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梳理发现，已有5位中国总理和副总理参加
世界经济论坛，并发表重要讲话，向世界阐释中国
经济的发展前景。

1980年
副总理康世恩带队
希望外方尽可能到中国来

1980年，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康世恩带领中国
冶金工业部副部长李非平、李华出席世界经济论
坛在日内瓦举行的会议。

中国代表团团长在达沃斯论坛中国专场上向外
国代表介绍中国当前的经济情况，坦率回答外方代
表提出的问题，给外方留下很深的印象。国内经济
界、企业界希望外方尽可能到中国来，现场了解情
况，面对面地与政策的制定者和中国同行进行交流。

1992年
李鹏总理：
表明中国改革开放的坚定决心

1992年，中国正处在改革的关键时期，中国
国内改革的深入需要外交突破的支持。

媒体报道，1992年1月27日至2月7日，国
务院总理李鹏出席了联合国安理会首脑会议、达
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会议并访问西欧。

李鹏在达沃斯论坛上作了《九十年代的中国
经济》的主旨演讲，向世界介绍了中国经济形势
和成就，表明中国改革开放的政策及坚定决心。

1998年
李岚清副总理：
将继续利用外资
并采取更加优惠的政策

1998年正值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世界对中国充
满了疑问。据新华社消息，当年1月31日，国务院副
总理李岚清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发表《中国
经济稳步增长》讲话，介绍中国经济发展情况。

他指出，刚刚过去的1997 年对中国来说是一个
好年景。首先，经过多年的改革，中国开始探索到一个
高增长、低通胀的宏观经济运行模式，国民生产总值
已连续几年保持较高的增长，通货膨胀率不断降低。
同时，中国将不断完善法律体系和投资环境，继续
利用外资并采取更加优惠的政策。

2008年
温家宝总理：
今年恐怕是中国经济
最为困难的一年

2008年，金融危机席卷全球。国务院总理温家
宝在夏季达沃斯论坛上发表《改革开放是中国经济
发展永恒的动力》演说。他表示，今年初，我曾经讲
过，今年恐怕是中国经济最为困难的一年。我国遭
受了严重的雨雪冰冻灾害和特大地震灾害，又面临
国内外复杂多变的环境。我们克服重重困难，保持
了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态势。

他指出，总的看，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面没有
改变，正朝着宏观调控的预期方向发展。中国所
遭遇的困难，是发展过程中的困难。保证中国经
济持续、快速增长的有利条件很多。

2010年
李克强副总理：
深化国企改革破除垄断

2010年，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李克强出席在
瑞士达沃斯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年会，并发表了
题为《合作包容共创未来促进世界经济健康复苏
和持续发展》的特别致辞。

他表示，过去一年，面对国际金融危机的严重
冲击，中国政府果断决策、及时部署，实施了保持
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一揽子计划，在较短时间里
实现了经济回升向好。国内需求在中国经济增长
中发挥了主导作用。

他表明，中国将坚持深化改革扩大开放。这
是中国经济长期平稳较快发展的强大动力和有效
保障。需要坚定不移地推进体制机制创新，坚持
市场化改革的方向，继续推进价格、财税、金融、投
资等领域的改革，更好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
的基础性作用。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深化国有
企业改革，破除垄断、鼓励竞争，促进民营经济发
展，增强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

2014年
李克强总理：
政府带头自我革命
“开弓没有回头箭”

2014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在中国天津举
行，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出席开幕式并发表特别致
辞。他表示，中国全面深化改革未有穷期，政府带
头自我革命，“开弓没有回头箭”。

李克强指出，当前，世界经济不稳定不确定因
素依然较多，中国经济正处于深层次矛盾凸显和

“三期叠加”的阶段，到了爬坡过坎的关键时期。
他表示，中国将统筹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

惠民生、防风险，不断完善和创新宏观调控思路和
方式，在区间调控的基础上加强定向调控，推进结
构性改革与调整，抱定壮士断腕、背水一战的决
心，推动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重点改革，着眼长远解
决眼前问题。

他指出，“开弓没有回头箭”。我们将深化行
政管理体制改革，力争用更短的时间完成取消和
下放行政审批事项的五年任务，释放市场潜能和
发展动力。 （综合）

中国哪几位总理
参加过世界经济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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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瑞士苏黎世1月20日电
（记者陈二厚 桂涛）应世界经济论坛
主席施瓦布、瑞士联邦政府邀请，国务
院总理李克强当地时间20日下午乘专
机抵达瑞士苏黎世，出席在达沃斯举
行的世界经济论坛2015年年会，并对
瑞士进行工作访问。

