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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组织和多边动态 

2019 年 G20 峰会系列组稿 

反对霸凌，是本届 G20 峰会应发出的强音 

本文已发表于人民日报海外网 2019.6.26  

6 月 28 - 29 日，即将在日本大阪举行的二十国集团（G20）领导人第十四次

峰会，时逢世界经济再一次面临历史性选择的重大时刻。 

作为当今世界国际经济合作的主要论坛，G20 大阪峰会能否肩负起应有的担

当，发出支持多边主义、反对单边主义，支持开放包容、反对保护主义，支持合

作共赢、反对欺压霸凌的强烈信号，考验着与会各方的决心与智慧。 

众所周知，当前世界经济中不确定性、不稳定性主要来源于贸易紧张局势，

而贸易紧张局势主要来源于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和霸凌行径。就在 G20 大阪峰

会召开前夕，某些国家在所谓“不公平”贸易行为、世贸组织框架下“发展中国

家”身份界定问题上大做文章，显然没有充分考虑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的

利益，不利于 G20 成员在全球问题上协调立场，从而导致 G20 内部发生分裂。

                                                             

* 作者：熊爱宗，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全球治理研究室副研究员；彭博，中国社会科学

院国际经济与战略研究中心研究助理 

*https://m.haiwainet.cn/middle/353596/2019/0626/content_31581987_1.html?from=singlemessage&isappinst

alled=0 

https://m.haiwainet.cn/middle/353596/2019/0626/content_31581987_1.html?from=singlemessage&isappinstalled=0
https://m.haiwainet.cn/middle/353596/2019/0626/content_31581987_1.html?from=singlemessage&isappinstalle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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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东道国的日本，如果想要成功实现 G20 大阪峰会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引领

作用，需要本着独立自主、公正协商的态度消解来自外界不合理的压力。 

根据目前披露的信息看，日本将“全球经济”、“贸易与投资”、“创新”、

“环境与能源”、“就业”、“妇女权利”、“发展”以及“健康”设定为本届

峰会的九大主题。其中，在“贸易与投资”主题框架下，日本明确提出，基于规

则的多边贸易体系是一个关键节点。为了恢复世界各国对多边贸易体系的信心，

有必要维护和加强世贸组织改革的态势。日本支持多边主义的表态能否在峰会上

得到进一步确认和加强，是 G20 大阪峰会的一大看点。 

作为 G20 中最大的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中国一直是多边主义和全

球治理的坚定支持者。中国也是当前诸多贸易限制措施的受害者，始终站在反对

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和霸凌行径的第一线。因此，在 G20 大阪峰会上的中国作

用备受期待。在峰会前夕，中国提出了多项与全球治理相关的期待，包括建设性

推动世界贸易组织必要改革；构建自由开放的贸易投资政策环境；支持一个强有

力的、以份额为基础的、资源充足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等。中国的积极表态

和倡议，彰显了负责任大国的担当，将会为峰会取得积极成果注入强劲动力，引

领全球治理从迷茫的“十字路口”迈向共识性的“康庄大道”。 

还值得注意的是，其他受到单边主义冲击较为严重的国家，纷纷表示要在

G20 大阪峰会上尽力维护多边主义和全球治理。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印度

总理莫迪提议在 G20 大阪峰会期间举行中俄印三方会谈。2018 年，三国领导人

在阿根廷的 G20 峰会期间曾举行会晤，在当前形势下印度对三方会谈的积极态

度也是一大看点。中俄印在金砖国家组织、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机制平台有着较

为成熟和成功的合作经验，维护多边主义符合三方的根本利益。如果此次会晤

能加强三国在全球重大问题上的协调和共识，无疑将形成一股制衡单边主义的强

大力量，助推 G20 大阪峰会取得积极成果。 

站在人类前进的十字路口，各国需要把握历史机遇、做出正确抉择，推动

G20 大阪峰会达成既定目标，在不确定的世界创造确定性、引领全球治理新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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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20 焦点议题及政策建议梳理 

