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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引领世界经济稳健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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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日举行的2017年中

国发展高层论坛，吸引了包

括70多位全球500强企业

“掌门人”、30多位国际机构

负责人和全球知名学者在

内的600多位嘉宾齐聚北

京，聚焦2017年中国与世界

如何深度互动。

■信心
为世界经济消减不确

定性

“连续14年参加中国发

展高层论坛，每年都会讨论

面临的挑战和困难。 但这

次，我们面临的挑战真的很

严峻，超出预期。”经合组织

（OECD）幕僚长加芙列拉·

拉莫斯的这番话，道出全球

的担忧和关切。

“新兴市场依然是支

撑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

擎，贡献率超过70%，尤其

是中国、 印度等亚洲国家

将继续引领全球经济稳健

前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副总裁张涛说。

2016年，中国经济增长

6.7%，增速虽比以前放缓，但

依旧是世界经济增长的“稳

定之锚”。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诺

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迈克尔·

斯宾塞说，过去也有一些国

家取得像中国这样的成绩，

但经济规模要比中国小得

多。“中国经济能够保持将近

7%的增速是非常了不起

的。”

2017年， 中国确定了

国内生产总值增长6.5%左

右的目标。 从开年前两个

月的经济数据看， 经济延

续了缓中趋稳、 稳中向好

的发展势头， 向世界经济

传递出更多信心。

论坛主席、 国务院发

展研究中心主任李伟评价

说， 中国经济稳的因素不

断积累，“L”型增长有望进

入下半程，从“降速”阶段

转向“提质”阶段。

不少与会嘉宾表示，在

不确定、不稳定因素增多的

世界经济环境下，中国经济

的稳定发展，将成为全球经

济穿越不确定性，走出“低

增长困境”的重要力量。

“中国正从世界工厂

向世界市场转型， 将持续

提升全球市场需求。”国务

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王

一鸣说， 中国持续加大创

新投入和人力资本投资，

将深化全球价值链分工。

中国企业扩大对外投资，

也将为投资对象国创造更

多就业机会。

■动力
创新与变革引领世界

经济转型

实现人机互动的智能

机器人、支撑摩拜单车的智

能云、具有高速巡航能力飞

机的模型……论坛同步举

行的创新前沿展上，多家国

内外企业展现的创新技术，

折射全球经济发展新动向。

在全球探寻走出经济

低迷路径的背景下， 中国

的转型实践对自身及其他

各国都具有重要意义。

“当前全球政治经济领

域的不确定性是长期结构

性失衡的结果，要穿越不确

定性，不能靠孤立主义，也不

能靠贸易战，根本之道在于

深化结构改革。”王一鸣说。

需求不足是世界经济

复苏乏力的重要因素，而需

求潜力最大的市场在中国。

按购买力平价计算，

中国2006年的消费额仅占

全球消费总额的6.6%，但

到2015年这一数字已经上

升至15%。2016年， 消费对

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

64.6%，服务业占GDP的比

重超过“半壁江山”。

“我们在中国的发展起

步于三年前，去年销售已经

实现翻番。” 谈到在中国市

场的快速发展，特斯拉汽车

公司全球总裁乔·麦克尼尔

语气中充满自豪。

伴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的推进， 提高经济增长的质

量和效益正成为中国发展的

“主旋律”，这得益于近年来中

国创新投入的持续增加。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

2016年中国全社会研发投

入 占 GDP 比 重 已 达 到

2.08%。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

明确提出，2017年中国要进

一步提升科技创新能力，包

括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改革，

广聚天下英才。

“我们计划在上海和苏

州再建两个研发中心，以配

合现有的北京、深圳研发中

心。”苹果公司首席执行官蒂

姆·库克感叹说， 无论是应

用开发、设计创意还是制造

工业领域，中国都人才济济。

“中国去年减少的钢

铁产能和2017年计划减少

的产能加起来， 相当于巴

西全国的产能。”巴西淡水

河谷公司总裁、 首席执行

官费慕礼说， 过去两年全

球矿业经历了最困难的时

期， 中国进行结构性调整

应对挑战，并已初见成效。

“我们很关注中国下

一步怎样推进改革。”友

保险集团首席投资总监马

克·科宁说，在中国经济再

平衡的过程中，金融、社会

保障等领域的改革至关重

要， 将确保经济增长成果

惠及整个社会。

■担当
融入更公平包容的全

球化

全球经济连续8年低

速增长，部分群体尤其是蓝

领工人受到冲击，各种社会

矛盾凸显……当下，是让全

球化刹车？开倒车？还是推

动全球化继续前进？

“将当前世界出现的

问题完全归咎于全球化，

是片面的。” 王一鸣说，从

更长时间来看， 全球化带

动了全球繁荣、 科技进步

和生产力发展。

在中国社科院原副院

长李扬看来，推进全球化，

需要重新寻找国内发展和

全球发展的协调机制。中

国引领的全球化将打造一

个全新的格局， 旨在惠及

更多的国家和人民。

预计未来5年， 中国将

进口8万亿美元的商品，吸收

6000亿美元的外来投资，对

外投资总额将达到7500亿

美元，出境旅游将达到7亿人

次。这将为世界各国提供更

广阔市场、更充足资本、更丰

富产品、更宝贵合作契机。

“不管世界出现怎样的

民粹主义、保守主义和贸易

保护主义，中国改革开放的

大门都是敞开的。” 商务部

副部长王受文表示，中国将

坚定扩大开放，积极地参与

国际经济的合作。

“美国如果脱离全球

化进程，风险将很高，中国

也一样。”美国前贸易代表

巴尔舍夫斯基强调，“中美

两国都肩负责任， 要保证

世界市场的开放， 并建立

一个互利共赢的双边关

系。”

