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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张

昨日下午，中国财政部部长楼继伟兴致颇高。尽管日程
紧张，在新闻发布会上，还是安排了近20分钟的答记者问。

楼继伟详细解答了三个问题，涉及财政干预企业违约
风险、G20成员国经济增长和中美促进经济增长政策的异
同。楼继伟表示，目前虽然一些企业债务率比较高，但是没
有系统性、区域性的债务风险报告。

楼继伟三答记者问
财政不轻言干预企业债 但绝非不作为

企业债违约谈
未爆发系统性风险
政府将加强宏观审慎管理

国内企业债务违约问题很容易转
化为银行债务风险，中央财政和各级地
方财政在化解风险过程中将发挥什么
样的作用？

“首先，我想强调的是：目前有些企
业的债务率是比较高，个别企业也发生
了违约问题，但并未爆发系统性或区域
性的债务风险。”第一个问题就颇为尖
锐，不过，楼继伟十分淡定，他表示，当
前，中国企业债务风险并未形成“系统
性”和“区域性”。

在楼继伟看来，只有出现系统性或
区域性债务风险、将对经济造成巨大损
失时，公共财政才需要介入，“财政的钱
都是纳税人的钱，在介入救助前，需要

评估救助措施对纳税人造成的损失有
多大，也就是说，不能轻言干预。”

“但也不是说，政府就不作为。”楼
继伟继续剖析，政府要依法加强宏观审
慎管理，预防风险，尤其是对那些“大而
不能倒”的金融机构，“因为，当他们发
生灾难性风险时，事实上就‘绑架’了政
府，为了经济安全，政府不得不为它们
买单。因此，要及早防范，这也是一种作
为。这方面，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有意思的是，楼继伟在工作人员结
束翻译后，还用英语说了一句话，大意
是在这种情况下，政府会尽力帮助，但
不会兜底，“government all will help，
but bail out。”

关于应对全球经济形势的手段措
施，美方与中方的判断有所差异，如何
看待这种差异？

“我个人认为，美国在促进短期复
苏方面的结构性改革任务少一些。”楼
继伟表示，采取财政、货币和结构性改
革等一切政策工具来提升GDP、推动包
容性增长是 G20 成员的共识，“长期来
看，在推动实现经济包容性方面还有很
多工作要做。”

中美两国在促经济增长方面有哪
些异同？在楼继伟看来，美方更多强调
的是有财政政策空间的国家要采取更
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同时，美方也强调
要从需求和供给两方面采取措施，只是
侧重点更多放在需求层面，“中方同样

认为，应从需求和供给两个方面发力，
包括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
币政策，特别是积极的财政政策要配合
结构性改革进程。”

“中国经济的主要矛盾在供给侧，
重点是积极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楼继伟表示，尽管每个国家在需求和供
给层面的侧重点不太一样，但大家对于
积极推进结构性改革，尤其是提升结构
性改革指标体系中的劳动生产率是有
共识的。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各国的劳
动生产率都在下降，改革的结果就是要
提升劳动生产率。当前全球经济复苏乏
力，不确定性增大，这使得大家更容易
形成共识。

成都商报记者 叶燕

经济增长谈
与G20成员国达成共识
努力实现G20整体GDP额外增长2%

2014年布里斯班峰会提出，到2018
年使 G20 整体 GDP 额外增长 2%的目
标，目前时间已经过半，G20各国将如何
推动目标如期实现？

记者话音刚落，楼继伟便忍不住笑
了起来，“我们这几天也在讨论，自己也
有点尴尬。”

“总体认为，实现布里斯班峰会提
出的目标并不是大问题，但仍然需要作
出很多努力。”楼继伟随即正色解释，因
为2%的目标是“额外”增长2%，“额外”
就涉及基准问题。

据悉，2014年的G20领导人布里斯
班峰会公报中提出，“我们制定了一个
富有雄心的目标，即到2018年前使G20
整体GDP额外增长2%以上。国际货币

基金组织和经合组织研究表明，如果我
们的政策承诺全部落实，G20GDP将额
外增长2.1%。这将为全球经济创造超过
2万亿美元财富，并增加数百万就业岗
位。”

