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人为本的包容性可持续增长
献给 2016 年 20 国集团主席国的蓝皮书

愿景 20：全球治理新前沿国际峰会
2016 年 6 月 1 日·浙江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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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此时刻，国际社会将目光投向 20 国集团。作为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
及发展中国家开展合作的重要论坛，20 国集团在引领和推动国际经济合作方面
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理应谋大势、做实事，推动解决世界经济的突出问题，为
实现强劲、可持续、平衡增长目标而努力。”
---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015 年 12 月 1 日

对全球领导力的迫切需求：中国作为 20 国集团主席国
当前全球经济、环保和发展体系正处于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我们仍未完全摆脱
2008 年金融危机的后果和影响。对全世界所有国家的大多数人民来说，日常生
活、经济安全、收入和生计遭受了或许是永久性的破坏。世界迫切需要全球领导
力。然而在很多人看来，当今的全球治理与 20 国集团领导人峰会已经变得过于
注重技术性细节且由官僚们主导。蓝皮书起草小组认为，现在必须强化 20 国集
团作为核心经济治理机制的角色，从而确保全球相互依赖的稳定性和改善人民福
祉的能力。对这一方案的信心取决于 20 国集团促进新兴大国融入全球治理架构
的能力。
2016 年，借助中国的东道主地位，20 国集团可以释放出有力的信号使全球的决
策者及民众安心。在中国的主持下，20 国集团可以发起一系列有意义的改革来
建立以人为本的全球治理架构。我们同时相信 20 国集团能够改善全球经济的运
行。中国的角色使她能够为 20 国集团提供领导力：20 国集团的领导人可以通过
“以人为本”的战略来倡导增进人民福祉的政策与举措：短期而言意味着以投资
提振宏观经济，长期而言则旨在促进平等与可持续性发展。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浙江大学于 2016 年 3 月 31 日至 4 月 2 日主办了大型国际
会议“愿景 20 全球治理新前沿国际峰会：2016 年 20 国集团如何扮演更积极的
角色”，会议由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与多伦多大学蒙克国际事务学院协办。
会议邀请了超过 50 位包括政府高级官员、知名政策分析专家和学者在内的嘉宾，
他们来自中国、加拿大、美国、澳大利亚、日本、韩国、英国、印度、印度尼西
亚以及其他国家和地区（嘉宾包括帕斯卡尔·拉米、伯特兰·巴德尔、林毅夫、
保罗·马丁、玛亨德拉·希勒卡、迈克·卡拉翰、何亚非、河合正弘，以及来自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复旦大学
和浙江大学的政策专家）。会议结束后成立了专门的蓝皮书起草小组与顾问组为
中国的政策制定者起草了这份报告。以下呈现的是一份基于会议纪要的蓝皮书简
报，它整合了与会专家们具有原创性的想法与洞见，现汇报给中国领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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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2016 年杭州峰会创造进展的行动计划
20 国集团时常受限于自身发起变革的能力。然而，这一机制仍拥有两个强大的
工具：
l

20 国集团领导人可以共同发布清晰有力的声明，向全世界传递经济发展路
径的信号。关键之处在于 20 国集团领导人必须亲自认领这一声明，以彰显
它是各国最高领导人的政治承诺，而不是官僚们提出的一揽子技术性建议。

l

由于 20 国集团机制包含了核心国际经济制度的最重要的利益攸关者，所以
20 国集团领导人可以向诸多政策领域的国际组织提出有影响力的政策建议。

一、一种新形式
我们认为，通过更多关注峰会平台沟通的内容与模式，20 国集团峰会的领导人
们能够加强他们与普通民众之间的联系。下列创新可供参考：
l

一种新形式的 20 国集团联合公报：言简意赅的声明，面向平头百姓，由 20
国集团的领导人直接公开宣布。

l

用鲜活、生动的文字发表着眼全球形势的声明，可以概括关键点。这样，20
国领导人可以以更直接的方式向公众阐释。我们认为，20 国集团的领导人
都深知全球化进程需要公平公正、与时俱进的规则，才能产生信任、公平感
和确定性。我们深信领导人能够这样沟通，既确保全球经济的稳定性，同时
改善全球化收益的分配，惠及世界上绝大多数的人。

