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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20 小贴士 

G20 成员国有哪些？ 

亚洲：中国、韩国、日本、印度、印度尼西亚、沙特阿拉伯； 

欧洲：俄罗斯、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土耳其以及欧盟； 

非洲：南非； 

大洋洲：澳大利亚； 

美洲：美国、加拿大、墨西哥、巴西、阿根廷。 

或说： 

七国集团——美国、英国、德国、法国、

日本、意大利、加拿大； 

金砖五国——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

南非； 

其他七国——澳大利亚、阿根廷、墨西哥、

韩国、印度尼西亚、沙特阿拉伯、土耳其； 

一个国际组织——欧盟。 

 

G20 的发展历史 

 

20国集团建立最初由美国等七个工业化国家的财政部长于 1999年 6月在德

国科隆提出的，目的是防止类似亚洲金融风暴的重演，让有关国家就国际经济、

货币政策举行非正式对话，以利于国际金融和货币体系的稳定。20 国集团是布

雷顿森林体系框架内非正式对话的一种机制，旨在推动国际金融体制改革，为有

关实质问题的讨论和协商奠定广泛基础，以寻求合作并促进世界经济的稳定和持

续增长。 

20 国集团会议当时只是由各国财长和各国中央银行行长参加，自 2008年由

美国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使得金融体系成为全球的焦点，开始举行二十国集团首

脑会议，扩大各个国家的发言权，这取代之前的八国首脑会议或 20 国集团财长

会议。 

按照惯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世界银行列席该组织的会议。20 国集团的

GDP总量约占世界的 90%，人口约为 40亿。 

G20 的集团宗旨 

 

20 国集团属于非正式论坛，旨在促进工业化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就国际经

济、货币政策和金融体系的重要问题开展富有建设性和开放性的对话，并通过对

话，为有关实质问题的讨论和协商奠定广泛基础，以寻求合作并推动国际金融体

制的改革，加强国际金融体系架构，促进经济的稳定和持续增长。此外，20 国

集团还为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主要国家提供了一个共商当前国际经济问题的平

http://baike.baidu.com/subview/61891/14022133.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299.htm
http://baike.baidu.com/subview/1554/14766485.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174.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680.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6954.htm
http://baike.baidu.com/subview/2403/14453555.htm
http://baike.baidu.com/subview/3565/13600041.htm
http://baike.baidu.com/subview/64741/14766784.htm
http://baike.baidu.com/subview/3762/15752674.htm
http://baike.baidu.com/subview/3784/14774423.htm
http://baike.baidu.com/subview/6785/20280286.htm
http://baike.baidu.com/subview/19788/19845503.htm
http://baike.baidu.com/subview/2535/20517812.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692.htm
http://baike.baidu.com/subview/2398/14623194.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647.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0169.htm
http://baike.baidu.com/subview/5399/5235799.htm
http://baike.baidu.com/subview/4484/10976130.htm
http://baike.baidu.com/subview/2398/14623194.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077872.htm
http://baike.baidu.com/subview/24664/10480390.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43874.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79768.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46892.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961921.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9979.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58185.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1118628.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42663.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694830.htm
http://baike.baidu.com/pic/20%E5%9B%BD%E9%9B%86%E5%9B%A2/1201753/11480713/1e30e924b899a9019c732b9f15950a7b0308f5d1?fr=lemma&ct=co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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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同时，20 国集团还致力于建立全球公认的标准，例如在透明的财政政策、

反洗钱和反恐怖融资等领域率先建立统一标准。 

G20 集团的特点 

 

G20 成员涵盖面广，代表性强，构成兼顾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以及不同

地域利益平衡，人口占全球人口的 67%，国土面积占全球的 60%，国内生产总值

占全球的 90%，贸易额占全球的 80%。  

G20 具有以下特点： 

1、代表性 

G20 构成兼顾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以及不同地域平衡覆盖范围广； 

2、平等性 

G20 采用协商一致的原则运作，兴新市场国家同发达国家在相对平等的地位

上就国际经济金融事务交换看法； 

3、实效性 

G20 峰会通过一系列重要决定，为应对金融危机、促进世界经济复苏、推动

国际经融货币体系改革发挥了重要作用。 

2016 杭州 G20 峰会主题、会标 

 

2016 杭州 G20 峰会主题：构建创新、活力、联动、包容的世界经济 

2016年 G20 峰会会标图案，用 20根线条，描绘出一个桥形轮廓，同时辅

以 G20 2016 CHINA 和篆刻隶书“中国”印章。桥梁寓意着 G20已成为全球经济

增长之桥、国际社会合作之桥、面向未来的共赢之桥。同时桥梁线条形似光纤，

寓意信息时代的互联互通。图案中 G20的“O”体现了各国团结协作精神。中文

印章彰显了中国传统文化内涵，与英文 CHINA相呼应。 

 

出席杭州峰会领导人 

 

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十一次峰会将于 9 月 4 日至 5 日在浙江省杭州市举行。