“布里斯班峰会以来，经济形势发
生了一些变化。”楼继伟解释，目前，IMF
做了一个“减法”分析，认为目前G20国
家在结构性改革、基础设施投资等方面
已经落实了一些承诺，如果不采取新的
措施，这将使G20GDP到2018年额外增
长1%左右，距离2%的目标还差一半。

“最终各成员国达成共识，大家将
各自采取政策措施，努力实现2%的增长
目标，体现G20成员国的责任与担当。”
楼继伟表示。

全球经济形势谈
推进结构性改革
中国经济的主要矛盾在供给侧

楼继伟谈会议成果
首次就G20结构性改革议程

进行“顶层设计”
昨日下午，2016年第三次G20财长

和央行行长会议主席国新闻发布会在
成都举行。面对上百家中外媒体的镜
头，中国财政部部长楼继伟发布了本次
会议的重大成果。

“本次会议开得很成功，圆满实现
预期目标，并取得很好效果。”楼继伟表
示，成都会议的成功举办，标志着年初
确定的 G20 财金渠道全年各项政策目
标基本如期实现。

楼继伟表示，本次会议主要任务有
两个：一是推动G20各国加强宏观经济

政策协调，共同采取措施促进经济增
长、维护国际金融稳定，为杭州峰会创
造一个良好环境，二是审议并核准G20
财金渠道的主要成果，为杭州峰会做好
财金成果准备。

这是杭州峰会前的最后一次财长
和央行行长会。楼继伟介绍，会议主要
讨论了宏观经济形势、“强劲、可持续、
平衡增长框架”、投资和基础设施、国际
金融架构、金融部门改革，以及绿色金
融、气候资金、反恐融资等议题，并发表
了会议公报。

成果1 做好准备应对英国“脱欧”影响
“第一，会议深入讨论了当前全球

经济形势及面临的风险和挑战，承诺将
采取所有政策工具，以提振信心、促进
经济增长。”楼继伟介绍，会议认为，全
球经济持续复苏，但仍旧弱于预期。经
济环境面临挑战，下行风险持续存在，
突出表现在大宗商品价格波动以及许
多经济体低通胀等，地缘政治、恐怖主
义和难民问题继续使全球经济环境复
杂化。此外，英国公投“脱欧”也增加了
全球经济的不确定性。

针对这一形势，G20各方承诺加强
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积极采取措施增强
信心、促进增长。

具体来说，一方面，将做好准备应

对英国“脱欧”公投可能带来的潜在经
济金融影响。同时希望未来英国成为欧
盟的密切伙伴。

第二，重申上海和华盛顿会议有关
承诺，将各自以及共同使用所有政策工
具，包括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结构性
改革来促进经济增长，并强调了就外汇
市场密切讨论沟通，避免货币竞争性贬
值、反对贸易保护主义。

第三，继续研究必要时可能采取的
适合各国国情的政策措施，以支持增长
和应对潜在风险。本次会议进一步凝聚
了 G20 各方团结应对风险和挑战的共
识，降低了政策不确定性，为杭州峰会
创造了良好的宏观经济政策环境。

成果2 确定了结构性改革的9大优先领域
据介绍，会议审议通过了今年财金

渠道的主要预期成果，取得了很多亮点
和突破，为杭州峰会做了很好的财金成
果准备。

一方面，首次就G20结构性改革议
程进行“顶层设计”。确定了结构性改革
的9大优先领域和48条指导原则，并制
定了衡量结构性改革进展的指标体系。
优先领域包括促进贸易和投资开放、推
动劳动力市场改革、鼓励创新、促进财
政改革等方面，每个领域下包括若干项
指导原则。指标体系包括了劳动生产
率、就业率等在内的12个指标，涵盖了
大多数结构性改革优先领域。

