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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方案”备受期待
G20杭州峰会：

� � � �二十国集团（G20）杭州
峰会将于9月4日召开。发达
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将作为平
等伙伴， 就如何应对全球经
济挑战、改善全球经济治理、
加速世界经济发展进行探讨
和合作。

� � � �中国此次主办G20杭州峰会， 正值当前全
球经济面临诸多重大挑战。 国际人士纷纷指
出，“不确定性”已成为影响当前全球经济增长
的重要因素。

德国贝塔斯曼基金会高级顾问彼得森指
出，英国与欧盟未来关系的不确定性、新兴市
场经济发展的不确定性、 难民流动的不确定
性、地缘政治风险和恐怖袭击威胁带来的不确
定性……“（所有这些）不确定性给投资和消费
者信心带来了负面影响，抑制了经济增长”。

转型的趋势也给全球经济带来变数。印度
尼西亚东盟南洋基金会主席苏尔约诺说，全球
经济面临大转型，而每个国家都面临转型的责
任和压力。

彼得森认为， 世界经济面临贸易保护主义
和流动性过剩的问题。他指出，由于经济增长
乏力，很多国家为防止经济产出下降和工作岗
位流失，采取了保护主义措施。对世界经济而
言，这将导致出口下降，进而使世界经济增长
减速，威胁就业。此外，自雷曼兄弟公司2008年
9月破产以来， 许多中央银行都大量增加了货
币供给。这些流动性中的大部分正在流入资产
市场，导致资产价格飙升。

在澳大利亚罗伊国际政策研究所研究员
沃夫看来，金融危机后，世界经济仍未恢复强
劲增长，也远非均衡、可持续。

� � � � 要有效应对当前全球经济面临的
挑战，就必须不断提高全球经济治理水
平。国际专家认为，中国主办G20本届
峰会，有利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朝着更
加公正、合理和有效的方向发展。

美国智库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

客座研究员麦克法夸尔表示，杭州峰会
将继续推动全球经济治理改革进程，因
为作为全球最大新兴经济体的中国正
在引领峰会的筹办过程，并参与国际规
则的制定。

贝塔斯曼基金会中国研究专家容

恺桦说，中国已成长为21世纪最重要的
全球经济力量之一，在全球经济治理中
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中国可以为
全球经济治理贡献一种不那么以西方
为中心的思路。”

印尼东盟南洋基金会主席苏尔约诺
认为，中国努力利用G20这一平台，推动
建设一个反映新兴市场国家利益和诉求
的多元国际经济新秩序。“杭州峰会有望
成为未来全球经济新秩序的转折点。”

� � � �在G20杭州峰会上，除了在宏观层
面推动全球经济治理外，中国还将就如
何推动世界经济增长提出“中国方案”。

“构建创新、活力、联动、包容的世
界经济”，是本届峰会的主题。其中，“创
新增长方式” 将被作为峰会重点议题，
峰会还将制定创新增长蓝图。这与中国
确立的以创新发展为首的五大发展理
念高度吻合，体现了“中国智慧”。

苏尔约诺表示，目前全球正迈向以
互联网＋、人工智能、3D打印、自动驾驶
等为代表的第四次工业革命。中国是全

球创新舞台上的佼佼者，也是迈向智能
时代最快的国家之一。 中国在电子商
务、社交媒体应用和网络支付等领域已
经接近甚至赶上美国。

阿根廷战略规划研究所所长卡斯
特罗表示，在杭州峰会上，中国将提出
强调创新发展和增强协作共同面对全
球经济结构性危机的倡议， 这非常及
时，因为结构性危机令全球经济在过去
三年中发展缓慢。

专家认为，杭州峰会也将推动世界
经济联动发展、包容发展。

德国波恩大学全球研究中心主任
辜学武对新华社记者说， 全球经济现
在是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状态，
只有各国经济协调发展， 才能减少摩
擦，增加双赢。德国最大的期待也在于
此。

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卡恩对中国促进全球贸易增长和加强
全球投资政策协调的做法表示赞赏，认
为这是提振全球经济增长的正确方式。

卡恩说，当前全球贸易正处于非常
关键的时刻，面临很大的贸易保护主义
压力，特别需要中国发挥领导力来抵制
贸易保护主义，以更加务实和理性的方
式应对贸易问题。

（据新华社北京8月25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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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体育彩票开奖信息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排列 3 16231 2 8 5
排列 5 16231 2 8 5 5 2

开奖信息以国家体育总局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公 益 体 彩 乐 善 人 生

2016年8月26日 星期五11 时事聚焦

� � � �据新华社北京8月25日电《二十国集团（G20）国家创新竞
争力发展报告（2015———2016）》黄皮书25日在京发布。黄皮书
显示，美国、英国、日本位列二十国集团（G20）各成员前三名，中
国排名在第9位，是G20集团中唯一进入前十名的发展中国家。

这部黄皮书是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院、 中国科学技
术交流中心和福建师范大学等单位联合研究的成果。

研究人员根据G20集团各成员创新发展的实际，构建了
G20国家创新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和数学模型， 按照科学、
客观、系统、可比的原则，对其国家创新竞争力进行评价分
析，为G20各成员提升国家创新能力提供参考依据。

黄皮书指出， 通过对比2013年至2014年G20国家创新竞
争力得分变化情况发现，G20国家创新竞争力的整体水平呈现
上升趋势，说明这些年G20各成员为了尽快从经济危机的困局
中实现恢复性增长，采取了创新战略，推动了创新能力的提升。

黄皮书分析认为，中国国家创新竞争力得分高于G20国家
创新竞争力得分的平均变化水平，中国是作为发展中国家在创
新竞争力排名中靠前的国家，说明近年来中国实施创新驱动发
展战略取得了明显成效，有力提升了国家创新竞争力。

黄皮书：

G20国家创新竞争力排行
中国位居第9

� � � �图为8月25日，园艺工人在杭州市滨江区江南大道街头维护G20主题花坛。 新华社发

� � � �据新华社北京8月25日电 外交部长王毅25日在北京与
来访的阿尔巴尼亚外长布沙蒂共见记者时表示， 从下月开
始， 中国将进入繁忙的“多边外交季”。 中国将主办二十国
集团领导人峰会， 并参与数场重要的地区及全球性多边活
动。 中方将在这些合作机制中进一步发挥积极和建设性作
用， 为推进地区合作进一步深化、 为全球治理进程的完善
发展作出中国的贡献。

王毅：

中国将进入繁忙的“多边外交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