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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3日至24日，2016年第三次二十国集
团（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在成都举行。财
政部部长楼继伟和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
共同主持会议。

此次会议是G20杭州峰会前的最后一次财
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会议主要讨论了当前全球经
济形势、“强劲、可持续和平衡增长框架”、国际金
融架构、投资和基础设施、金融部门改革、国际税
收合作、绿色金融、气候资金、反恐融资等议题，
核准了各议题下的主要成果，并发表了会议公
报，为杭州G20峰会做好了财金成果准备。

核准G20深化结构性改革议程

本次会议核准了G20深化结构性改革议
程，在4月确定的结构性改革九大优先领域基础
上，制定了结构性改革的指导原则，并通过了一
套监测和评估结构性改革进展的指标体系。会
议指出G20在落实增长战略方面已取得新的进
展，将在杭州峰会前完成增长战略更新和问责
报告。会议承诺采取进一步行动重振全球贸易
和提升投资，致力于减少过度的失衡，并在追求
经济增长的过程中促进更多的包容性。

会议欢迎11家多边开发银行在《支持基础
设施投资行动的联合愿景声明》中做出的量化
目标等承诺，宣布成立全球基础设施互联互通
联盟，核准了《G20/OECD基础设施和中小企
业融资工具多元化政策指南文件》。会议支持
有 效 落 实《G20/OECD 公 司 治 理 原 则》和

《G20/OECD中小企业融资高级原则》。
会议核准了国际金融架构（IFA）工作组关

于进一步完善国际金融架构的建议，承诺进一
步加强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为核心的
全球金融安全网。会议期待IMF在2017年年会
前完成第15次份额总检查，包括形成一个新的
份额公式，并支持世界银行集团按照达成一致
的路线图和时间表实施股份审议。

会议指出，近期市场动荡和不确定性再次
凸显了建立开放且具抗风险能力的金融体系
的重要性，继续承诺完成监管框架中剩余的核
心工作，以及及时、全面和一致地落实已议定
的金融改革。会议核准了《G20数字普惠金融
高级原则》、《G20普惠金融指标体系升级版》
和《G20中小企业融资行动计划落实框架》。会
议呼吁所有相关国家和辖区承诺实施税基侵
蚀和利润转移（BEPS）并平等参与包容性框
架，核准了OECD提交的识别税收透明度不合
作辖区的客观标准。会议认识到促进增长的税
收政策和税收确定性的重要性，并要求OECD
和IMF开展后续相关工作。

继续采取所有政策工具促增长

楼继伟指出，全球低增长已经成为新常
态，并成为很多问题的根源，将加剧经济社会
矛盾。在这种形势下，G20各国有必要加强合
作，重申G20上海会议的共识，继续采取财政、
货币政策和结构性改革等所有政策工具，增强

信心，促进增长。一是需求管理政策仍然重要。
要实施更多增长友好型的财政政策，有财政空
间的国家要加大财政支出力度。二是要通过结
构性改革应对低增长态势。发达经济体要继续
提高劳动力市场弹性，促进投资和生产率增
长；新兴经济体应增强经济韧性，放松管制，促
进竞争，推进金融部门改革。三是要继续支持
经济全球化进程，反对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
克制使用限制性贸易措施。四是有关国家要积
极应对现实挑战，希望英国与欧盟积极构建密
切的伙伴关系，对外传递积极信号，稳定市场
对其经济前景的预期。

今年上半年，中国GDP增长6.7%，各项主要
指标符合预期。结构调整取得重要进展，经济增长
质量不断提高。服务业占GDP比重达到54.1%；最
终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率达到73.4%；内需对
GDP的贡献率提高到110.4%。单位GDP能耗同比
下降5.2%。特别是就业保持基本稳定，今年上半年
达717万人。中国经济依然是世界经济的“动力源”
和“稳定锚”。2015年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
接近30%，预计今年仍将保持较高水平。

在楼继伟看来，今年G20在结构性改革的道
路上迈出了新的重要一步，初步建立了一个框架，
为G20深化结构性改革提供了政策参考以及衡量
手段，并提高各方改革行动的协调性和有效性。

下一步继续推动普惠金融发展

周小川表示，英国“脱欧”公投后，中国经

济运行面临的外部环境更加复杂。中国政府保
持宏观经济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同时着力
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也是解决过剩产能
等结构性问题的必由之路。目前，人民币汇率
对一篮子货币保持基本稳定，市场信心进一步
稳固。未来，中国将继续完善以市场供求为基
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的人民币汇率形
成机制，不断提高政策规则性和透明度，加强
与市场沟通。

在周小川看来，国际金融架构工作组重启
以来，各项工作取得显著进展。G20应继续推
进IMF第15次份额总检查，进一步提高新兴市
场和发展中国家的份额占比。应继续推动主权
债券纳入加强的合同条款，欢迎巴黎俱乐部将
成员扩展至更多新兴债权国。呼吁区域金融安
排与IMF进行更多合作，并不断完善IMF贷款
工具。同时，应扩大SDR的使用，人民银行已经
发布了以SDR作为报告货币的外汇储备、国际
收支和国际投资头寸数据，正在研究发行SDR
债券的可能性。