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阿根廷总统马克里、巴西代总统特梅尔、法国总统

奥朗德、印度尼西亚总统佐科、韩国总统朴槿惠、墨西哥总统培尼亚、俄罗斯总

统普京、南非总统祖马、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美国总统奥巴马、澳大利亚总理

http://baike.baidu.com/view/8079.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10.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6051.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24626.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5122.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5156.htm
http://baike.baidu.com/subview/4484/10976130.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4385043.htm
http://baike.baidu.com/subview/5399/5235799.htm
http://baike.baidu.com/subview/14783500/20298951.htm
http://baike.baidu.com/subview/64741/14766784.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180210.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680.htm
http://baike.baidu.com/subview/4442854/14979840.htm
http://baike.baidu.com/subview/3299/5268390.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76606.htm
http://baike.baidu.com/subview/10169/19068711.htm
http://baike.baidu.com/subview/2403/14453555.htm
http://baike.baidu.com/subview/31546/14608312.htm
http://baike.baidu.com/subview/2535/20517812.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27131.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70316.htm
http://baike.baidu.com/subview/1353297/15306803.htm
http://baike.baidu.com/pic/2016%E4%B8%AD%E5%9B%BD%E6%9D%AD%E5%B7%9EG20%E5%B3%B0%E4%BC%9A/18858238/0/0b46f21fbe096b63e37842f604338744ebf8ac36?fr=lemma&ct=sing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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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恩布尔、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德国总理默克尔、印度总理莫迪、意大利总理伦

齐、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英国首相特蕾莎·梅、欧洲理事会主席图斯克、欧盟委

员会主席容克、沙特阿拉伯王储继承人兼第二副首相、国防大臣穆罕默德等二十

国集团成员领导人，乍得总统代比、埃及总统塞西、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

夫、老挝国家主席本扬、塞内加尔总统萨勒、新加坡总理李显龙、西班牙首相拉

霍伊、泰国总理巴育等嘉宾国领导人，以及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世界银行行长

金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拉加德、世界贸易组织总干事阿泽维多、国际劳工

组织总干事莱德、金融稳定理事会主席卡尼、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秘书长古里亚

等有关国际组织负责人将与会。(来自百度、人民网、新浪等） 

中国因素 

聚焦 G20 杭州峰会十大成果：立足新起点汇聚中国“药方” 

 

1、制定《二十国集团创新增长蓝图》 

建设创新型世界经济，助力全球经济增长，为驱动经济发展提供“中国药方”。 

2、制定落实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行动计划 

第一次围绕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制定行动计划。通过集体和国别

行动，为联合国可持续发展议程提供强有力支持。 

3、制定结构性改革优先领域、指导原则和指标体系 

G20 杭州峰会明确了结构性改革的 9大优先领域和 48项指导原则，制定了衡

量改革进展和成效的指标体系；通过了《全球基础设施互联互通联盟倡议》、《G20

数字普惠金融高级原则》等。这在 G20历史上也是第一次，体现了标本兼治促增

长的思路。在继续运用好财政、货币政策，应对好当前挑战的同时，通过结构性

改革提高世界经济中长期增长潜力。 

4、制定《二十国集团全球贸易增长战略》 

为 7月份 G20 贸易部长会所达成的“三份文件”和“两项共识”: 《G20贸

易投资工作组工作职责》、《G20 全球贸易增长战略》、《G20 全球投资指导原则》、

坚定支持多边贸易体制、综合施策帮助发展中国家和中小企业融入全球价值链。 

5、制定《二十国集团全球投资指导原则》 

《G20 全球投资指导原则》是全球首份投资指导原则。 

6、深化国际金融架构改革 

《二十国集团迈向更稳定、更有韧性的国际金融架构的议程》，总结提炼了

完善国际金融架构五个方面的建议。 

7、创立“三位一体”的反腐败合作 

杭州峰会核准《二十国集团反腐败追逃追赃高级原则》、《二十国集团 2017

－2018 年反腐败行动计划》，同意在华设立二十国集团反腐败追逃追赃研究中心。 

8、发起《二十国集团支持非洲和最不发达国家工业化倡议》 

发起《二十国集团支持非洲和最不发达国家工业化倡议》,推动 G20成员开展

合作，通过能力建设、增加投资、改善基础设施等举措，帮助这些国家加速工业

化发展，实现减贫和可持续发展目标。 

http://baike.baidu.com/subview/2597641/18898080.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21286.htm
http://baike.baidu.com/subview/31532/16932247.htm
http://baike.baidu.com/subview/4418341/13642500.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4812258.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4812258.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4812258.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90906.htm
http://baike.baidu.com/item/%E7%89%B9%E8%95%BE%E8%8E%8E%C2%B7%E6%A2%85
http://baike.baidu.com/view/8849343.htm
http://baike.baidu.com/subview/677007/6845500.htm
http://baike.baidu.com/subview/6748937/9281814.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503733.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70300.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70300.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70300.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9998040.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858844.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91621.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76609.htm
http://baike.baidu.com/subview/250776/8877733.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4976417.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579709.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527411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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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制定创业行动计划 

中国正在大力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将为世界经济增长和就业增长

提供强劲动力，为各国交流创业实践与经验搭建重要平台。行动计划提出了一系

列政策建议和具体实施方式，为各国制定政策提供参考。 

10、推动气候变化《巴黎协定》尽早生效 

中美两国共同交存参加《巴黎协定》法律文书，展示了“共同应对全球性问

题的雄心和决心”。（2016-09-06  来源：人民网-国际频道） 

G20 杭州峰会释放中国经济六大政策信号 

 

 推进“一带一路”：注重利益共享 

 习近平表示提出“一带一路”倡议，旨在同沿线各国分享中国发展机遇，实现

共同繁荣。 

  大刀阔斧去产能：说到就会做到 

   中国将采取多种措施力推去产能。中国正在全国范围内逐步推进建立破产审

判庭，这是依法化解产能过剩的重要手段。 

  外商投资松绑：打造开放新高地 

  中国放宽外商投资准入。中国日前通过“外资三法”的修订草案，将在全国

范围内实施外商投资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模式。 

 扩容 SDR 产品：推动人民币国际化 

   中国将有序开展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改革、逐步开放国内资本市场;同时继续

推动人民币走出去，提高金融业国际化水平。 

  保持稳健货币：平衡多方面目标 

   中国目前仍然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发挥信贷政策作

用；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创造适度良好的环境。 

  金融助力环保：绿色投融资铺开 

中国未来将利用金融工具助力环保。中国多部委也联合发布指导意见，明确

了中国的绿色金融体系框架。今年 G20首次讨论绿色金融议题，成立了绿色金融

研究小组。（2016 年 09月 06日 15:08 中国新闻网） 

办 G20 不值？看看中国收获的十大红利 

 