（据新华社报道）

18条大招激发社会领域投资活力

国务院办公厅16日对

外公布《关于进一步激发

社会领域投资活力的意

见》，提出深化社会领域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 进一步

激发医疗、养老、教育、文

化、 体育等社会领域投资

活力。 记者从中梳理了18

条“实招”“大招”。

扎实有效放宽行业准
入

【重点解决医师多点

执业难、纳入医保定点难、

养老机构融资难等问题】

制定社会力量进入医疗、

养老、教育、文化、体育等

领域的具体方案。 改革医

师执业注册办法， 实行医

师按行政区划区域注册，

促进医师有序流动和多点

执业。 建立医师电子注册

制度。医疗、教育、文化等

领域民办机构与公立机构

专业技术人才在职称评审

等方面享有平等待遇。

【制定跨部门全流程

综合审批指引】分别制定医

疗、养老、教育、文化、体育

等机构设置的跨部门全流

程综合审批指引， 推进一

站受理、窗口服务、并联审

批。

【养老服务鼓励公建民

营】制定整合改造闲置资源

发展养老服务工作办法。

推动公办养老机构改革试

点， 将产权归政府所有的

养老服务设施委托企业或

社会组织运营。

【支持社会资本对文

物保护单位和传统村落保

护利用】指导和鼓励文化文

物单位与社会力量深度合

作， 通过知识产权入股等

方式投资设立企业。 探索

大遗址保护单位控制地带

开发利用政策。

【制定体育赛事举办

流程指引】规范体育比赛、

演唱会等大型群众性活动

的各项安保费用。

进一步扩大投融资渠
道

【研究出台社会领域

产业专项债券发行指引】

积极支持相关领域符合条

件的企业发行公司债券、

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

和资产证券化产品， 并探

索发行股债结合型产品进

行融资。 引导社会资本以

政 府 和 社 会 资 本 合 作

（PPP）模式参与医疗机构、

养老服务机构、教育机构、

文化设施、 体育设施建设

运营。

【设立相关产业投资基

金】发挥政府资金引导作

用， 有条件的地方可结合

实际情况设立以社会资本

为主体、 市场化运作的社

会领域相关产业投资基

金。 创新开发有利于社会

领域企业发展的金融产

品， 合理确定还贷周期和

贷款利率。 出台实施商业

银行押品管理指引。

【形成知识产权质押

登记信息汇总公示系统】

形成以互联网为基础、全

国统一的商标权、专利权、

版权等知识产权质押登记

信息汇总公示系统， 推动

社会领域企业以知识产权

为基础开展股权融资。

【支持社会领域企业

用股权质押贷款】推动社会

领域企业用收益权、 应收

账款以及法律和行政法规

规定可以质押的其他财产

权利进行质押贷款。 鼓励

各地通过设立行业风险补

偿金等市场化增信机制，

推动金融机构扩大社会领

域相关产业信贷规模。探

索允许营利性的养老、教

育等社会领域机构以有偿

取得的土地、 设施等财产

进行抵押融资。

落实土地税费政策

【用地指标适当倾斜】

将医疗、养老、教育、文化、

体育等领域用地纳入土地

利用总体规划、 城乡规划

和年度用地计划， 农用地

转用指标、 新增用地指标

分配要适当倾斜。

【鼓励以出让、租赁方

式供应土地】对可以使用划

拨用地的项目， 在用地者

自愿的前提下， 鼓励以出

让、租赁方式供应土地，支

持市、 县政府以国有建设

用地使用权作价出资或者

入股的方式提供土地，与

社会资本共同投资建设。

支持实行长期租赁、 先租

后让、 租让结合的土地供

应方式。

【制定公共服务项目

基准地价】市、县级人民政

府依法评估并合理确定医

疗、养老、教育、文化、体育

等领域公共服务项目的出

让底价。

【制定闲置校园校舍

综合利用方案】企业将旧厂

房、仓库改造成文化创意、

健身休闲场所的， 可实行

在五年内继续按原用途和

土地权利类型使用土地的

过渡期政策。

【落实水电气热等同

价政策】落实非公立医疗、

教育等机构享有与公立医

院、 学校用水电气热等同

价政策， 落实民办的公共

文化服务机构、 文化创意

和设计服务企业用水电气

热与工业同价政策， 落实

大众健身休闲企业用水电

气热价格不高于一般工业

标准政策。

促进融合创新发展

【制定医养结合管理

和服务规范】制定城市马拉

松办赛指南、 汽车露营活

动指南、 户外徒步组织规

范、 文化自然遗产保护和

利用指南。 实施文化旅游

精品示范工程、 体育医疗

康复产业发展行动计划。

【支持社会力量举办

规范的中医养生保健机

构】鼓励中医医疗机构发挥

自身技术人才等资源优

势， 为中医养生保健机构

规范发展提供支持。 开展

中医特色健康管理。

【加快推行面向养老

机构的远程医疗服务试

点】推进“互联网+”益民服

务，发展壮大在线教育、在

线健身休闲等平台。

加强监管优化服务

【建立黑名单制度和

退出机制】建立医疗、养老、

教育、文化、体育等机构及

从业人员黑名单制度和退

出机制， 年内取得重点突

破。将医疗、养老、教育、文

化、体育等机构及从业人员

信用记录纳入全国信用信

息共享平台， 建立健全跨

地区跨行业信用奖惩联动

机制。

（据新华社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