本文已发表于光明网-理论频道 2019.6.27  

随着中国不断走到世界舞台的中央，参与全球治理，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积

极作用，“多边舞台”的重要性毋庸置疑。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之下，开展全球

治理、国际组织和多边问题研究的紧迫性和必要性日益凸显。为了加强该领域

的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经政所全球治理研究系列（GGP）联合光明网理论

频道将持续追踪“国际组织与多边动态”和“全球治理学科动态”，定期推送

相关综述、动态追踪和研究报告。需要注意的是，在国际舞台上各国的主张往

往与政治诉求、国家利益等紧密相连，部分国家的观点是带有特定目的，甚至

是有失偏颇的。但我们仍然需要加以了解和正确辨识，从而知己知彼，在百年

未有之大变局中更好地把握中国未来。 

2019 年 G20 将于 6 月 28 - 29 日在日本大阪举行，这是日本首次承办会议。

根据安倍首相的发言，此次 G20 所涉及的议题十分广泛，包括“社会 5.0”

（Society 5.0）、实现高质量的可持续发展，以及维护国际多边主义贸易规则等。

本文通过聚焦此次 G20 的焦点议题、梳理相关政策建议，以对峰会的成果预期

提供客观的思考素材。 

本文选取的 3 个焦点议题为国际多边主义与自由贸易、可持续发展与基础设

施、科技发展与监管。其中第一个为世界各国普遍关注，后两者由主办方日本推

动。选取标准是近期是否有官员对此类问题频繁发声，而政策建议以 T20 的报告

为主。T20（Thinks20）是二十国集团的智库、学术界为会议的成功召开提供政

策建议的沟通机制，由墨西哥在 2012 年首次推行。T20 发布的政策建议不仅能

反映当今世界关注的普遍问题，也能体现出主办国的所持态度，是把握 G20 会

议动态的重要参考。 

                                                             

* 执笔：黄宇韬，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经济与战略研究中心研究助理 

*http://theory.gmw.cn/2019-06/27/content_32954425.htm 

http://theory.gmw.cn/2019-06/27/content_3295442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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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国际多边主义与自由贸易 

维护多边规则、推动自由贸易，仍是本届峰会的重中之重。去年 12 月阿根

廷 G20 会议上，安倍首相就明确表示促进自由贸易是大阪 G20 的首要任务①。4

月 25 日，借参加布鲁塞尔峰会之机，安倍首相与欧盟主席容克、欧洲理事会主

席图斯克也共同强调多边自由贸易体制及基于规则的世界贸易秩序的重要性②。5

月 23 日，日本外交大臣河野太郎在巴黎举行的经合组织成员国企业领导人和政

府官员会议上发表讲话，强调维护自由的国际秩序将是大阪 G20 会议的首要议

程③。此外，5 月 31 日，中国新任驻日本大使孔铉佑也表示，期待并且支持 G20

大阪峰会能够取得成功，并更多地向外界传递推进多边主义、构建开放型世界经

济的正面和积极的信号④。 

中美贸易争端是否会借 G20 会议之机得到缓解，也牵动着世界各国的神经。

新加坡总理在 5 月 31 日的香格里拉峰会开幕式上就呼吁世界应该接受崛起的中

国，而中美两国应该通过对话解决分歧⑤。5 月 23 日法国巴黎，欧日贸易部长也

同时向美国贸易部长表示对待中国应该使用多边机制促使其改革，而非动用关税

手段⑥。美国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拉里·库德洛声称，两国领导人非常可能会在

会议期间举行会面⑦，但截至目前中国方面仍没有任何官方消息的证实。如果双

边会谈能够成功举行，那么将意味着中美已经在某些问题上达成一致，会释放出

贸易战降温的信号。若无法达成会面，可能会进一步引发世界各国、全球金融市

                                                             

①Japan's Priority Agenda for its G20 Osaka Summit 2019, 

http://www.g20.utoronto.ca/analysis/181201-kirton-osaka-priorities.html. 

②EU-Japan summit to set G20 agenda, 

https://gulfnews.com/opinion/op-eds/eu-japan-summit-to-set-g20-agenda-1.63589435. 

③Kono: G20 to discuss liberal international order, https://www3.nhk.or.jp/nhkworld/en/news/20190524_03/. 

