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02 要闻 2017年6月28日星期三
责任编辑谢彦宁 美术编辑施伟杰

联系我们 qnbyw@163.com

[解读]

27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
强在2017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
幕式上发表致辞，传递出中国声
音：中国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
是世界范围内包容性增长的积
极实践者。

中国经济走势如何？
保持中高速

2017年中国经济发展将至
半程，走势如何？

针对外界关注，李克强给出
答案——

“中国经济延续了稳中向好的
发展态势，各项主要经济指标持续
向好”；

“确保经济运行在合理区
间，保持中高速增长，迈向中高
端水平”；

……
在世界经济复苏的动力仍

然不足、结构性问题更加凸显、
地缘政治风险有所上升的背景
下，中国经济保持住了稳定性。

从统计数据看：进入 2017
年，中国经济一季度增长6.9%，创
出近6个季度的最高增速，实现良
好开局；进入二季度，继续保持向
好态势，特别是服务业、最终消费
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
61.7%、77.2%，显示结构升级、动
力转换的趋势正在加快。

值得关注的是，尽管近年来
经济增速有所放缓，但中国经济
释放出巨大的就业容纳能力。5
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和31
个大城市的城镇调查失业率均
在5%以下。

如何解决发展公平性？
积极实践包容性增长

新一轮工业革命为各国带
来无限机遇，但如何实现经济、
社会的普惠式发展，解决公平性
问题，世界与中国都在实践。

“中国是包容性增长的积极
实践者。”李克强说。

过去几年，中国城镇每年新
增就业超1300万人，城镇调查失
业率保持在5%左右，在国际权威
机构发布的对多项发展指标的
综合评价中，将中国的就业表现
列为世界第一；

过去30多年，中国有7亿多
人口摆脱贫困，目前还在继续推

进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到2020
年要使剩余的4000多万农村贫
困人口实现脱贫；

中国曾经有1亿多人生活在
城镇棚户区，过去8年改造了3000
多万套房屋，让8000多万居民住
上了新楼房，相当于一个较大国家
的人口总量；

……
中国经济之所以能保持稳

中向好的发展态势，一个重要原
因就是包容性不断增强，这也为
世界提供了经验。

与以往的工业革命相比，在
以网络化、数字化、智能化为代表
的新一轮工业革命中实现包容性
增长，具有更大可能性。因为新技
术创造了大量新供给和新需求，大
大拓展了发展空间，也给各方带来
更多平等参与的机会。

日本庆应大学副教授神保
谦说，中国网络技术、分享经济
迅速发展，普通百姓日常生活越
来越多和新经济联系在一起，生
活更加便利。

经济转型新动能来自哪里？
“双创”走向纵深

在扑面而来的新一轮工业
革命浪潮中，中国通过符合国情
的积极实践，厚植社会创业创新
的沃土，取得超出预期成效。

在2014年夏季达沃斯论坛

上，李克强首次提出，要借改革
创新的“东风”，掀起“大众创业”

“草根创业”的浪潮。大众创业、
万众创新成为国家战略之后，在
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股创业创
新的风潮。

从2014年开始，中国每天新
增市场主体4万家，其中新登记
企业1.4万户，企业的活跃度保
持在70%左右。今年5月，中国每
天新登记企业更是达到 1.8 万
户。各种开放共享的平台加速
打造，各类创新主体携手合作，
线上线下良性互动，聚众智、汇
众力，使创业创新的成本更低、
速度更快、效率更高。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和美国
康奈尔大学等刚刚发布的《2017
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也将中
国排名提升3位至第22名，成为
前25位中唯一的中等收入国家。

电子商务、移动支付、共享
单车……这些新产业、新业态、
新模式创造了难以想象的就业
岗位，便利了群众生活，在去年
城镇新增就业中，新动能的贡献
率占70%左右。

中国将如何扩大对外开放？
打造具国际竞争力的营商环境

李克强在致辞中向世界再
次传递强烈信号——中国将继
续积极主动扩大对外开放。中

国政府也将加快出台一系列实
质性的举措，打造具有国际竞争
力的营商环境——

在外商多年来投资且十分
关注的一些领域，放宽外资股比
限制；

在企业登记环节上，试点全
面推开不管是内资还是外资，一
个窗口办事并限时办结；

在一些科技创新政策，符合
WTO规则的扶持政策上，对所有在
中国注册的内外资企业一视同仁；

……
“中国受到海外资本的青

睐，得益于中国市场为跨国公司
提供了巨大商机，中国通过改革
开放、产业升级、出口结构转变
以及‘一带一路’建设等正向全
球跨境投资者们释放多重红
利。”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
投资和企业司司长詹晓宁说。

贸发会议今年 6 月发布的
《2017世界投资报告》显示，2016
年中国是第三大外资流入国，吸
引外资1340亿美元。贸发会议
对全球主要跨国公司的调查结果
显示，中国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全
球第二大受欢迎的投资目的地。

“中国正处在转型升级的通
道，改革红利还没有完全释放，
这是对外商的最大吸引力。”德
勤会计师事务所中国服务部主
席杨莹说。 据新华社电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6 月 27
日上午在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出
席2017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
式并发表特别致辞。

