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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峰会召开前夕，世界银行首期

特别提款权（SDR）计价债券在中国成

功发行，这是首只以人民币进行结算的

SDR 债券。在世界经济低迷、国际金

融市场动荡加剧的背景下，这一消息传

递着中国信心，折射出国际金融格局的

深刻变化。展望杭州峰会，从“更高效

的全球经济金融治理”等重点议题，到

制定全球投资政策指导原则、深化国际

金融架构改革等预期成果，都表明全球

经济治理正迎来新的时代契机。

如果说促进增长是 G20 的中心任

务，那么完善治理则是G20的另一面旗

帜。当前，主要经济体走势和政策更趋

分化，贸易保护主义继续抬头，国际经济

贸易规则加速演变，碎片化和无序化的

问题日益凸显。作为全球经济治理主

要平台，二十国集团能否凝聚共识、协调

一致、共同行动，影响世界经济的未来。

把握大势谋大事，从危机应对向长效治

理机制转变，议题从短期问题向深层次

和长期性问题延伸，二十国集团的发展

转型已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

2013年以来，从圣彼得堡到布里斯

班再到安塔利亚，习近平主席连续3次出

席G20领导人峰会，提出“共同维护和发

展开放型世界经济”“建设公平公正、包容

有序的国际金融体系”“构建创新、活力、联

动、包容的世界经济”等一系列中国主张、

中国方案，为改善全球经济治理、促进合

作与发展指明正确方向。把脉世界经济，

共商发展大计，即将开幕的杭州峰会将为

全球经济治理擘画新蓝图，在G20发展进

程中留下深刻的中国印记。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中华文

明兼善包容的处世之道与当今世界合

作共赢的时代潮流相互激荡，使得共商

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理念、公平公正的

价值追求赢得广泛共识。目前，新兴经

济体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超过 50%。

然而，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在国际

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机

构中的代表性不够、发言权过低。这种

不平等、不平衡现象，不利于抵御风险、

共同发展。有鉴于此，杭州峰会在完善

全球经济金融治理的议题设置中，把重

点锁定为增强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

家的代表性和发言权，提高世界经济抗风

险能力；在峰会筹办过程中，中国与130多

个发展中国家广泛对话，海纳百川的开放

姿态将打造发展中国家参与最多、代表性

最强的一次G20峰会……

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中国既是促进

派，又是实干家。近年来，从不断推进

“一带一路”建设，到发起成立亚投行和

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出资设立丝路基

金，一系列具有中国特色的公共产品为

全球治理注入动力、激发活力。担任

G20主席国以来，中国联合各方成功重

启沉寂多年的国际金融架构工作组，启

动了全球金融治理框架改革，首次将绿

色金融列为峰会议题，就帮助发展中国

家和中小企业融入全球价值链达成重

要共识……这些务实行动见证着中国

的大国担当，诠释了行胜于言、兼济天下

的中国贡献，使人们对全球经济金融治

理的“杭州共识”充满信心与期待。

“未能抛得杭州去，一半勾留是此

湖。”西子湖畔，散发人间天堂的魅力，也

涌动创新发展的活力。让我们顺势而

为、共襄盛举，以杭州峰会点亮全球经济

治理之灯，烛照世界经济增长之路，开创

人类发展进步的新天地。

（据新华社北京9月1日电）

□本报记者 屈晓妍

听见夏天的离开，披上初秋的艳
阳，这座历史悠久的古城，正盛装等待
着一场与世界的遇见。

与G20不同，我与杭州的每次相
遇，都是久别重逢。

第一次“相遇”，我还在母亲的肚
子里。彼时的她，正和父亲相偕游玩
西子湖畔。

第二次相遇，自己已经是一个初长
成的少女，那时的杭州，征服我的是小
家碧玉的曼妙。毕竟多年来，她就像是
一个面容姣好的小姑娘，默默做着国际
大都市上海背后的“女人”。

第三次相遇就在去年，参加报社
“留守娃千里寻亲”的采访，看着见完
父母便马上要别离归去的孩子们撕心
裂肺的样子，那一刻，我几乎要讨厌起
这个城市来。

第四次相遇便在此时。这次过来，
似乎“正式”得多，连空气里都飘着浓浓
的“G20味儿”——毕竟在西子湖畔聚
集的满座高朋，代表了全球 70%的人
口、80%的贸易和90%的经济总量。

西湖之约，全球瞩目。与前几次相
遇的感觉迥然相异，她绽放着自己，身
披华服，盛装敷面，满目的光彩让我怦
然心动。

而这样盛大而庄重的展示，似曾
相识。在我来的地方，郑州，去年年
底的上合总理会期间，也是如此郑重
其事。只不过彼时的郑州在国际舞
台上是芳华初绽、巧笑嫣然，而此时
的杭州在世人眼里是娴熟练达、身姿
款款。