④中国新任驻日本大使孔铉佑抵日履新，https://www.fmprc.gov.cn/ce/cejp/chn/gdxw/t1668217.htm。 

⑤香格里拉对话会 | 李显龙：中美关系关乎世界未来走向，

http://military.cctv.com/2019/06/01/ARTIQQ1uHGLZsNOedQ7QHAcU190601.shtml。 

⑥The EU and Japan struggle to harness Trump’s China trade ire, 

https://www.ft.com/content/a4158884-8136-11e9-9935-ad75bb96c849. 

⑦US-China trade tensions rattle renminbi and equities, 

https://www.ft.com/content/7650bf7e-74c8-11e9-be7d-6d846537acab. 

http://www.g20.utoronto.ca/analysis/181201-kirton-osaka-priorities.html
https://gulfnews.com/opinion/op-eds/eu-japan-summit-to-set-g20-agenda-1.63589435
https://www3.nhk.or.jp/nhkworld/en/news/20190524_03/
https://www.fmprc.gov.cn/ce/cejp/chn/gdxw/t1668217.htm
http://military.cctv.com/2019/06/01/ARTIQQ1uHGLZsNOedQ7QHAcU190601.shtml
https://www.ft.com/content/a4158884-8136-11e9-9935-ad75bb96c849
https://www.ft.com/content/7650bf7e-74c8-11e9-be7d-6d846537acab


 

5 
 

场对贸易战影响世界经济复苏的担忧。 

T20 在“贸易，投资与全球化”研究主题中所提出的第一项、第二项政策建

议指出①，国际贸易的成功是依靠规则而非力量，这表达了世界各国对当今贸易

分歧的普遍立场。具体来讲，WTO 应该进行战略性调整，以推动贸易自由化与

维护全球贸易秩序。T20 建议加强 WTO 作为国家间沟通平台的作用，可以考虑

的政策选项包括“多速度执行的多边协议”（multi-speed implementation）、“诸

边协议”（plurilateral agreements）和“关键大规模协议”（critical mass agreements）。

此外，根据 T20 在“社会凝聚力、全球治理与政治未来” 研究主题的第十二项

政策建议来看，世界主流态度是希望中美缓和贸易争端②。四个具体的政策建议

为（1）美国必须回到多边主义与国际合作的沟通机制上来、（2）中国必须真正

转变为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体、（3）中美双方需要切实解决两国矛盾、（4）国

际社会需要加强 WTO 在沟通世界贸易问题上的中心地位。 

2. 可持续发展与基础设施 

本届峰会是否会对基础设施质量提出标准，也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在杭州

G20 上，有关增强基础设施质量的倡议就被提出；2018 年 12 月的阿根廷 G20 会

议也发布了“二十国集团对高质量基础设施投资的有关原则”（G-20 principles on 

quality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旨在减少腐败并提高基建项目的财务可持续

性。主办方日本在大力推动制定有关基础设施质量的指导文件，以解决近年来部

分发展中国家因大规模基建而面临的债务问题。据西方媒体报道，此举的目的可

能在于迫使中国增加在非洲与亚洲地区的大规模投资的透明度，以对“一带一路”

倡议进行制衡③。但美国财政部长穆努钦公开表示，对基础设施建设质量的要求

                                                             

①The Crisis in World Trade, https://t20japan.org/policy-brief-crisis-in-world-trade/; Renegotiating the WTO as a 

Negotiating Forum, https://t20japan.org/policy-brief-reinvigorating-wto-negotiating-forum/. 

②Rules-based Global Governance at Risk: Challenges of US Unilateralism and US-China Superpower Competition, 

https://t20japan.org/policy-brief-rules-based-global-governance-risk/. 