  红利 1：通过主场外交，中国进一步扩大国际影响力 

  红利 2：为世界经济开药方，增强中国话语权 

红利 3：回击“中国经济崩溃论”等错误论调，给世界吃下定心丸 

  红利 4：为发展中国家发声，展现中国义利观 

 红利 5：进一步推动“一带一路”建设 

  红利 6：推动国际金融机构改革，增强中国金融治理能力 

  红利 7：重申反对贸易保护主义承诺 

  红利 8：加强反腐败国际合作，腐败分子无处藏身 



6 
 

  红利 9：推进全球气候治理 

红利 10：展现中国文化软实力（2016-09-06 人民日报） 

成果与共识 

G20 杭州峰会刚刚闭幕，习近平宣布取得了这五大成果 

 

成果 1：决心为世界经济指明方向，规划路径 

习近平在总结本次会议取得的主要成果时指出，维护世界和平稳定，为促进

全球经济增长创造良好环境至关重要。我们要继续加强宏观政策沟通和协调、合

作共赢，促进世界经济强劲、可持续、平衡、包容增长。进一步明确了二十国集

团合作的发展方向、目标、举措，达成杭州共识。 

成果 2：决心创新增长方式，为世界经济注入新动力 

习近平提到，会议一致通过了《二十国集团创新增长蓝图》，决心从根本上

寻找世界经济持续健康增长之道。各成员在理念上有共识、行动上有计划、机制

上有保障，有助于为全球增长开辟新路径，全面提升世界经济中长期增长潜力。 

成果 3：决心完善全球经济金融治理，提高世界经济抗风险能力 

习近平介绍，峰会提出继续推动国际金融机构份额和治理结构改革，强化

全球金融安全网，提升国际货币体系稳定性和韧性。决心加强落实各项金融改革

举措，密切监测和应对金融体系潜在风险和脆弱性，深化普惠金融、绿色金融、

气候资金领域合作，共同维护国际金融市场稳定。 

成果 4：决心重振国际贸易和投资这两大引擎的作用，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 

共同制定《二十国集团全球贸易增长战略》，促进包容协调的全球价值链发

展，继续支持多边贸易体制，重申反对保护主义承诺，以释放全球经贸合作潜力，

扭转全球贸易增长下滑趋势。这是全球首个多边投资规则框架，填补了国际投资

领域空白。 

成果 5：决心推动包容和联动式发展，让 G20 合作成果惠及全球 

第一次把发展问题置于全球宏观政策框架的突出位置，第一次就落实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制定行动计划，具有开创性意义。 

峰会通过了《二十国集团支持非洲和最不发达国家工业化倡议》，制定创业

行动计划，发起《全球基础设施互联互通联盟倡议》，决定在粮食安全、包容性

商业等领域深化合作。这两大倡议都旨在减少全球发展不平等、不平衡问题，为

发展中国家带来实实在在的“红利”。 

备受关注的气候问题也在此次会议上取得进展。（2016-09-05  澎湃新闻网

(上海)） 

数读杭州峰会成果 

 

  有很多个“1”。如，一个公报，即《二十国集团领导人杭州峰会公报》。这

是杭州峰会标志性成果，共 7 节 48 条。其中 27 条为：我们承诺在 2016 年底前

http://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524453
http://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524453
http://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5244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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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准《贸易便利化协定》，呼吁其他世贸组织成员采取同样行动。 

  如一个“杭州共识”：放眼长远、综合施策、扩大开放、包容发展。这 4 个

词，各有内涵。 

  如一个行动计划，即《杭州行动计划》。等等。 

  两个转型。杭州峰会上，二十国集团认识到，“二十国集团有必要进一步从危

机应对机制向长效治理机制转型，从侧重短期政策向短中长期政策并重转型”。

而中长期议题的增加与取得的成果，正是对 G20“转型”的推动。专家分析认为，

杭州峰会打造了 G20 的“升级版”。 

  3 个“第一次”。杭州峰会第一次把发展问题置于全球宏观政策框架的突出

位置，第一次就落实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制定行动计划，第一次集体

支持非洲和最不发达国家工业化。这 3 个“第一次”，具有开创性意义。 

  “四个建设”：第一，建设创新型世界经济，开辟增长源泉；第二，建设开

放型世界经济，拓展发展空间；第三，建设联动型世界经济，凝聚互动合力；第

四，建设包容型世界经济，夯实共赢基础。 

5 个“决心”：第一，决心为世界经济指明方向。第二，决心创新增长方式。

第三，决心完善全球经济金融治理。第四，决心重振国际贸易和投资这两大引擎

的作用。第五，决心推动包容和联动式发展。（2016-09-08 人民网-人民日报海外

版） 

G20 峰会，世界和中国收获了什么 

 

