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月 8日袁博鳌亚洲论坛 2018年年
会发布 3份报告袁分别为叶新兴经济体发
展 2018 年度报告曳尧叶经济一体化进程
2018 年度报告曳尧叶亚洲竞争力 2018 年
度报告曳遥 3份报告显示袁 与往年相比袁
2017年袁 新兴经济体经济增速明显提
升袁总体呈现向好态势袁亚洲整体竞争力
增强遥

与会专家表示袁随着贸易保护主义
抬头袁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对世界经济回
暖的拉动作用更显可贵袁亚洲国家应加
快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渊RCEP冤等谈
判袁 推进亚洲经济一体化和经济全球
化遥

中国成为亚洲乃至世界经济主引擎
叶新兴经济体发展 2018年度报告曳

显示袁2017年袁E11渊新兴 11 国袁指二十
国集团中的 11个新兴经济体袁 亚洲国
家占了多数冤GDP增长率约为 5.1%袁比
世界经济增速高 1.4个百分点袁 总体呈
现向好态势遥 作为最大的新兴经济体袁
中国经济增速达 6.9%袁对全球经济增长
贡献约 1/3袁 并继续扮演着最大贡献者
角色遥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
究所所长张宇燕表示袁展望 2018年袁新
兴经济体经济有望继续保持良好增长态
势袁但劳动生产率尧特朗普政府税制改革
的溢出效应等因素仍不可忽视遥

叶亚洲竞争力报告曳连续 8 年对 37

个亚洲经济体竞争力进行评估遥 报告撰
稿人尧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学术委员
会委员王军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解读了
叶亚洲竞争力 2018年度报告曳 的亮点遥
一是随着亚洲经济一体化进程持续推
进袁 亚洲各经济体开始初步享受到巨大
红利曰二是亚洲整体竞争力增强袁而且主
要经济体经济形势表现出趋稳向好尧稳
中有升特点曰三是亚洲经济体经济社会
发展的稳定性和连续性不断增强曰四是
各经济体竞争力强弱有固化倾向袁但综
合得分差距在缩窄遥
王军认为袁预计未来 3到 5年袁中国

在亚洲仍将保持较为旺盛竞争力袁仍将
成为亚洲乃至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引
擎遥

贸易保护主义无益于全球经济
叶新兴经济体发展 2018年度报告曳

指出袁2017年袁 在美国等主要发达经济
体政策内顾倾向加重背景下袁E11与发
达经济体之间的贸易和投资谈判进展缓
慢遥 二者冲突的一大表现是近期上演的
中美贸易争端遥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东亚研究中心主
任肯特窑凯尔德教授告诉记者袁中国一向
倡导并坚定不移发展全球自由贸易和投
资袁在开放中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
利化袁旗帜鲜明反对保护主义遥 野中国正
逐渐成为全球贸易体系的稳定器袁这个
角色对全球而言非常重要遥 我相信袁两

国民众尧多数跨国公司都不希望中美打
贸易战遥 冶他认为袁中美需要进行谈判袁
许多问题还有机会解决遥

今年是美国房地产公司莱纳国际
总裁马林第三次参加博鳌亚洲论坛袁他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袁 过去数十年间袁
多边贸易关系对跨国公司发展袁许多国
家的经济繁荣尧和平稳定作出了巨大贡
献袁贸易战会摧毁这些成果遥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研究员张
燕生表示袁 近年来全球 GDP尧 贸易尧投
资尧制造业等出现复苏势头袁此时美国
对中国挥舞贸易保护主义大棒袁会让全
球对经济复苏的信心尧预期和未来展望
造成伤害遥 他说袁野历史上袁全球化两次
因保护主义盛行而中断袁发生了美国经
济大萧条尧石油危机尧全球动乱等袁贸易
保护主义会给世界带来更多不确定性袁
这十分危险遥 冶

以共同体意识推进全球化进程
叶经济一体化进程 2018年度报告曳

指出袁全球化倡导的自由贸易袁是亚洲
经济一体化的重要推动力量遥

野在部分发达国家挑起贸易摩擦尧
贸易争端等逆全球化时袁亚洲始终坚定
不移地在中国的倡导尧带领下袁通过博
鳌亚洲论坛尧耶一带一路爷建设尧构建亚
洲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等方式袁推动区域
一体化尧全球化袁实现共享共赢共建袁和
一些西方国家形成了鲜明对比遥 冶王军

表示遥
尽管亚洲贸易表现持续向好袁但亚

洲经济一体化未来进展也面临西方反全
球化情绪尧一些跨国企业倾向于缩短全
球供应链等方面挑战遥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副校长林桂军认
为袁 亚洲一体化目前尚存在一些问题遥
为此袁必须高质量完成 RCEP谈判袁扭转
逆全球化趋势袁推动亚洲经济尧贸易以
更高速度增长遥