③Japan to propose G-20 aid rules to check China's Belt and Road, 

https://asia.nikkei.com/Economy/Japan-to-propose-G-20-aid-rules-to-check-China-s-Belt-and-Road. 

https://t20japan.org/policy-brief-crisis-in-world-trade/
https://t20japan.org/policy-brief-reinvigorating-wto-negotiating-forum/
https://t20japan.org/policy-brief-rules-based-global-governance-risk/
https://asia.nikkei.com/Economy/Japan-to-propose-G-20-aid-rules-to-check-China-s-Belt-and-Ro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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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非针对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 

在 6 月 9 日的 G20 财长与央行行长会议上，与会各方已经对此达成初步共

识。包括中国在内的 G20 国家代表签订协议准则，内容包含确保公路、铁路、

港口设施等基础设施项目的透明度与可持续融资①。该准则预计会在 6 月 28 日的

G20 国家领导人会议上获得正式背书。 

T20 在“基础设施投资的经济效应与融资”研究主题中对有关基础设施问题

进行了广泛深入的探讨。在第三项政策建议中为增加基础设施质量提出了具体的

八项建议②，具体包括（1）调动税收收入与国内资源、（2）加强当地人力资源

投资、（3）改革采购方式、（4）确立全球统一标准、（5）发挥国际多边发展

银行的专业知识、（6）让中国成为包容的负责任国家、（7）建设为人工智能、

5G 等技术服务的数字化基础设施、（8）打击腐败。 

3. 科技发展与监管 

如何运用、管理新一轮科技革命，是一个时代命题。在今年 1 月份的达沃斯

论坛上，安倍首相就提出希望大阪 G20 会议能够成为世界数据治理的一次里程

碑。日本前首相、现财政部长麻生太郎在今年 3 月表示，科技有助于应对人口老

龄化所带来的挑战。人口结构变化与劳动力数量减少是一个普遍问题，因而这一

议题受到众多国家的支持。比如，受邀参加 G20 的新加坡总理李显龙近期就表

示希望借机与日本合作发展数字经济。 

根据 Asian Development Bank Institute 对“Society 5.0”的描述，这一概念的

目的是通过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等第四代科技革命技术，打通网络空

间与物理空间的边界，以服务人类社会。T20 也对这一主题进行了广泛深入的分

析，也从侧面反映出了主办国对此议题的重视。在研究主题“可持续发展的 2030

                                                             

①World's top economies lay out principles on debt sustainability at G20 meet, 

https://uk.reuters.com/article/us-g20-japan-infrastructure/worlds-top-economies-lay-out-principles-on-debt-sust

ainability-at-g20-meet-idUKKCN1TA09U. 

②Pursuing Quality of Infrastructure for Sustainable Growth, 

https://t20japan.org/policy-brief-pursuing-quality-of-infrastructure-for-sustainable-growth/. 

https://uk.reuters.com/article/us-g20-japan-infrastructure/worlds-top-economies-lay-out-principles-on-debt-sustainability-at-g20-meet-idUKKCN1TA09U
https://uk.reuters.com/article/us-g20-japan-infrastructure/worlds-top-economies-lay-out-principles-on-debt-sustainability-at-g20-meet-idUKKCN1TA09U
https://t20japan.org/policy-brief-pursuing-quality-of-infrastructure-for-sustainable-grow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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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程”、“加密资产与金融科技”、“数字时代的工作与未来教育”中都对此提

出了各项政策建议①。 

与此相关的另一个议题是对科技公司与数据流动的有效监管。欧盟拟在 G20

大阪会议上提出对高科技公司的税收政策调整，议案包括根据科技公司的运营地

而非总部属地来执行税收政策②。6 月 9 日在日本福冈召开的 G20 财长与央行行

长会议上，参会人员已经达成共识，会争取在 2020 前制定出对科技巨头公司的

统一税收政策，以防他们利用国家间的税收漏洞。同样在 6 月 9 日，于日本筑波

市闭幕的 G20 贸易和数字经济部长会议上，与会代表通过《联合声明》与《G20

人工智能原则》。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长苗圩在主题发言中指出，数据流动要以

安全为前提，人工智能要坚持以人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才能更好地惠及各国人民。 

  

                                                             

①Policy Brief, https://t20japan.org/publications/policy-briefs/. 