二、有力的承诺
我们相信 2016 年 20 国峰会能够为一系列相互关联的核心议题提供政策建议：
1. 以人为本的增长
许多国家的财政能力有限，而货币与汇率政策不能实现全球最优结果。我们期待
订立着眼于疏导全球公私投资的行动计划，以便提振经济，鼓励基础设施建设和
结构性改革。
20 国集团的承诺：增长的新创新源泉
20 国集团可以通过技术合作与联合研究发起绿色创新倡议；
l

20 国集团可以在 2016 年成立一个基金（1 亿美金），引导全球范围内的高
中、大学和城市在以下三个领域内竞相提出创新想法：绿色科技、绿色基础
设施以及绿色交通。20 国集团可以宣布新的措施以表明对利马-巴黎行动计
划中的诸多行为体和倡议的注资承诺。

l

20 国集团可以采取措施响应大众对改善“全球化收益”分享和对社会公正
的呼声。20 国集团领导人可以考虑在杭州宣布成立一个“智者委员会”。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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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会的主要任务和工作是收集全球范围内的最佳实践以及成功的公共政
策实验，然后将这些做法传播和分享给其他国家。我们认识到，这些技术性
的评估工作必须最终回到国家层面的政治行动，以实现 20 国集团所追求的
更好的社会结果。
2. 全世界共同努力实现 2030 可持续发展议程
20 国集团承诺：我们建议 20 国集团领导人采取措施确认各国领导人对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第 21 次缔约方会议巴黎协定以及《亚
的斯亚贝巴行动议程》的支持。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设定了在深度和广度上都雄心勃勃的目标。实现这些目
标需要创新才能不落俗套，聚焦放大效应。
20 国从之前贯彻实施联合国千年发展计划的全球集体行动中得到的一项经验是，
要想保持对长远目标的关注，必须有坚定持久的政治意愿。我们期待 20 国集团
领导人分别在他们各自的国家、以及在全球性论坛上集体作出承诺，提供必要的
领导力同时唤起各国民众的意识以满足全球经济向包容性和可持续性增长转型
的需要。我们认为下列建议会有帮助：
l

领导人可以将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远期目标与各国国内的优先目标联
系起来，并以此分配资源与精力，从而为未来十五年实现可持续性制定新的
路线。

l

领导人可以承诺将启动国家内部关于可持续性的讨论，区分国家政策目标的
轻重缓急，审议各自国家通过实施 2030 年议程实现可持续性的具体方式，
最终形成一份国家层面的 2030 愿景声明。

l

领导人可以承诺将在各自国家政府内部委派一名部级高官负责以下事务：1）
动员社会各界参与以形成 2030 可持续性发展国家战略；2）调动公共和私
营部门的所有金融资源以满足基础设施投资的大规模资金需要；3）协调与
统筹实现 2030 可持续发展目标所必需的跨行业、跨部门的项目、计划和资
源。

l

领导人还可以承诺建立一套有效的监督机制，强化国家目标的执行。

l

领导人可以要求参与 20 国集团机制的各类国际组织共同发表一个年度报告，
评估履行各项承诺的进展，以及相关改革对实现共同议定的量化目标所产生
的效果。

l

领导人可以考虑改革 20 国集团发展工作组，使之成为贯彻实施可持续发展
议程的焦点。为此，可以将该工作组重新命名为“20 国集团可持续发展工
作组”，并指定该工作组负责将来自其它工作组的政策建议整合在一起，包
括基础设施、投资、能源、气候金融与绿色金融方面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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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领导人应该努力同时在国家层面和国际层面上实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而且这些行动应当是完全透明的，对社会和其他相关方面完全开放，领导人
也应当愿意倾听他们对 20 国集团工作进展所做的评估。我们建议，20 国集
团领导人作出努力，进一步开展与社会组织发展合作。

3. 大规模基础设施投资
20 国集团的承诺：建议全球各方通力合作协调行动，动员对可持续的基础
设施项目的规模化投资从而消除发展瓶颈。
l

根据巴黎气候变化协定，如果要完成协议中所规定的国家自主贡献，则需要
前所未有的、大规模的基础设施投资。因此将所有的金融实体和资源动员起
来是至关重要的，需要将各方行动集合统筹。

l

所有十七个可持续发展目标都需要基础设施投资，其中第九个目标尤其关注
创新与基础设施。这些目标是实现经济、社会和环境综合可持续性的手段，
从而达到以人为本，满足民众对于他们所生活的社区以致整个地球的各种需
求，包括食品安全、健康、教育、性别平等、水资源、公共卫生、能源、就
业以及环境平衡。