为什么G20选中杭州？也许答案
就藏在飞一样的网速里，藏在因发达的
电子支付而无比方便的日常采购中，藏
进了志愿者们清新婉约的微笑，藏进了
极具南方风格，温婉而不动声色、细致
而无微不至的安保里。

接下来，我们将用数日的时间来详
细体味和探索。毕竟这里有着悠长的历
史，比《春秋》年长，比《诗经》内敛，比老庄
旖旎，比孔孟耐看。既有传统文化珠藏
玉蕴的功底，又有现代文明活力创新的
气质。

我们在“浙”里，仰望着中国，注视
着杭州，思索着家乡。③4

新华社杭州 9月 1 日电 2016
年二十国集团工商界活动（B20）主
席、中国贸促会会长姜增伟 1日宣
布，与G20杭州峰会背靠背举行的
B20峰会目前已准备就绪，将在9月
3日下午开幕，9月4日中午闭幕。

姜增伟今天在G20新闻中心就
B20举行专场发布会，这也是新闻
中心开张以来的首场新闻发布会。

此前，中国外交部宣布，中国国
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B20峰会开幕
式并发表主旨演讲。姜增伟说，阿根
廷、南非、土耳其、澳大利亚和加拿大

等五国领导人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
织、世界银行、世贸组织等重要国际组
织负责人也将出席峰会，与工商界代
表同台交流。

姜增伟说，此次峰会规格高、规
模大、活动多，吸引全球工商界代表
800多人，来自32个国家和地区，26
个国际组织。参会企业中，共有世
界500强140多家、中国企业500强
100多家。

“可以看出，各国工商界都希望
借助B20平台充分交流，深度参与
全球经济治理。”姜增伟说。

作为 G20 机制的重要配套活
动，B20是各国工商界参与全球经
济治理和推动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
平台。B20通过举办议题工作组会
议和峰会活动，汇集国际工商界意
见、形成政策建议报告，向G20峰会
提交，供G20成员领导人决策参考。

姜增伟介绍，除了开幕式，这次
峰会还包括《2016年 B20政策建议
报告》发布、四场专题研讨、G20配
套活动专场会议、闭幕式等环节。
闭幕式上，B20主办权将正式移交
给德国B20团队。

□本报记者 栾姗 屈晓妍

柳永在《望海潮·东南形胜》中
描绘到：“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
自古繁华”；历史上的杭州，曾被马
可·波罗赞叹是“世界上最美丽华贵
之天城”。

这就是杭州，关乎世界经济走
向的G20峰会将在这座“天堂之城”
举行。

“为什么是杭州？”这个问题被
追问了无数遍，一如上合会议去年
在郑州举行，带给了人们诸多的惊
叹。9月1日，本报特派记者赴杭州
采访 G20 峰会，感受这座“颜值城
市”的气质和担当。

气质杭州：一个没有
“验票口”的城市

从杭州萧山国际机场候机厅出
来，迎面看到的就是西湖“曲院风
荷”的塑雕小品：轻舟短棹西湖好，
绿水逶迤，芳草长堤……“我们是来
杭州玩的。”机场大巴车上，游客们
尽管地域口音不同，但言语之中都
充满了期待。

当国内很多景区靠着门票收入
来提升旅游消费时，这里机场问询
处的阿姨却豪气地说：“我们的西
湖景区免费游玩。”当行人在车水
马龙中小心过路时，这里的出租车
司机自信地说：“遇到斑马线，我们
的司机都会让行。”当街上的公交
乘客太多时，酒店服务员会大气地
说：“我们有公共自行车让您免费
骑！”

漫步杭州，这里宁静闲适、优雅
恬美，一步一景满城皆画，一行一业
都有故事。她给人最直观的印象
是，整个城市就是一个没有“验票
口”的5A级景区。

担当杭州：一个不带
现金出门的城市

不带现金，只带一部手机出门，
哪座城市能让你生活得更好？答案
是杭州。

“张克仙（一位顾客）：10年前，
办事基本靠带着包到处跑，现在都
能用手机搞定，包都不用带。”杭州
萧山国际机场的客流通道内，蚂蚁
金服、阿里云的广告，用生动的事例

告诉人们，每个人都可以享受“互联
网+”的美好生活。

全球最大的电子商务公司阿里
巴巴，在这里生根成长，赋予了杭州
最具经济活力城市、最佳商业城市
两张“新名片”。杭州有遍布全市的
借用借还网络，凭芝麻信用分免费
借雨伞、借充电宝；杭州也有遍布全
市的支付网络，酒店、商场里各类品
牌的二维码星罗棋布，小至购买一
份小笼汤包、一瓶矿泉水，都可以扫
码购买。凭借着阿里巴巴和蚂蚁金
服，杭州一跃成为全球最大的移动
支付之城。