②G20 countries eye tax policy for tech giants, 

https://punemirror.indiatimes.com/others/scitech/g20-countries-eye-tax-policy-for-tech-giants/articleshow/6958

6529.cms?utm_source=contentofinterest&utm_medium=text&utm_campaign=cppst. 

https://t20japan.org/publications/policy-briefs/
https://punemirror.indiatimes.com/others/scitech/g20-countries-eye-tax-policy-for-tech-giants/articleshow/69586529.cms?utm_source=contentofinterest&utm_medium=text&utm_campaign=cppst
https://punemirror.indiatimes.com/others/scitech/g20-countries-eye-tax-policy-for-tech-giants/articleshow/69586529.cms?utm_source=contentofinterest&utm_medium=text&utm_campaign=cpp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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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20 大阪峰会：能否给不确定的世界带来确定性？ 

本文已发表于《解放日报》2019.6.27  

28 日，一年一度的 G20 峰会将在日本大阪举行。这是日本首次以东道主的

身份，亮相这一全球经济治理的首要平台。日本媒体称，在美国推行单边主义、

市场波动性日益加大的背景下，本次峰会可能成为多边贸易体系最重要的时刻之

一，可能对未来几十年的经济格局产生重要影响。它能否给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

带去确定性，备受外界关注。 

首要挑战 

不知不觉，G20 峰会已走过 11 年历程。2008 年 11 月，美国第四大投资银

行倒闭的消息，引发全球金融海啸。西方七国深陷危机，不得不求助于中国、印

度、巴西等重要的新兴经济体国家，共克时艰。G20 财长会首次升格为峰会，并

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了首次会议。从那时起，G20 峰会便被视为发达国家和发

展中国家针对经济不确定性采取集体行动的协商平台，并逐渐启动了从“危机应

对”到“全球治理”的自我转型。 

有评论称，毫无疑问，G20 峰会已成为观察国际政治经济格局演变的重要窗

口，以及主要国家围绕全球热点问题展开协商和博弈的最高级平台。 

那么今年，摆在各位“大佬”面前的，都有哪些全球经济的热点和挑战？有

观点称，与半年多前的 G20 布宜诺斯艾利斯峰会相似，世界范围内单边主义、

保护主义势头不减，朝鲜、伊朗、英国“脱欧”等热点问题依然难解，美国政府

到处挥舞贸易大棒的做派丝毫没有收敛，G20 其他成员国已遭受不同程度的影

响。 

与当时情形不同的是，国际政治经济形势发生了诸多变化：全球经济增长乏

                                                             

* 采访：任琳，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全球治理研究室主任、副研究员 

*https://web.shobserver.com/wx/detail.do?id=159878&time=1561556385203&from=timeline&isappinstalled=0 

https://web.shobserver.com/wx/detail.do?id=159878&time=1561556385203&from=timeline&isappinstalle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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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引发全球央行“降息潮”；全球贸易动力不足，增长预期被下调；美国经济

由顺风逐渐进入逆风状态，下行风险增加；美国总统换届选举拉开帷幕。 

欧洲分析人士指出，其实，在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前，世界主要经济体就已表现

出保护主义的倾向，但特朗普使这个问题达到了沸点：他让美国退出“跨太平洋

伙伴关系协定”（TPP），在全球发动关税攻势，让过去 70 年来、以规则为基础

的多边贸易体系岌岌可危。正是由于特朗普在去年 G20 峰会上的固执态度，联

合声明中第一次没有包含关于“反对保护主义”的誓言。据世界银行和 IMF 估

计，现阶段贸易摩擦可能会在 2020 年将全球 GDP 水平拉低 0.5%，造成数千亿美

元的损失。 

专家普遍认为，美国极具破坏性的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已成为当下全

球经济遇到的最大挑战。日媒指出，在大阪峰会来临之际，多边主义和全球集体

主义正面临巨大阻力，尤其是在推动世界经济增长的支柱领域：贸易。 

此外，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全球治理研究室主任任琳认

为，在全球经济治理过程中，各国还面临其他两个难题。其一如何提高关键大国

之间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只有它们达成默契，才能有效发挥合作机制的功效，提

供全球公共产品，维持世界经济的稳定和增长。其二急需解决一个“现代化”的

问题，以跟上科技和经济的发展脚步：目前，一些经贸规则和标准缺乏国际共识，

一些新生事物（如“数字经济”、电子商务等）又缺乏统一规则，才导致一些贸

易摩擦的产生。这也是诸如 WTO 等国际机构亟待改革的原因所在。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基金会高级研究员吴正龙指出，从历史上看，大阪峰会将