G20 机制能收获什么 

保持 G20 的平台功能，优化 G20 机制，维护一个多边平台，维护全球经济

治理体系基本的公平公正性。借助 G20 平台改变其追求短期共识的合作方式，

转而追求建立长效治理模式，使 G20 获得了新的创新和发展能量，这些能量将

输入到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中，成为持续改革的动能。 

世界经济能收获什么 

其一，明确了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和合作路径。 

其二，突出了结构性改革的重要性。 

其三，努力破除投资、贸易和反腐壁垒，降低合作成本。 

其四，推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 

其五，注重全球“扶贫”。 

中国能收获什么 

首先，验证了中国参与和主导国际事务的作用和能力。 

其次，展现了中国的软实力。 

再次，让世界了解了中国当前结构性改革的内涵和意义。 

第四，改善了中国金融改革的外部环境。 

第五，巩固了中国在第三世界的外交基础。 

G20 如何变成“行动队” 

首先，是保持中国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势头，起到世界经济稳压器的作用。 

其次，加快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推动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深度融合。 

第三，选择价值洼地率先行动，争取早期收获。（2016-09-12 京华时报(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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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20 杭州峰会财金渠道重要成果文件公布 

 

中国人民银行 9 月 14 日公布了 G20 杭州峰会财金渠道重要成果文件，包括

《杭州行动计划》《IFA迈向更稳定、更有韧性的国际金融架构的 G20议程》《G20

数字普惠金融高级原则》《G20绿色金融综合报告》等 31项成果。 

  《杭州行动计划》指出了当前全球经济的现状，以可持续和包容的方式提高

经济增速和创造就业；意识到进一步促进经济增长的努力能否获得支持取决于经

济增长带来的好处能否被广泛分享，以及能否惠及贫困和更脆弱的人群。 

  《杭州行动计划》列出了 G20将要遵循的战略，将以促进强劲和更加广泛的

经济增长，实现所有人共享的发展成果。既包含短期内促进经济增长和创造就业

的宏观经济政策措施，也包括长期预计可提高经济生产率和生活水平的结构性改

革措施。 

  G20 决心各自以及共同使用包括货币、财政政策和结构性改革在内的所有政

策工具实现发展目标。《计划》承诺，将采取更多措施加强国际金融架构是实现

强劲、可持续和平衡增长以及金融稳定的关键因素。（2016-09-16  经济日报） 

结构性改革被写入 G20 公报 首次提出量化指标体系 

 

  G20 杭州峰会公报中，结构性改革和供给侧改革被正式写入，结构性改革量

化指标体系也被第一次提出。 

  公报称，将创新经济增长理念和政策，财政、货币和结构性改革政策相互配

合，经济、劳动、就业和社会政策保持一致，需求管理和供给侧改革并重，短期

政策 

  公报还明确，将落实 G20“深化结构性改革议程”，也支持由一套指标体系

组成的量化框架，以帮助监测和评估各国在结构性改革方面所作努力、取得的进

展和面临的挑战，该框架将逐步优化。 

  “深化结构性改革议程”确定了九大结构性改革优先领域，包括：促进贸易

和投资开放、推进劳动力市场改革及获取教育与技能、鼓励创新、改善基础设施、

促进财政改革、促进竞争并改善商业环境、改善并强化金融体系、增强环境可持

续性、促进包容性增长。 

  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将负责研究制定结构性改革量化指标体系，并

使用“仪表板”（Dashboard）方法对各国指标进行解读。一是政策指标涵盖贸易

和投资隐形壁垒指标（或跨境贸易指标）、创业壁垒指标（或创业指标）、公共研

发支出占 GDP 比重和研发税收优惠占 GDP 比重（或研发总支出占 GDP 比重），这

些指标在衡量结构性改革对经济产出的作用方面具有重要意义。二是产出指标则

涵盖劳动生产率、就业率、共享繁荣指标（或基尼系数），主要反映经济形势的

变化，但这一变化可能由政策制定者可控范围之外的许多其他因素引起。

(2016-09-07 第一财经日报) 

G20“高级原则”：让腐败无处藏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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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 G20会议，各国领导人一致批准通过了《二十国集团反腐败追逃追赃高

级原则》和《二十国集团 2017-2018 年反腐败行动计划》，以及在中国设立 G20

反腐败追逃追赃研究中心等事项。表明 G20 参加国将采取越来越严厉的措施，在

反腐追逃追赃问题上进行空前广泛的合作。 

承认各国基本制度差异的情况下，针对全球化的特点进行国际合作，抑制因

腐败而产生的资金或人员利用体制差异以规避打击的现象，是《二十国集团反腐

败追逃追赃高级原则》和《二十国集团 2017—2018 年反腐败行动计划》的目的

所在。“高级原则”的通过，表明世界主要国家对中国开展的反腐败行动的理解

和支持，同时也表明世界主要国家对反腐败国际合作重要性的认识。 

G20 通过的国际反腐败“高级原则”和“行动计划”与之前的行动计划相

比，其重要进展是突出了各国在国际反腐败行动中的“务实合作”，反腐败追逃

追赃合作被突出出来，成为务实合作的重要内容。 

G20 各方所承诺的共同调查和起诉腐败犯罪，追缴腐败所得，拒绝腐败分子

入境、成为腐败分子避风港，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为原则加强国际合作、进

行司法协助和引渡合作，如此，就会让腐败无藏身之处。(2016-09-06  光明网) 

 