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周文重表示袁
为应对挑战袁亚洲各经济体应制定明确
政策袁 处理全球价值链的结构性变化袁
并找到创新性增长方式曰同时袁共同努力
应对宏观经济和贸易方面的外部压力袁
抵制西方发达国家保护主义压力曰在协
同合作方式下不遗余力地深化金融改
革袁激发本地区增长潜力曰建立强烈的共
同体意识袁积极参与冲突管理袁培养管理
潜在冲突的技能并制定指导方针遥

野中国人讲袁耶风物长宜放眼量爷袁负
责任大国应该登高望远遥 冶张燕生说袁合
作是中美两个大国唯一正确的选择袁希
望中美能够同舟共济尧共同合作袁为全球
化注入更多正能量遥 叶子 彭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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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外储 31428亿美元
外汇市场继续呈现供求平衡格局
中国人民银行 8日公布的最新外汇储备规模数据显

示袁3月末袁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 31428亿美元袁较 2月末
上升 83亿美元袁升幅为 0.27%遥
国家外汇管理局有关负责人分析袁3月袁 我国主要渠

道的外汇供求相对平稳袁 外汇市场继续呈现供求平衡格
局遥 国际金融市场避险情绪上升袁主要非美元货币汇率相
对美元升值袁资产价格变动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袁外汇储
备规模回升遥 年初以来袁 我国经济运行延续稳中向好态
势袁经济结构升级优化袁质量效益持续改善遥 人民币对美
元汇率双向波动并保持基本稳定袁 跨境资金总体平衡的
发展态势更加稳固遥 王观

日前袁由中国自主研制的 ARJ21要700飞机 104架试
飞飞机平稳降落在西安阎良机场袁为 ARJ21要700飞机欧
洲冰岛大侧风试飞之旅画上圆满句号遥 本次大侧风试飞
填补了我国运输类飞机 30节以上大侧风试飞的空白袁标
志着 ARJ21要700飞机具备适航规章要求的全部气象条
件下的安全运营能力袁对拓展飞机的运营环境尧提高飞机
的市场运营效率具有重要意义遥 图为 ARJ21要700飞机
104架机在冰岛凯夫拉维克国际机场进行试飞遥

银近日袁NASA 在
官网公布了由 野朱诺冶
号木星探测器在 4月 1
日拍摄的最新木星表
面图像袁这是野朱诺冶号
第 12次飞越木星遥 图
片显示了木星北半球
独特的大气层漩涡袁大
小不一的涡旋如同一
个个神秘的洞口袁通往
木星内部遥

由于木星是一个
气体星球袁人类发射的
探测器自然就无法野登
陆冶其表面遥 随着逐渐
深入木星袁 压强增大袁
气体变成液体再变成
金属遥 科学家推测袁在
木星内核处袁压强高达
几百万个大气压袁氢气
被压缩成导电的金属遥
这层金属氢内部包含
着的则是木星核心袁至
于核心里到底有什么
元素尧 温度压力几何袁
现在仍是未解之谜遥

博鳌亚洲论坛2018年年会发布 3份报告

“中国正成为全球贸易体系稳定器”

注销公告
瑞金市绿源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渊注册号院360781210003772冤经股东

会决定现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注销公司袁 现公司已经成立清算小组
渊成员院谢兴峻尧谢艳林尧负责人:谢兴峻冤袁请债权人在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天内到瑞金市象湖镇南岗村谢屋村民小组本公司清算小组申报债权
债务袁 逾期将按相关规定处理遥 特此公告浴 联系人: 谢兴峻 联系电话院
13979781575

瑞金市绿源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清算组
2018年 4月 4日

遗失声明
绎杨火庆持有的瑞金市被征

地 农 民 证 遗 失 袁 证 号 院
ZD01060162袁特此声明遥

绎瑞金市财政局遗失人民银
行颁发的开户许可证 袁 账号 :
36001184040050000551袁 核准号 :
Z4296000009302,声明作废遥

绎刘瑞洲持有的残疾证遗失袁
证号 院36210219700504061242袁特

此声明遥
绎瑞金市象湖镇金皇布艺店

遗失营业执照副本 袁 注册号 院
360781600064941袁特此声明遥

绎 华 振 国 渊 身 份 证 号 院
360781199004150014冤持有的就业
失业登记证遗失袁特此声明作废遥

绎瑞金市象湖镇东升现代名
优家私店遗失增值税普通发票壹
张袁发票代码:3600171320袁发票号
码:12393349袁特此声明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