有数据统计，杭州聚集了中国
超过三分之一的电子商务网站，电
子支付、云计算、网络营销、信息技
术、运营服务……未来的世界经济
发展趋势，在这里尽情展现。

“阿里巴巴总部，每天都快被人
踏破门槛啦，人多得不得了。”杭州
人骄傲地说，脸上洋溢出的略带“抱
怨”的自豪感，与郑州人在谈起中欧
班列（郑州）和河南保税物流中心时
的神情如此相仿。两座不甘平庸的
千年古城，都这样吸引着世界的目
光。③7

□本报记者 栾姗 屈晓妍

G20峰会主题确定为“构建创新、
活力、联动、包容的世界经济”。逛着
西湖、喝着龙井、用着支付宝的杭州
人，在“传统”与“未来”的对话中，体会
着这座城市的“G20精神”。

创新。西湖免票、公共自行车、
G20峰会的“七天长假”……一向被视
为温文尔雅的杭州，一次次在城市管
理中创新，不流连于客套的形式，而是
实实在在地用温度去关注、关爱每个
在城市中生活的人，哪怕是一名匆匆
而过的游客。

活力。外地人来杭州，定会买些
丝绸制品带回去作为礼物；七八岁的
孩童，在各个琴馆跟着老师学习古琴；
风雅之人一定会去刻一枚专属自己的
印章；东坡肉，可能是游客最喜欢的一

道杭州菜。历史，不仅仅是过去的事，
对推动今天的新发展、新进步，有着无
穷无尽的活力。

联动。南宋定都临安后，杭州的
运河更为重要，往苏州、常州、嘉兴有
大运河，往湖州下塘有运河，与临安、
余杭诸县有余杭塘运河，到浙东有浙
东运河，去衢州、金华有钱塘江——四
通八达的水网拱卫着古都，也带来了
丰厚的财赋。杭州有此荣耀，因为杭
州有运河。

包容。杭州的包容体现在“融”，无
论是在此工作的国际人士，还是为生计
打拼的外来务工人员，或者是为梦想奋
斗的创业者，都能在这里感受到家的温
暖；杭州的包容体现在“和”，西湖边呆
萌小松鼠的肆意、钱江冲浪的激情、街
巷无处不在的人文雕塑等，都在诠释着
宜居杭州人与自然统一的理念。③7

共同担当，
开启全球经济治理新航程

遇 见

杭州人眼中的“G20精神”

“颜值城市”亮出“气质担当”

发展中国家参与最多

●东盟主席国老挝、非盟主席国乍
得、非洲发展新伙伴计划主席国塞内加
尔、77国集团主席国泰国以及哈萨克斯
坦、埃及……这些发展中国家领导人都
受邀与会。杭州峰会，成为G20历史上
发展中国家参与最多、代表性最广泛的
一次峰会。

●G20工商界活动（B20）设置了
“金融促增长”“贸易投资”“基础设施”
“中小企业发展”“就业”“反腐败”六大议
题，成立了由全球533位工商企业、商协
会、国际机构和智库代表组成的5个议
题工作组，并组织举办了反腐败论坛。

反腐败“天网”越织越牢

看点五

●推动G20制定追逃追赃高级别
原则、设立追逃追赃研究中心、制定反腐
败 2017—2018 年行动计划……在中
国的推动下，反腐败议题将成为今年
G20峰会的重点之一。

●杭州峰会的预期成果之一，是构
建原则、机制、行动“三位一体”的反腐败
格局。

工商“大咖”关注哪些话题

●G20工商峰会（B20峰会）将于
３日至４日举行。习近平主席将出席开
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

●９月４日至５日的G20领导人
峰会，习近平主席将主持欢迎仪式、开
幕式、五个阶段会议、闭幕式等十余场
活动。会后，习近平主席将出席记者
会。

●习近平主席将出席金砖国家领导
人非正式会晤并发表重要讲话。

习主席“杭州时间”安排
看点一

●各方将围绕“加强政策协调、创新
增长方式”“更高效的全球经济金融治
理”“强劲的国际贸易和投资”“包容和联
动式发展”“影响世界经济的其他突出问
题”等重点议题展开讨论。

杭州峰会有哪些新意

看点三

●20位G20成员领导人、8位嘉宾
国领导人、７位国际组织负责人将密集开
展双边和多边外交活动。

●中美元首将在峰会期间举行会晤。
●杭州峰会外交舞台将见证多个

“第一次”。巴西总统特梅尔、加拿大总
理特鲁多、英国首相特雷莎·梅等就任现
职后首次来华。

与会政要的外交活动

G20杭州峰会六大看点

汇聚800多全球工商精英

B20杭州峰会准备就绪

走马观花看杭州

举世瞩目中，二十国集团（G20）领导人第十一次峰会即将在中国杭州拉开帷幕。首次在中国举办的

G20峰会，有哪些事引人关注？记者梳理出G20杭州峰会六大看点，供你先睹为快。

看点二

看点四

看点六

8月27日，在杭州市西湖南山路，一个小朋友骑车从G20宣传画前经过。 新华社发

制图/张焱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