G20“杭州共识”给世界经济带来四大利好 

   ——完善治理 携手形成复苏合力 

  在杭州峰会上，G20 各成员国同意加强宏观政策沟通和协调，促进世界经济

强劲、可持续、平衡、包容增长。G20 成员也在优化“内部结构”上达成共识，

推进国际金融机构份额和治理结构改革；稳定国际金融市场。 

   ——凸显创新 共同注入增长动力 

    峰会通过了《二十国集团创新增长蓝图》，各成员以科技创新为核心，带动

发展理念、体制机制、商业模式等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创新，将全面提升世

界经济中长期增长潜力。 

  ——梳理经络 打通贸易投资壁垒 

    杭州峰会将重振国际贸易和投资这两大引擎作为核心任务，制定了《二十

国集团全球贸易增长战略》和全球首个多边投资规则框架《二十国集团全球投资

指导原则》。消除贸易壁垒，国际贸易和投资将有望获得恢复性增长，从而强劲

支撑世界经济焕发活力。 

   ——务实包容 明确 G20 转型方向 

  G20 要继续对全球治理发挥关键作用，就必须向长效治理机制转型，并增强

其包容性。注重防范金融风险的情况，大力推进结构性改革，为全球增长开辟新

路径，全面提升世界经济中长期增长潜力。 

  在包容性上，杭州峰会是 G20 历史上发展中国家参与最多、代表性最广泛的一次峰会。

峰会发起《二十国集团支持非洲和最不发达国家工业化倡议》和《全球基础设施互联互

通联盟倡议》，为发展中国家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 

能否让这些共识扎实落地，将决定 G20 能否成为可持续拉动世界经济稳定

复苏的关键力量。（2016-09-06  中国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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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20 杭州峰会四大法治亮点 

     

亮点一: 贸易规则民间应有制定权 

 G20 杭州峰会将围绕加强宏观政策协调、创新增长方式、全球经济金融治理、

国际贸易和投资等议题展开讨论,国际贸易新规则成为一个法治主题词。eWTP 是

一个私营部门引领、市场驱动、多利益攸关方参与的国际合作平台(机制) , 不同

于政府主导的传统国际经贸合作机制, eWTP 平台各利益攸关方平等参与，如政

府、企业、专家等利益方，意味着国际贸易规则制定不再是官方主导,民间也有

参与制定权。当 eWTP 得到越来越多国家承认和接受,将重塑国际贸易新规则。  

  亮点二:普惠金融须完善法律监管 

  《G20 数字普惠金融高级原则》,涵盖了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中的创新与风险、

法律和监管框架、数字金融服务基础设施等 8 项内容。《G20 普惠金融指标体系》,

对账户的普及率、信贷的普及率、数字支付、客户账户使用频度和消费者保护等

方面提出一系列指标要求。这些指标将对政府采用政策鼓励和扶持数字普惠金融

发展、建立完善的法律和监管框架,加强数字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和管理提出指引。 

  亮点三:《巴黎协定》中美率先批准 

中美两国在杭州率先批准《巴黎协定》法律文书并共同向联合国秘书长潘基

文交存批准文书,成为 G20 杭州峰会另一大法治亮点。 

  亮点四:反腐合作呈三位一体格局 

在中国推动下,G20 杭州峰会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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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原则、机制、行动“三位一体”

的反腐败格局,让腐败分子无处藏身……（2016-09-05   法制日报  ） 

G20 杭州峰会都取得了哪些重大成果？ 

 

   1 积极推动《巴黎协定》尽快生效 

  杭州 G20 峰会，中国和美国向联合国交存了中国和美国气候变化《巴黎协

定》批准文书。峰会确认发达国家落实在《联合国气候变化公约》框架下所作的

承诺，同意在落实气候变化《巴黎协定》方面发挥表率作用，推动《巴黎协定》

尽早生效。 

  2 制定《二十国集团落实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行动计划》  

  G20 杭州峰会制定了《二十国集团落实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行动计划》。

杭州峰会要求通过在广泛领域大胆变革的集体和自愿的国别行动，为各国落实该

发展议程做出表率。围绕《议程》提出的目标，《计划》提出了具体可行的行动

计划。在国际可持续事务中，《行动计划》第一次将《议程》具体化和可操作化，

具有开创性意义。 

 3 确定增强环境可持续性在结构性改革中的优先位置  

  在全球经济复苏弱于预期的背景下，结构性改革是提高生产力和潜在产出的

关键。杭州峰会通过了《二十国集团深化结构性改革议程》，将“增强环境可持续

性”确定为结构性改革的九大优先领域之一。 

  G20 提出的增强环境可持续性的指导原则是： 

  1、推广市场机制以减少污染并提高资源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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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促进清洁和可再生能源以及气候适应性基础设施的发展。 

  3、推动与环境有关的创新的开发及运用。 

  4、提高能源效率。 

  4 加强绿色金融的发展 

扩大绿色投融资，发展绿色金融，将可持续发展作为投融资的重点领域和专

门领域。中国发起的 G20 绿色金融研究小组向杭州峰会提交了第一份《二十国

集团绿色金融综合报告》和由其倡议的自愿可选措施，《二十国集团领导人杭州

峰会公报》第一次将绿色金融写入 G20 公报中。（2016-09-08 深圳卫视） 

G20 杭州峰会通过《G20 数字经济发展与合作倡议》 

 

  杭州峰会作为本次主席国，中国首次将“数字经济”列为 G20 创新增长蓝

图中的一项重要议题。峰会通过了《G20 数字经济发展与合作倡议》，这是全球

首个由多国领导人共同签署的数字经济政策文件。该倡议敏锐地把握了数字化带

来的历史性机遇，为世界经济摆脱低迷、重焕生机指明了新方向，提供了新方案，

带来了新希望。 

《G20 数字经济发展与合作倡议》既是基于发展实践和理念提升的各方共识，

也是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的方向指引，更是帮助世界经济走出困境，实现创新、强

劲、活力、持续、平衡和包容式增长的国际智慧。通过推动数字经济创新与合作，

将为各国经济增长注入新动力，使世界经济焕发新活力，让数字经济的发展成果

惠及世界各国人民。 

数字经济已成成为全球经济复苏和增长的重要驱动力，对于扩展新的经济发

展空间、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提升社会管理和服务水

平、带动创新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包括中、美、澳等许多国家和地区已经将发

展数字经济作为优先事项；受到世界银行（WBG）、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

世界贸易组织（WTO）等国际组织研究与关注。（2016-09-28 中国日报网 ） 

专家谈 

IMF 在 G20 峰会前夕呼吁解决低增长问题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总裁拉加德在 9 月 1 日发表的文章呼吁杭州 G20 峰

