斷改善的結果，為世界經濟保持復
甦和增長勢頭提供了有力支撐，也為其他國家提供
了可借鑒的發展經驗。國際經濟組織願進一步加強
對華合作，共同推動全球經濟強勁、可持續、平衡
和包容增長。

■“1 + 6”圓桌對話會
12 日在北京釣魚台國
賓館舉行。
賓館舉行
。
路透社

圓桌對話
達九點共識
1. 宏觀經濟形勢和政策
宏觀經濟形勢和政策，
，需
要繼續綜合使用貨幣、
要繼續綜合使用貨幣
、財
政和結構性改革等各項政
策工具。
策工具
。
2. 要 引 領 好 經 濟 全 球 化 走
向，積極反對各種形式的
保護主義，
保護主義
，堅定不移地發
展開放型世界經濟。
展開放型世界經濟
。
3. 充分發揮全球基礎設施互
聯互通聯盟和全球基礎設
施基金的作用。
施基金的作用
。
4. 政策制定者應積極推進社
會領域改革，確保包容
性。
5. 消除競爭和市場開放的壁
壘 ， 完善社會保障等稅收
和福利體系。
和福利體系
。
6. 反對各種形式的保護主義
措施，
措施
， 維護多邊貿易體制
的核心價值和基本原則。
的核心價值和基本原則
。
7. 創造更多就業機會
創造更多就業機會、
、 促進
勞動力供求分配。
勞動力供求分配
。
8. 歡迎金融穩定理事會對影
子銀行風險監測和政策工
具的評估。
具的評估
。
9. 致力於建立一個強勁
致力於建立一個強勁、
、以
份額為基礎、
份額為基礎
、 資源充足的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
， 維護
其在全球金融安全網中的
核心作用。
核心作用
。
來源：
來源
：中新社

擴大開放彰顯大國責任
他接着又表示，中國經濟也呈現出韌
對於時隔一年，中
&
性強、潛力大、活力旺三大特點。韌性強
國為何再次舉行“1+6”圓桌對話會，李
克強在與各主要國際經濟組織負責人共同 表現為迴旋餘地大，從而使經濟始終保持
會見記者時，即開宗明義地用三句話作了 在合理區間；潛力大表現為消費、服務業
回答：表明中國和主要國際經濟組織將堅 仍然有巨大的增長空間；活力旺表現為深
定維護多邊貿易體制；表明中國作為深度 入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催生了新產業
融入世界經濟的主要經濟體，願意與國際 新業態蓬勃興起，創造出大量就業崗位，
社會和國際市場加強坦誠交流；表明中國 激發了巨大市場活力和社會創造力。
作為負責任大國，將進一步
擴大開放，努力促進世界經
濟持續復甦。
在“1+6”圓桌對話會
上，李克強坦言，中國經濟
正在經歷“三個轉變”：經
濟增長由主要依靠投資、出
口拉動向依靠消費、投資、
出口協調拉動加快轉變；由
主要依靠第二產業帶動向依
靠三次產業協調帶動加快轉
變；由主要依靠外延擴張向
■李克強與六大國際組織負責人合影。
依靠提質增效加快轉變。




面對中國經濟的搶眼表現，各主要國
際經濟組織負責人也不吝溢美之詞。國際
貨幣基金組織總裁拉加德說，我們看到中
國經濟轉型取得的巨大進步，我把它稱為
“中國經濟再平衡”。世界銀行行長金墉
說，中國經濟正在不斷向價值鏈上游提
升，新產業、新動能正在成為經濟增長的
生力軍。
國際勞工組織總幹事
賴德則稱讚，中國經濟轉型
是一個“成功的故事”。經
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秘書長古
里亞肯定“中國製造
2025”“雄心勃勃”。金融
穩定理事會主席卡尼讚揚，
中國綠色債券在全球資本市
場發展最快。世界貿易組織
總幹事阿澤維多說，中國經
濟轉型進程舉世矚目，堪稱
“全球典範”。
美聯社
■央視新聞客戶端

國際組織紛調高華增長預期
香港文匯報訊 據澎湃新聞報道
據澎湃新聞報道，
，自
中國國家統計局公佈 2017年上半年國民經
中國國家統計局公佈2017
年上半年國民經
濟運行數據之後，
濟運行數據之後
，國際組織紛紛上調中國
增長預期。
增長預期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
（IMF
IMF）
）發
佈《世界經濟展望報告
世界經濟展望報告》
》更新內容
更新內容，
，將中
國今明兩年經濟增長預期分別上調 0.1 和
0.2 個百分點至 6.7%和 6.4%。這是 IMF 今
年第三次上調中國2017
年第三次上調中國
2017年經濟增長預期
年經濟增長預期。
。
世界經濟合作組織 OECD 發佈公告
發佈公告，
，將中

國 2017 年經濟增速從 6.5%上調至 6.6%，
2018 年從66.3%上調至
2018年從
上調至66.4%。
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
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
“1 + 6”圓
桌對話會後的記者會上也表示，
桌對話會後的記者會上也表示
，中國經濟
將會繼續保持持續穩定並向好的勢頭。
將會繼續保持持續穩定並向好的勢頭
。中
國經濟結構轉型成效不斷顯現，
國經濟結構轉型成效不斷顯現
，消費的貢
獻提高，
獻提高
，已經由過度依賴投資出口轉向消
費投資出口協調拉動，
費投資出口協調拉動
，中國經濟的可持續
性進一步增強。
性進一步增強
。

世界銀行還發佈報告肯定中國對全球
貿易的推動，稱中國進出口增速提高
貿易的推動，
稱中國進出口增速提高，
，大
宗商品出口國出口有所恢復，
宗商品出口國出口有所恢復
，這些因素將
推動今年全球貿易增速反彈至
推動今年全球貿易增速反彈至44%。
國際組織的數據分析預示着中國經濟
的前景看好。
的前景看好
。而此次圓桌對話
而此次圓桌對話，
，也圍繞經
濟增長、
濟增長
、結構性改革
結構性改革、
、可持續發展
可持續發展、
、貿易
投資、
投資
、金融穩定
金融穩定、
、創新創業
創新創業、
、就業等議題
進行更為深入的探討。
進行更為深入的探討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