是 2008 年各国首脑协调应对金融危机以来，具有重要意义的一届，多边主义贸

易体系正处于关键节点。日媒称，它可能对未来几十年的经济格局产生影响。 

诸多看点 

那面对上述挑战，各国首脑如何展开协调，又将会给出怎样的方案？ 

G20 大阪峰会的官网罗列出即将聚焦的八大领域，分别是世界经济、贸易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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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创新、环境与能源、就业、女性权利、可持续发展以及健康。专家认为，

本次峰会的看点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降低贸易摩擦、推动 WTO 改革、“数

字经济”、双边和三边会晤等。 

首先，降低贸易摩擦、推动经济增长，将是峰会的一大核心议题。外界预计，

美国很可能会继续表现出保护主义的放纵倾向，但其他 G20 国家应明确支持自

由贸易。日经新闻称，各国领导人能否在联合声明中凝聚共识、释放对抗保护主

义的明确信号，已成为最大的关注点之一。 

吴正龙认为，G20 峰会需要进一步重申多边自由贸易体制的重要性。从此前

部长会的决议看，最后的宣言预计还是会放弃“反对保护主义”这项重要承诺，

以保全特朗普政府的“面子”，但可能会提到“努力实现自由、公平、非歧视、

透明、可预测和稳定的贸易和投资环境，以保持我们的市场开放”。 

就贸易摩擦而言，“最受关注的就是中美领导人的会晤”，任琳指出。 

6 月 18 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约与特朗普通电话。特朗普表示，期待

着同习近平主席在大阪峰会期间再次会晤。习近平指出，愿意同特朗普在大阪峰

会期间举行会晤，就事关中美关系发展的根本性问题交换意见。但在经贸问题上，

双方应通过平等对话解决问题，关键是要照顾彼此的合理关切。 

“外界普遍期待，通过这次会晤能为此前的经贸摩擦降温，为充满诸多不确

定因素的世界经济注入一点确定性因素。”任琳指出，毕竟，中美两个世界最大

经济体之间的经贸关系，直接或间接地牵动着世界各国的经济，也牵动着全球市

场的稳定运行。 

有美媒指出，虽然会晤前景难料，但美方挑动贸易纷争的做法越来越受到质

疑。24 日在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举行的听证会上，反对对中国商品加征关税的

声音再次响成一片。也有美国分析人士警告，若不尽快与中国达成协议，特朗普

的连任之路将面临“严重危险”。 

其次，WTO 改革也是峰会一大看点。这是去年布宜诺斯艾利斯峰会上确定

的议题，直接关系到 G20 峰会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作用。 

就此前部长会的决议看，吴正龙指出，各方似乎已就 WTO 上诉机制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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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共识。此前，个别发达国家曾对上诉机制的改革进行阻挠，甚至造成上诉机