会需采取强有力的政策，避免陷入低增长陷阱。 

   她认为， 为避免陷入低增长陷阱，各国需要采取强有力的政策行动。第一

要利用财政政策增加需求；第二要进行结构性改革；第三要通过减少贸易壁垒的

方式重振贸易；此外还需制定政策确保增长被全社会共享。 

  她表示，实施上述议程需要政治勇气。但如不采取措施，全球经济一体化进

程可能出现逆转，过去数十年全球范围内创造财富的引擎也将熄灭。她说，决不

可冒如此大的风险。 

  谈及中国经济时，拉加德表示，中国经济正处于从投资转向消费、从外需转

向内需的再平衡过程。中国经济可持续的稳步增长将最终有益于世界经济，但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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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中国的贸易伙伴而言，中国的转型也带来成本，甚至可能引发金融波动。

（2016-09-02  中国新闻网） 

G20 杭州峰会的四大亮点和成果 

 

首先，此次峰会首次把发展问题置于全球宏观政策框架核心位置，有望将

G20 提升为一个战略性的世界经济决策机构。 

G20 杭州峰会，中方为峰会设计的议题基本涵盖全球经济治理四大重点领域：

全球金融治理；全球贸易和投资治理；全球能源治理；以及全球发展治理，极大

拓展了 G20 传统的议题领域，真正体现了 G20 作为全球经济治理主要平台的角

色。 

其次，推动开放包容的全球化，拓展更多发展空间。 

制定了《二十国集团全球贸易增长战略》，特别是首次制定出《二十国集团

全球投资指导原则》，填补了长期以来全球多边投资规则框架的空白。 

除了重启全球化进程，中方也希望 G20 能够致力于推动一种让更多人受益的

更具包容性的全球化。为此，此次峰会发起了《二十国集团支持非洲和最不发达

国家工业化倡议》制定创业行动计划。  

第三，强调创新和可持续发展，探索和倡导新的发展模式。 

此次峰会的一项关键成果《二十国集团创新增长蓝图》。其聚焦创新、新工

业革命、数字经济等新要素新业态，并制定一系列具体行动计划，试图从根本上

寻找世界经济持续健康增长之道。  

结构性改革和财政货币政策一道成为了 G20 在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的重点领

域。此次峰会达成了《二十国集团深化结构性改革议程》，并提出了一套指标体

系组成的量化框架以监测和评估各方进展，因此也成为了此次峰会的一个里程碑

意义的成果。  

可持续发展也是此次峰会的一大亮点。在中方的积极倡议下，此次峰会达成

了《二十国集团落实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行动计划》，并强调 G20 的集体行

动将围绕“可持续发展领域”展。此次峰会还发起《全球基础设施互联互通联盟

倡议》，并在能源合作、绿色金融、提高能效等诸多领域制定了行动计划。  

第四，尊重各国具体的发展模式，同舟共济。 

习主席强调，各方“虽然国情不同、发展阶段不同、面临的现实挑战不同，

但推动经济增长的愿望相同，应对危机挑战的利益相同。”  

中国一贯倡导国家之间的平等对话和互学互鉴，相互尊重各自的发展道路和

政策选择。在此次工商界峰会的开幕式演讲中，习主席再次倡议共同构建合作共

赢的全球伙伴关系，共同构建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2016-09-06  中青在

线  谢来辉 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副研究员） 

eWTP 有望解决中小企业发展全球性难题 

  

  9 月 3 日晚，马云在二十国集团工商峰会（B20）发表演讲系统阐述 eWTP

（Electronic World Trade Platform 电子世界贸易平台）的理念、愿景和行动计划。

建立这一平台的目的是为中小企业、为年轻人解决问题，实现全球买、全球卖的

http://www.chinanews.com/gj/2016/09-02/7991586.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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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WTP 需要解决的，不仅是买，更是卖，亦即买卖能够有机结合。 

当前形势下是中小企业面临自身渠道较少，市场占有率低，渠道的，也受资

金、规模、实力等方面的影响，绝大多数中小企业都面临采购成本过高、盈利空

间过小、市场竞争力偏弱等情况；还有相对低廉的劳动力做支撑优势也逐渐消失

了。eWTP 希望在“买”和“卖”两个层面都能帮助、服务于中小企业。 

中小企业发展，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是全球关注的重点问题、

难题。中小企业发展严重影响国家的就业、居民收入增长、税收等，乃至影响经

济经济社会发展。一方面，中小企业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另一方面，中小企

业的发展难度也不小，没有好的良方。如美国，中小企业享受的政府优惠、扶持

政策等，就比大企业多得多，但中小企业的发展问题，仍然困扰着美国政府。中

小企业不振，经济复苏的难度就会加大，复苏的步伐也会放缓。中小企业的发展

是我国经济能否尽快走出困境的关键之一。 

  马云提出 eWTP 的设想难以迅速解决中小企业发展问题，但搭建一个信息化、

智能化台，全球买、全球卖的格局形成，可以让大多数中小企业都能在买卖两端

寻找到自己的位置，各自实现效益最大化。如果 eWTP 还能在资金供应、资金链

连接等方面提供服务，甚至在中小企业的投资决策方面也提供帮助，那么，平台

的作用可能将进一步提升，成为集买卖、交易、金融服务、投资咨询为一体的综

合平台。聚集在平台的中小企业肯定会越来越多，获益者难以估量。

（2016-09-06   每日经济新闻 谭浩俊） 

G20 杭州峰会：在关键当口发挥了关键作用 

 