李克强表示，世界经济论坛致力
于推动国际社会对话沟通、凝聚共识，
探讨如何应对全球性挑战，在推动全
球治理体系建设中发挥重要作用。我
期待在出席论坛年会期间，同与会各
界就世界经济和国际地区形势、中国

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各方关注热点
的对策等议题深入交流，为维护世界
和平稳定，促进全球经济强劲、可持
续、平衡增长作出努力。

李克强表示，中瑞关系走过了不
平凡的65年。我期待同瑞士领导人就
两国关系及共同关心的问题深入交换
意见，巩固传统友好，拓展和深化互利
合作，继续扩大双边自贸协定的成果，
将金融打造成两国合作的新亮点，使
中瑞关系发展更好惠及双方人民。

出席世界经济论坛年会期间，李
克强将出席论坛全会并发表特别致

辞，同论坛国际工商理事会代表对话
交流，会见论坛主席施瓦布，并同与会
部分国家领导人举行双边会晤。

对瑞士进行工作访问期间，李克强
将同瑞士联邦主席索马鲁加举行会谈，
两国将宣布和签署金融、科研、人文、食
品药品等领域一系列合作成果和文件。

据新华社瑞士达沃斯1月20日电
（记者尚军 郝亚琳）国务院总理李克
强当地时间20日晚在瑞士达沃斯会见
世界经济论坛主席施瓦布。

李克强表示，世界经济论坛在国
际经济领域具有重要影响，每年冬季

在达沃斯举行的年会都引来世界聚
焦。今年年会主题“全球新局势”紧扣
国际形势发展，探讨人类面临的挑战
和可以把握的机遇，具有很强针对性。

李克强指出，面对当前错综复杂
的国内外环境，中国经济发展总体向
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我们将继续实
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
策，既不松也不紧，同时把更多精力放
在结构性改革上。中国经济正向着形
态更高级、分工更复杂、结构更合理的
阶段演进。中国经济提质、增效和升
级，不仅为自身未来发展奠定了良好

基础，也是对维护世界经济、金融稳定
和健康发展的重要贡献。中方愿同世
界经济论坛进一步深化合作，希望论
坛继续为促进国际社会和中国的相互
了解发挥积极作用。

施瓦布欢迎李克强出席世界经济
论坛2015年年会，期待李克强在论坛
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为世界经济及
全球议程注入更多中国智慧与中国声
音。施瓦布表示，当前中国在国际政
治、经济体系中的作用日益重要。世界
经济论坛愿拓展同中国的合作，支持中
国在国际舞台发挥更重要作用。

出席在瑞士达沃斯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2015年年会

李克强会见世界经济论坛主席

“中国前景展望”、“中国对外投资
展望”、“中国经济发展评析”……从
2015年世界经济论坛的议程来看，围
绕中国设置的议题就有五六场，这在
一直以来着眼全球话题的世界经济论
坛上格外显眼，却并不出人意料。

根据论坛公布的议程，与会的全球
精英将听到关于中国最新的经济趋势
和挑战的剖析；在“中国前景展望”会
场，嘉宾们将就中国经济“新常态”及其
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如何调整产业结
构、促进可持续发展等问题进行讨论；
在一场主题为“中国对外投资展望”的
会议上，人们将探讨中国企业的对外投
资如何影响世界各国的产业发展。

除了宏观经济话题外，论坛还专
门针对两位中国知名企业家设置了两
场会议，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创始人任
正非和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将在会议
上分享他们的商业理念。

本届论坛的重中之重当属中国国
家总理李克强的特别致辞。李克强总
理将在论坛上向世界阐述中国经济发
展现状，分享中国经济发展经验，展望
中国经济发展前景。

除了以上直接与中国相关的议题
之外，本届论坛设置的许多全球话题
一定也少不了中国。事实上，如果要
感受中国热度，最好的方式莫过于在
达沃斯各会场之间走一趟。回顾
2013 年记者首次参与达沃斯年会报
道，曾惊讶地发现虽然与会精英们各
自说着不同的语言，口中却时常蹦出

“China”；而到了2014年，在达沃斯感
受“中国热”已令记者习以为常。

中国经济多年的高速增长举世瞩
目。回顾近年，世界财经风云多变，当
2008 年华尔街著名投行雷曼兄弟公
司申请破产保护引发全球金融危机之
时，2009 年欧债危机爆发之时，中国
经济依然保持着稳定的增长，成为世
界经济复苏和增长的亮点。随着中国
开放程度日益加深，各经济体联系日
益紧密，中国的发展牵动着世界神经。