周小川表示，G20应继续致力于构建更加
开放、强劲和有韧性的金融体系，包括继续推
进全球金融部门改革进程，推动总结和提炼
宏观审慎框架和工具方面的经验，并推动加
强对金融市场基础设施的监管。他指出，今年
G20在发展数字普惠金融以及普惠金融的指
标与数据方面取得了积极进展，下一步应继
续推动普惠金融发展，让经济增长成果惠及
所有人群。 成都商报记者 叶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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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20财经“大咖”评说中国经济热点

“尽管经济转型和改革带来诸多挑
战，但中国经济中长期前景是光明的，
我们对此充满信心。”国际货币基金组
织（IMF）总裁拉加德如是说。

IMF在7月19日发布的《世界经济
展望》最新预测中，将今明两年世界经
济增速的预测分别较4月份预测值下调
0.1个百分点，但却将中国今年的经济
增长预期提高0.1个百分点至6.6%，并
维持明年增长预期不变。一降一升显示
出全球经济走弱背景下，中国经济企稳
难能可贵。

中国经济企稳
获广泛“点赞”

在看好中国经济前景的同时，不少
与会嘉宾也坦言中国经济转型的道路
并不平坦，一些风险挑战值得警惕。

“中国需要采取措施应对短期风
险，其中包括不断高企的企业债务水
平。”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秘
书长古里亚发出如此警示。

“虽然一些企业债务率高并发生违
约，但中国没有爆发系统性、区域性债
务风险。”中国财政部部长楼继伟说，中
国对这些问题实施宏观审慎管理举措，
重点要做好风险的及早防范。

短期金融风险
受到警示

数据显示，今年以来，人民币兑美
元汇率出现明显下跌。虽然面临挑战，
人民币国际化的发展前景依然被与会
人士看好。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张涛表
示，今年10月，人民币会正式加入特别
提款权货币篮子（SDR），这将会给人
民币带来新的发展机遇。

“人民币的国际化正在路上。”拉
加德说，越来越多跨境贸易和投资在
用人民币计价，这种趋势仍将持续，并
将伴随着中国经济良好的发展前景，
不断推进。

人民币国际化
在考验中前行

此次G20成都会议上，世界主要经
济体共同呼吁采取有效措施应对产能
过剩日趋全球化。中国正积极稳妥地推
进去产能，这份大国担当也得到国际社
会认可。

“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结构性改革的
引领者。”拉加德表示，中国正在经历的
去产能以及经济转型尽管有挑战很痛
苦，但这符合各国广泛的利益需求，相
信转型升级将推动中国继续引领世界
经济前行，让全世界人民受益。

（新华社）

产能过剩日趋全球化
需集体应对

24日,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与会代表在成都合影 新华社发

昨日下午，在越南举行
的第27届国际生物学奥林匹
克（IBO）战绩出炉。成都七
中学子茅傲岳以全世界第六
的综合排名，斩获奥赛金牌。
在采访中，成都商报记者获
悉在比赛时，还有一个小插
曲，这名金牌得主竟然未能
拿到竞赛的完整题目。

茅傲岳说：“竞赛时，老
师把完整的竞赛题目翻译好
交给越南工作人员后，对方
出了一点纰漏：竞赛题目再
转给我们时漏掉了一道25分
的题目。”但即便未能获得完
整题目，茅傲岳说，自己和团
队成员仅看到答题卡，推测
已知道少给一题，随后，按照
经验推断出了该题目的部分
答案，最终斩获金牌。

记者从成都七中奥赛生
物教练文宗老师处获悉，茅
傲岳是成都七中历史上第六
名获得生物奥赛国际金牌的
学生，目前已被保送北京大
学。“要说老师评价，包括茅
傲岳在内的六名金牌得主都
是很有主见的孩子。而我对
茅傲岳印象最深的特点是冷
静”。而在比赛后，茅傲岳和
自己的中国队友披着五星红
旗在现场拍照留念。茅傲岳
说，这枚金牌只有一半属于
自己，而另外一半则属于父
母、老师以及很多帮助过自己
的人。 成都商报记者 梁梁

少拿1道题
成都七中学子
照样斩获

国际奥赛金牌

倒在值班室
7月20日，郫县团结派出所刑侦民警

刘海涛与同事处理了22个警情，交接班回
到单位后，刘海涛瘫在桌子上，身体慢慢下
滑并呕吐。刘海涛被紧急送往医院，当晚医
院下达《病危病重通知书》

“铁牛”警察累倒值班室 两天超百万网友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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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连轴转
“几天前就不舒服了，但那天早上特别

明显，就想等到执勤结束才去医院看病。”刘
海涛说。在妻子印象中，丈夫连续几天不是
在办案就是在执勤。“进院前一周，刘海涛只
有一次回家吃晚饭。”

茅傲岳获奖后留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