       一、向世界交出了一份合格的答卷 

      峰会取得了丰硕成果，发表了《二十国集团领导人杭州峰会公报》和 28 份

具体成果文件。针对世界经济深层次问题，峰会提出的治本方案是必须走创新和

改革之路。在贸易投资领域，峰会促进实现更强劲的全球贸易和投资。为此，峰

会制定了《二十国集团全球贸易增长战略》，旨在降低贸易成本、促进贸易和投

资；制定了《二十国集团全球投资指导原则》，首个世界范围的多边投资规则框

架，填补了全球投资治理领域的空白。此外，在就业、金融、能源等多个领域，

峰会也制订了多个行动计划。 

       二、展现了兼济天下的大国担当 

     中国在杭州峰会上为发展中国家代言，把发展问题置于突出位置，注意倾听

发展中国家的声音和诉求。杭州峰会是历史上发展中国家参与最多的一次盛会。

有助于发展中国家在现行的全球经济治理构架中获得更多的发言权；消除贫困和

饥饿，推动包容和可持续发展等。此外，杭州峰会达成了《二十国集团落实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行动计划》《二十国集团支持非洲和最不发达国家工业化倡议》

等文件，着力减少全球发展不平等、不平衡问题，为实现 2030 年可持续发展目

标作出重要努力。 

       三、二十国集团从杭州再出发 

 杭州峰会是在 20 国集团自身发展任务从危机应对机制向长效治理机制转型

关键节点上，发挥着关键作用。杭州峰会第一次把发展问题置于全球宏观政策框

架的突出位置，第一次就落实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制定行动计划，第

一次集体支持非洲和最不发达国家工业化，这“三个第一次”，具有开创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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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杭州峰会成功召开推动了二十国集团实现政策与治理机制的转型，提高发展

中国家的地位，为二十国集团注入了新的机制性活力，巩固了其作为全球经济治

理重要平台的地位，提高了它的全球经济领导者地位，推动进入二十国集团 2.0

时代。（2016/19 《求是》 阮宗泽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常务副院长） 

G20 杭州峰会:用绿色金融开启发展新时代 

  

  举世瞩目的 G20 峰会将于 9 月 4-5 号在杭州举行。今年峰会的主题是“构建

创新、活力、联动、包容的世界经济”。在中国的倡议下，首次将“绿色金融”

纳入议题。一方面体现了中国积极推动经济向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方向转型的决

心，另一方面了体现了发展起来的中国作为一个大国的责任与担当，具有重要的

历史意义。 

  第一，这是中国积极、主动参与全球治理迈出的坚实一步。中国已经是世界

上最大的经济体之一，对于世界经济的影响与日俱增。一方面，世界上许多国家

希望中国在世界事务中要发挥更多、更大作用；另一方面，我们自己也需要更深、

更广地融入世界。这也符合我国领导人提出的“提高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制度性

话语权”的内涵所在。 

  第二，这是对“一带一路”倡议的具体深化。我国提出“一带一路”，得到

了七十多个国家的响应，但深入发展仍面临着诸多具体的难题，其中包括生态与

环境问题。中国提出绿色金融的议题，一方面是基于对自身过去失误的沉痛总结，

另一方面更是对未来规避这类问题的积极努力。为推动全球绿色金融发展提供有

益的参考。 

  第三，这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具体体现。我国深入推进的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的实质是如何平衡新时期的政府与市场关系，更好地发挥政府在促进经济增长

中的关键作用。绿色金融正是新形势下政府与市场合作的新形式。一方面，目前

全球资本过剩，另一方面，许多发展中国家需要巨额基础设施建设费用，通过绿

色金融的方式，将资本有序引入建设，就既能提高效率促进发展，又能保护环境，

维护生态安全。（2016-08-31 光明网-时评频道  冯俏彬：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

部教授 ） 

G20 杭州峰会四大亮点 

 

亮点一，范围覆盖面广、开放包容度高。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始终肩

负着提高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话事权和参与度的重任。此外，中国还开展走

进联合国大会、非盟总部、77 国集团、走进最不发达国家以及内陆国和小岛国

等多场互动交流活动，使本届 G20 系列会议涵盖几乎所有联合国成员，尤其是

其中 130 多个发展中国家，真正将 G20 杭州峰会办成一台覆盖全球各州没死角、 

亮点二，形式丰富、内容丰厚、成果丰硕。除 9 月 4 日—5 日领导人和工商

领袖峰会外，G20 活动纵贯全年，共在中外 20 多个城市举办 66 场各类会议，参

与和涉及的国家多达十几个，人次多达数万。 

亮点三，首用“五大发展理念”指引 G20 路径方向。“创新、协调、绿色、

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虽然是针对中国现阶段的发展状况提出的，但与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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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出现的各种各样治理问题高度契合，能够为应对全球面临的发展问题提供新思

路和新启示。通过“中国立场、国际表达”的方式，向世界传播和践行五大发展

理念，不仅会对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产生深远影响，也将为全球治理的发展理念

开拓新境界和提升新格调带来重大利好。 

亮点四，以“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精神当好东道主。作为主席国，中国

在办会过程中按照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原则，一方面发挥引领和塑造作用为全

球经济治理和国际发展合作指明方向，另一方面与 G20 各成员及利益攸关方保

持密切沟通，努力协调新兴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的政策立场，认真倾听吸取不同

机构、界别、群体的意见观点和措施建议，确保 G20 工作更好地回应各国人民

的利益诉求，进而与各方一道集众智、聚合力打造最广泛共识。（2016-08-26  中

国日报网 丁工：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外媒报道 

外媒：中国成功主办 G20 杭州峰会 留下三大“中国印记” 