制几乎陷入瘫痪。落实改革后的上诉机制，应该能在处理贸易争端方面发挥更积

极的作用。 

任琳认为，WTO 本身面临着诸多问题，包括机构、架构等系统性问题，也

包括一些争议性的规则以及一些新生规则和标准的制定等。而在推进 WTO 改革

方面，G20 峰会具有特殊的优越性。其一，作为全球经济治理的重要协调机制，

它的规格高于普通论坛，能迅速及时地对一些问题作出反应。其二，它齐聚世界

主要经济体国家，但规模又比“大多边”要小，与一些既成的国际组织相比，更

具灵活性和协调力。因此，G20 峰会有望构画 WTO 改革的“路线图”，分步推

进，规避冲突，让世界重新回归基于规则的经济和贸易秩序。 

再者，中俄印三方会谈颇受外界关注。不难发现，这三个国家有很多相似之

处，都是金砖国家、新兴经济体的国家、世界经济排名前十位的国家；都受到美

国单边主义的冲击和威胁。如今，它们坐到一起，商讨共识，有助于应对世界经

济的不确定因素。 

任琳认为，这三个国家间本身就有成熟的对话机制和合作模式（金砖平台、

上合平台）。在美国单边主义已经对世界经济构成威胁的背景下，中俄印进一步

协调立场、寻求共识，发出支持和维护多边主义、保持世界市场稳定、改革全球

治理体系的更强音，具有重要的意义。 

有观点认为，三国可以在能源、科技等领域加强合作，扩大共同利益。也有

分析人士指出，中俄印早有在 G20 峰会期间举行会晤的惯例，再加上日美印三

国也将在峰会期间举行三边会晤，而两者的“交集”印度正是此次会晤的发起

者。因此，这或许也是印度一贯奉行的“平衡外交”的表现。 

最后，外媒也对另一场可能的双边会晤给予关注：美俄首脑会。最近一段时

间，美方想促成“普特会”的信号似乎很强烈。6 月 11 日，白宫国家安全事务

助理博尔顿表示，特朗普将在 G20 大阪峰会期间与普京举行会晤。然而半个月

过去了，美国政府官员的会晤表述仍然含糊。克里姆林宫称，白宫尚未正式提出

外交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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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评论称，特朗普确实想改善美俄关系，并以此撬动其他国际关系。他对普

京本人也一直充满好感，哪怕美俄关系交恶、峰会在最后时刻告吹，两人也从没

有真正“撕破脸”。但是，美国国内对俄罗斯的敌意以及两党斗争，限制了特朗

普的腾挪空间。到目前为止，特朗普和普京只有过两次正式会晤——2017 年汉

堡峰会、2018 年赫尔辛基峰会。然而，两次会晤都没有给美俄关系带来起色。

这次，“特普会”又将以怎样的形式呈现，不久就会有答案。 

中国方案 

这次峰会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连续第七次出席或主持 G20 峰会，中方一

直高度重视 G20 合作和全球经济治理。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将在大阪

再次提出哪些方案、主张，备受各方期待。 

中国外交部表示，习近平主席在 G20 大阪峰会期间的活动内容丰富，日程

紧张。他将出席四个阶段的全体会议，深入阐述对世界经济形势的看法主张，致

力于对当前存在的问题找根源、把准脉、开好方，把握好世界经济的大方向。有

评论称，习近平主席在峰会上的讲话也是各界期待的一个焦点。 

吴正龙认为，中国在倡导多边贸易体制、反对保护主义、支持开放包容、促

进世界经济增长方面的立场是明确和一贯的。中方一直支持对 WTO 进行必要的

改革，以增强其有效性和权威性。近来在世界经济舞台上发生的种种波折，更凸

显出中方主张的正确性和重要性。 

其实，回顾过去十几年、甚至更长时间，任琳指出，中国参与 G20、参与全

球治理以及国际规则制定的角色和身份，经历了一个成长和变化的过程。从最初

加入 WTO 时学习规则、拥抱世界，到后来的熟练运用规则来保障自己的利益；

再从 2008 年 G20 峰会，中国在应对金融危机挑战方面做出重大贡献，到此后积

极参与全球治理，在 G20 框架下推动 IMF、世界银行份额改革，让新兴经济体国

家的声音更多地在国际舞台上被倾听。可以说，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上升、全球

GDP 贡献的增加，随着中国更积极地参与国际事务，世界对中国充满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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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是当下贸易保护主义、逆全球化思潮盛行之时，世界格外期待、等待

中国发出自己的声音，为全球经济找到问题根源，并引导其向着更健康、持续、

稳定的方向发展。作为世界上最主要的经济体之一，当我们发出继续深化改革开

放、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支持经济全球化和多边主义的表态时，其他各国就觉得

吃到了一颗‘定心丸’，在不确定的世界里找到了确定性。而我们，也将在这个

过程中逐步走到全球经济治理舞台的中央。”任琳指出。 

专家一致认为，在大阪的舞台上，世界将再次看到中国以开放、包容、合作、

共赢的姿态，拥抱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