李克强表示，新一轮工业革
命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孕育兴
起，为各国经济增长提供了强劲
动力，也带来更多平等参与的机
会，有利于实现包容性增长，增
强社会公平性和发展普惠性。
今年年初，习近平主席在世界经
济论坛年会上发表主旨演讲，深
刻阐述了中国坚定支持经济全
球化、维护自由贸易的主张，赢
得国际社会广泛认同。本次论
坛“在第四次工业革命中实现包
容性增长”的主题，具有很强的
现实针对性。

李克强指出，当今时代，推
动包容性增长，必须维护经济全
球化，更好适应并加以引导，维
护多边体制权威性和有效性，促
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同
时改革和完善国际经贸规则，保
障各国在国际经济合作中权利
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各
方要健全讲求效率、注重公平的
制度安排，打造平衡普惠的增长
模式，提供人人平等参与的机
会，努力让所有人分享发展带来
的好处。中方“一带一路”倡议
立足于共商共建共享，是一个包
容发展的大平台，有利于各方在
互利合作中实现联动发展、共赢
发展。

李克强强调，中国是包容性

增长的积极实践者。我们坚持
把就业置于发展优先位置。过
去几年，中国城镇每年新增就业
超过1300万人，城镇调查失业率
保持在5%左右，在国际权威机构
发布的对多项发展指标的综合
评估中，将中国的就业表现列为
世界第一。中国深入实施创新
驱动发展战略，广泛开展大众创
业、万众创新。中国的创业创
新，是社会成员广泛参与的，是
各类主体协同推进的，是人民群
众普遍受益的，拓宽了社会纵向
流动的通道，有力促进了经济转
型升级和竞争力提高。我们不
断提升基本民生保障水平，建立
起覆盖全民的基本养老、基本医
疗、义务教育保障网。瞄准中低

收入人群特别是贫困人口，着力
实施农村脱贫攻坚、城镇棚户区
改造等重大民生工程。中国的
包容性增长，使人民群众生活更
好、更有尊严，使经济社会发展
更有活力，更可持续。

李克强介绍了当前中国经
济形势。他指出，今年以来，中
国经济延续了稳中向好的发展
态势，各项主要经济指标持续向
好，这几年，我们依靠改革开放
创新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实现了
经济增长从过多依赖出口、投资
到更多依靠消费拉动、服务业带
动、内需支撑的重大转变。近
期，多家国际组织和研究机构上
调对中国经济增长的预测值，认
为中国发展新动能不断积聚，经

济再平衡稳步推进，这反映出市
场的乐观预期。面对困难和挑
战，我们将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
总基调，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
主线，全面深化改革，推进简政
放权、减税降费。持续进行结构
调整，加快新旧动能接续转换。
积极主动扩大对外开放，打造内
外资一视同仁、具有国际竞争力
的营商环境。加强经济金融风
险的防控，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
融风险的底线。确保经济运行
在合理区间，保持中高速增长、
迈向中高端水平。中国经济长
期向好、日益开放，会给世界各
国带来更多机遇，将继续是最富
吸引力的投资目的地。

据新华社电

李克强出席2017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发表特别致辞

中国包容性增长使人民生活得更好

夏季达沃斯论坛传递中国经济发展哪些重要信号？

2017夏季达沃斯论坛首日，
与会嘉宾围绕“在第四次工业革
命中实现包容性增长”这一论坛
主题，就经济全球化挑战、共享
经济、新技术应用等热门话题展
开研讨，很多独到观点引发了与
会者强烈共鸣。

包容合作：全球经济发展潮流
与会专家和企业人士认为，

中国经济之所以能保持稳中向
好的发展态势，一个重要原因就
是包容性不断增强，这为世界提
供了经验。与以往的工业革命
相比，在以网络化、数字化、智能
化为代表的新一轮工业革命中
实现包容性增长，具有更大可能
性，因为新技术创造了大量新供
给和新需求，大大拓展了发展空
间，也给各方带来更多平等参与
的机会。

新业态推动社会进步
一些与会者表示，伴随着新

技术不断涌现，一系列商业新业
态正在出现，这些新业态不仅推
动了经济发展，提升了人们的生
活质量，也促进了人与人之间关
系的和谐，推动了社会进步。

滴滴出行总裁柳青说，我们
处在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拐点上，
技术和互联网已不仅是连接，而
是深刻改造各个产业，在交通领
域正在发生电气化、自动化和共
享化的三大革命，将彻底重塑整
个交通新格局，解决全局效率最
优、满足丰富个性化的需求。

ofo共享单车创始人戴威表
示，共享经济就代表了包容性增
长，共享经济不光是要提高经济
效益，更是增进人与人之间的互
信、改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共
享单车让每个人都好好对待自
行车，增进相互的信任。

东软集团董事长刘积仁表
示，在网络社会里，如果不共享
信息，共享经济等新业态、新商
业模式的发展就会遇到阻力，二
者相辅相成，共同促进。在这一
过程中，对于整个社会与政府来
说也是挑战。

据新华社电

6月27日，嘉宾在达沃斯论坛增强实境体验区体验头戴式装置。 新华社 图

[动态]

论坛首日嘉宾畅谈
包容合作共享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