另一方面，提高了G20各国改革行
动的协调性和有效性。在考虑各国国情
和发展阶段差异的基础上，G20就最重

要的改革领域和原则找到了“最大公约
数”，制定了改革优先领域和指导原则，
这将有助于各成员协同推进和落实改
革，最大限度发挥改革的正面溢出效应。

第三，加强了对G20各国改革进展
与成效的监督。G20各国同意根据指标
体系每两年就改革的进展进行一次评
估，评估结果将纳入 G20 问责评估报
告。这将有助于相对客观地衡量各国改
革在经济社会等方面带来的整体效果，
另一方面可较为直观地总结一国结构
性改革各领域的进展和改进方向，并为
下一步改革行动提供参考和指导。

“结构性改革的三个要点，证明了
大家已经认识到结构性改革的重要性。
这种自我加压也体现了责任和担当。”
楼继伟表示。

成果3 中国将设立国际税收政策研究中心
国际税收是 G20 财金渠道的一项

传统议题。“今年以来，我们在落实并深
化已有成果的基础上，取得了新的丰硕
成果，”楼继伟介绍，本次会议建立了实
施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BEPS）项目的
包容性框架，并设立治理实体，初步确
定了工作路线图，共83个国家（地区）已
承诺实施BEPS项目并平等参与框架。

会议还核准了识别不合作辖区的
客观标准，并鼓励尚未签署多边税收行
政互助公约的国家签署该条约。

楼继伟透露，中国将通过设立国际

税收政策研究中心，为支持发展中国家
税收能力建设作出自身贡献。

加强国际金融架构的举措方面，
“2016 年，我们推动 G20 恢复了国际金
融架构工作组，以新兴市场深入融入国
际金融体系并发挥更大作用为主线，推
动国际经济治理改革取得新进展，包括
继续改善关于资本流动的分析和监测，
以及对资本流动过度波动带来风险的
管理。”楼继伟表示，还将进一步加强以
IMF为核心的全球金融安全网。

成都商报记者 叶燕

昨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总裁克里
斯蒂娜·拉加德发表感言，表达对中国、对成都
的感谢，“我要感谢财政部长楼继伟和央行行
长周小川，感谢中国和成都人民的盛情款待和
精心组织。”

“我们的讨论是基于一个合作精神和解决
困难的意愿。”拉加德表示，在此次会议上，众
多参会国达成共识，在国家和国家之间，需要
做更多的是，分享经济增长和经济开放的好
处。“我注意到，G20成员国正在采取行动，以
促进信心和支持增长。”拉加德鼓励成员国所
有政策工具——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结构性
调整，来实现强劲、可持续、平衡和包容性增
长，“结构性改革是特别重要的，因为最近国际
货币基金组织的工作表明，精心设计的结构性
改革可以提高短期和长期的增长，更具包容
性。进一步的贸易自由化也是至关重要的，以
促进全球生产力增长，同时采取措施，以确保
贸易收益被广泛共享。”

“政策应该促进经济持续增长，不应只专
注短期改善，这样才能让世界摆脱平庸的现
状，很多国家的研发投入很低。”在23日，拉加
德就曾表示。

“G20成员国还强调了进一步加强国际金
融架构。”拉加德介绍，IMF组织构建了全球金
融安全网，让国际金融变得更加的安全。

成都商报记者 叶燕

IMF总裁拉加德：
感谢成都人民

盛情款待和精心组织

嘉宾们昨日在香格里拉酒店川菜
展示区了解了川菜文化。三大炮、钟水
饺、龙抄手、牛肉干、火锅、盖碗茶……
川菜大厨们把厨房移到了展示区，从原
材料、佐料的加工到美食制作、烹饪，都
是现场展示，这让很多外国嘉宾产生了
浓厚的兴趣。

“砰”、“砰”、“砰”，很多外国嘉宾被
美食“三大炮”的声音吸引，纷纷围上来
了解这种美食的来源和做法，还有几位
嘉宾直接现场学习体验制作过程。看到
现场有食品工艺师用萝卜制作美食艺
术品，有外国嘉宾还要求与食品工艺师
合影。

看过了熊猫，品尝了美味的川菜，
嘉宾们纷纷表示，成都真是太有魅力
了，“确实是最佳旅游目的地”，他们还
会再来成都的。

成都商报记者 韩利 摄影报道

一位嘉宾现场学习体验“三大炮”制作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