再次翻看今年世界经济论坛的议
程，不难看出中国力量在达沃斯的显
现绝不仅仅是议程中的那些个关键
词。仔细想想，当嘉宾们在各个会场
探讨地区性和国际性话题时，中国一
定是其中重要的话题。

记者饶博 闫磊（据新华社电）

围绕中国的议题有五六场

从议程设置看中国力量

达沃斯位于瑞士东部靠近奥地利
边境的阿尔卑斯山区，坐落在一条17
公里长的山谷里，周围群山环抱，人口
约1.26 万，面积不足300 平方公里。
居民主要讲德语。达沃斯海拔超过
1500米，是阿尔卑斯山区海拔最高的
小镇，也是欧洲“最高”的小镇。

达沃斯虽小，名气却大。除了世
界经济论坛年会举办地这个最亮眼的
标签外，这里还是瑞士知名的温泉和
滑雪胜地。此外，这里还是国际冰雪

运动赛事的举办地之一。
达沃斯冰雪覆盖期长，开展冰雪

运动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这里拥有
欧洲最大的高山滑雪场，还有欧洲首
屈一指的天然滑冰场，每年的滑雪季
节都会接待成千上万名世界各地的滑
雪爱好者。

此外，达沃斯因为海拔高，空气干
爽清新，有助于身体保健，达沃斯因而
也成为著名的旅游健康度假胜地。

自1971 年起，世界经济论坛年

会每年年初在达沃斯举行。年会的
举办不仅让小镇成为全球瞩目的焦
点，也给达沃斯带来可观的经济效
益。据世界经济论坛统计，每年的
年会可为达沃斯当地经济创造约
4500万瑞士法郎（约合4945万美元）
效益，给瑞士整体经济带来的效益
约为7500万瑞士法郎（约合8241万
美元）。

记者 王雪梅
（据新华社北京1月21日电）

瑞士小镇达沃斯

中国的参与情况

早在1979年，改革开放后的中国
便首次收到来自达沃斯的邀请。自
此，中国同达沃斯论坛联系日渐密切，
并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合作关系。从
1979年起，中国多次应邀派团参加达
沃斯会议。

1991年 11月，世界经济论坛主
席克劳斯·施瓦布曾专程来华邀请中
国国务院总理出席1992年的达沃斯
会议。1992年1月，中国总理首次参
加达沃斯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此
后，中国领导人多次率团与会。

从1981年开始，世界经济论坛与
中国企业联合会每年在华共同举办“企
业高级管理人员国际研讨会”（1996年

更名为“中国企业高峰会”），2007年起
因“夏季达沃斯”的举办而暂停。

此外，自1993年起，中国还多次派
团参加世界经济论坛举办的地区经济
峰会。

夏季达沃斯论坛

随着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施瓦
布认为，世界经济论坛需要从中国快
速发展的脉搏中获得动力。2005年，
施瓦布提出“中国夏季达沃斯”的设
想。2006年，世界经济论坛在北京设
立办事处。这是世界经济论坛在瑞士
境外设立的首家代表机构。2007年，
首届夏季达沃斯论坛在大连召开，不
仅为“全球成长型公司”创造了一个与
成熟企业共同讨论、分享经验的平台，
也为世界经济论坛注入了显著的“中
国元素”。

迄今，夏季达沃斯论坛已在中国

举办8届，并逐渐形成了由大连和天
津两座城市轮流举办的“双城特色”。

中国话题

近年来，中国经济一直是达沃斯
论坛关注的一个焦点。根据2015年
年会议程，围绕中国议题设置的会议
就有五六场，涉及中国经济前景展望、
中国对外投资展望和中国经济发展评
析等；央行行长周小川将出席年会相
关活动并进行政策阐释；任正非、马
云、林毅夫、李稻葵等多位商学界精英
也将参与形式多样、话题广泛的讨论。

从1979年的最初合作到“夏季达
沃斯”在中国的召开，中国对达沃斯论
坛的参与日益广泛，达沃斯对中国话
题的讨论也不断深入。达沃斯见证了
中国从倾听世界到同时被世界倾听的
历史进程。 记者 王龙琴

（据新华社北京1月21日电）

世界经济论坛与中国
新闻链接

时事档案

数说论坛2015年年会

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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