在我们看来，这些可持续发展目标是体现以人为本的重点工作，涉及每个人的日
常生活。我们认为，20 国集团领导人若是在杭州峰会上做出公开表态支持各国
为此所做的努力，那么这将以非常有意义的方式凸显和强化各国领导人与各自民
众之间的联系。
l

20 国领导人可以考虑指示多边发展银行去动员各国政府、商业银行、国家
发展银行和机构投资者参与发起项目和基金，为所需的基础设施提供资金支
持。20 国集团领导人还可以要求全球性和区域性多边发展银行共同创立一
个多边发展银行理事会，以及一个从现有多边发展银行职员中抽调组成的联
合协调行动组。该行动组将负责在 2017 年向 20 国集团提交协调工作纲领。

l

我们建议，为了完成上述目标，有关各方必须致力于实现程序的标准化，包
括投资项目和计划的合约、采购、支付、上报以及实施。要实现规模化的基
础设施各方融资，关键在于具备可扩展、可复制的平台，从而简化程序步骤，
提升效率和及时性。多边发展银行基础设施行动组可以在明年 20 国集团会
议前提交一份有关上述可扩展程序的草案。

三、新的有力的其他行动：通过以下议题 20 国集团领导人可以释放全球
领导力复苏的新信号
国际贸易
我们认为，20 国集团领导人可以考虑发布一份宣言，向全球经济参与者传递一
个强有力的信号，表明全球经济并没有朝着一个碎片化的世界贸易体系发展。这
份宣言可以彰显领导人的团结一致，可视作对普遍性贸易规则以及 WTO 体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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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集体承诺。我们认为，近年来区域性自由贸易协定的发展，例如跨太平洋伙
伴关系协定（TPP）和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框架协定(RCEP)，应该支持全球
贸易体系。此外，20 国集团领导人可以承诺将确保这些所谓的超大型自贸区之
间的相互协调，甚至是最终融合。20 国集团领导人还可以要求世贸组织建立一
个数据库来收集最佳国内实践，数据库将有助于交流经验，如何广泛而公平地扩
散贸易收益。
国际货币体系改革：
我们认为，特别提款权有可能成为一个稳定锚，有助于国际货币体系进行平稳的、
合作的渐进式改革。我们认为，关键在于世界主要货币之间重新承诺将致力于合
作和领导，尤其是特别提款权有定价权的五种货币。20 国集团领导人或可承诺，
将加强汇率政策的监督机制，以及避免出现竞相贬值。
国际金融改革：
我们认为，20 国集团和金融稳定理事会在适当监管金融业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
的进展，加强了金融系统的弹性和稳定性。金融稳定理事会保持着一个充满雄心
的议程，其工作也仍会是全球优先的事项，其中包括全面坚持贯彻金融危机后的
改革，持续提高金融系统的稳定性，应对新出现的脆弱性。此外，金融稳定理事
会还负责监视这些改革的影响，确保既满足稳定性的目标，又不会给金融业增加
过多的成本，给世界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带来意外的后果。我
们认为，在适当时机，金融稳定理事会可以进一步制定措施，防范金融监管的迟
滞作用。
全球治理改革：
我们期待，20 国集团领导人承诺在所有的全球性、区域性组织中实施良好
的治理，任人唯贤，决策透明，可持续并且尊重多样性。我们认为，20 国
集团领导人拥有一个共识，即区域性、全球性组织需要有能力、可信赖的领导层。
要获得民众和市场的信任，这一点非常重要。为此建议如下：
l

新老国际组织应当遵循一套共同的原则；

l

可以鞭策区域性和全球性的国际组织以透明的、举贤任能的程序选拨领导人。

非法资金流动：
围绕离岸金融中心避税天堂的法律和金融工具泛滥，助长了不公平的腐败作风，
损害了全球经济体系的合法性。尽管有关小国（通常是岛国）的发展十分重要，
我们还是建议国际社会及各国政府加快解决这一问题。
小结
20 国集团应致力于以人为本的全球领导，20 国承载着树立表率的职责，实施着
惊醒的集体监督，。唯有共同努力，20 国集团领导人才能为子孙后代建立起一个
命运共同体。
当今世界的挑战需要齐心协力应对，并认真执着地改善民生。应对种种迫切的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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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性问题，领导者尤其不可或缺。20 国集团峰会作为一个独一无二的论坛，拥
有实现这一目标的能力与合法性。20 国集团领导人直面挑战、勇为先锋正当其
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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