 

***英国路透社：中国成功主办 G20 峰会 

路透社评论称，中国在风景如画的杭州成功主办了 G20 峰会，与会国家领

导人就采取多种措施提振全球经济达成广泛共识。 

报道援引中国美国商会主席詹姆斯·吉莫曼的话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准

确”地敲响了警钟，警示有必要在世界范围内遏制贸易保护主义抬头风险。吉莫

曼表示，行胜于言，他期待中国继续推进国内改革，为外国商品、服务和科技提

供更加广阔的市场。 

***英国《卫报》：G20 重申气候承诺 

英国《卫报》重点关注了此次 G20 峰会在环境保护方面取得的成果。 

报道称，世界最大经济体的领导人们在 G20 峰会上重申了应对气候变化的

承诺，G20 公报使各国作出批准《巴黎协定》保证，领导人们期待协定及时全面

落实。 

G20 峰会还在推动绿色金融发展方面取得进展，呼吁采取措施增强金融体系

动员私人资本开展绿色投资的能力，中国倡议成立的绿色金融研究小组就调整世

界经济提出了七项建议。 

***美国侨报网：G20 峰会留下三大“中国印记” 

侨报网刊发社论说，G20 覆盖了全世界 2/3 的人口和超过 85%的 GDP 份额，

因此 G20 峰会可谓世界最重要的经济合作论坛。中国此次主场外交成绩可圈可

点，亮点纷呈，在 G20 历史上镌刻下了不可磨灭的“中国印记”。 

文章称，首先，经过此次杭州峰会，全球信心得到提振，若各方积极落实共

识，峰会达成的诸多具体合作意向必将为世界经济注入新的强心剂。第二，美中

关系稳定，峰会是各国的外交博弈场，其中最重要的双边会晤当数“习奥会”，在

博弈和较量中，美中合作也继续前行。第三，全球治理模式得到调整，由于中国

力量上升，对全球治理机制和实践作出贡献，促使全球经济治理从西方治理向东

西方共同治理世界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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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媒盛赞 G20 杭州峰会前所未见：彰显大国领袖风范 

 

据日本《读卖新闻》9 月 3 日发表题为《习主席积极彰显领导力》的报道称，

中国一直主张，最有意义的国际合作磋商框架不是 G7（七国集团）而是 G20。

G20 峰会在中国召开，对于习主席而言，这是增强凝聚力的绝佳舞台。 

另据日本外交学者网站 9 月 3 日发表题为《中国通过 G20 峰会展示其全球

领袖资格》的报道称，全球领导人将齐聚杭州出席 G20 峰会，讨论全球面临的

紧迫问题。作为 G20 峰会主办国，中国将寻求展示其在全球动荡时期的国际领

袖身份。 

俄新社 9 月 3 日发表题为《杭州峰会：我们还没见过这样的 G20》的报道称，

中国准备在 G20 峰会上创造奇迹：争取扭转危机不断的全球经济发展态势，同

心协力改革 G20，使其成为全球增长和发展的得力工具。无论这一构想会否实现，

中国都将是赢家，它展现了一个明智且负责任的大国领袖形象。 

西班牙《国家报》9 月 2 日报道称，对北京来说，担任峰会东道主对于证明

自己是全球外交和经济舞台上的重要角色至关重要。专家认为，中国是一个负责

任的大国，希望为改善全球治理作出贡献。（2016-09-04 参考消息网(北京)） 

美国媒体积极评价 G20 杭州峰会：传递对世界经济增长的信

心 

 

美国《华尔街日报》撰文称，G20 杭州峰会圆满闭幕，取得了丰硕成果，各

国领导人均承诺将采取积极措施，引领世界经济实现强劲、可持续、平衡、包容

增长。中国在 G20 杭州峰会上成功团结了与会国家，提出运用新的经济杠杆复

苏全球经济，带动全球经济的新一轮增长。文章还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讲

话。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在评论中指出，此次 G20 峰会对中国来说具有里程碑

意义，它充分展示了中国在世界舞台上逐渐成熟的主导地位。 

美国《赫芬顿邮报》在报道中称，在中国举办二十国集团峰会是最佳选择，

这有助于消除各国面临重重困难的不安，传递对未来世界经济增长的信心。 

在 G20 杭州峰会举办期间，美国媒体主要通过视频连线、滚动新闻或者刊

发评论等方式，对峰会作了全方位、多角度的报道。包括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福克斯电视台等在内的美国主流电视台都对 G20 杭州峰会作了持续直播报道。 

对于中美两国先后向联合国交存气候变化《巴黎协定》批准文书，美国媒

体也给予高度关注。《纽约时报》在头版头条以“中美搁置争议，就气候变化达成

协议”为题，积极肯定了中美元首杭州会晤成果。《洛杉矶时报》网站文章《美中

批准全面气候协定，敦促其他国家跟进》引用专家的话说，对于中国而言批准《巴

黎协定》是个很自然的决定，这与中国国内应对空气污染的努力相吻合，中国将

践行承诺。同时，中美两国这一举动也是敦促其他国家跟进的方式。 

此外，美国的网络媒体也不甘落后，美国 CNBC 网站对 G20 杭州峰会作了重

点报道，引述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开幕讲话中提出的五点主张。CNBC 网站

报道称，习近平主席倡导二十国集团成员加强政策协调、避免贸易保护主义、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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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发展方式、挖掘增长动能。（2016-09-08   中国经济网(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