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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鳌亚洲论坛要成为“正能量”的诞生之地
——在博鳌亚洲论坛 2013 年年会开幕式上的欢迎致辞

博鳌亚洲论坛理事长、日本前首相 / 福田康夫   

博鳌亚洲论坛今年迎来第 12 个年头。12

年来，博鳌亚洲论坛为世界各国和亚洲各国增

进交流发挥了极大作用。今年的博鳌亚洲论坛

开幕式，我们迎来了超过十名的国家领导人，

并且有众多来自世界各国的企业界人士参与。

我期待本届论坛能够为增进大家的相互理解和

交流发挥积极作用。

参加本届论坛的外国企业家，长久以来

为增进各国的相互理解发挥了重要作用。商业

领袖是参与论坛的主体，总参与者超过三分之

二。希望来宾在本届论坛期间充分交流，分享

智慧。这是博鳌亚洲论坛的价值所在，也是博

鳌亚洲论坛的精神和魅力所在。

当前经济形势下，追求各自国家的利益

不应该再是各国的选择。世界各国需要携起手

来，共同应对经济危机，取得共同发展。经济

社会一直以来追求创新，这也是我们的责任所

在。如果没有责任感，那我们将无法取得任何

进展。

中国现在有一个词汇非常流行就是“正能

量”，也就是说，我们要把能量用在正确的地

方，并且从中获取能量，获取发展的动力。这

也正是博鳌亚洲论坛的目的所在。我们希望博

鳌亚洲论坛能够成为这种“正能量”的诞生之

地。（根据现场录音整理）

Welcome Address

欢迎致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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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创造亚洲和世界的美好未来
——在博鳌亚洲论坛 2013 年年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

尊敬的各位元首、政府首脑、议长、国

际组织负责人、部长，博鳌亚洲论坛理事会

各位成员，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朋

友们：

椰风暖人，海阔天高。在这美好的季节里，

同大家相聚在美丽的海南岛，参加博鳌亚洲

论坛 2013 年年会，我感到十分高兴。

首先，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人民，并以

我个人的名义，对各位朋友的到来，表示诚

挚的欢迎！对年会的召开，表示热烈的祝贺！

12 年来，博鳌亚洲论坛日益成为具有全

球影响的重要论坛。在中国文化中，每 12 年

是一个生肖循环，照此说来，博鳌亚洲论坛

正处在一个新的起点上，希望能更上一层楼。

本届年会以“革新、责任、合作：亚洲

寻求共同发展”为主题，很有现实意义。相

信大家能够充分发表远见卓识，共商亚洲和

世界发展大计，为促进本地区乃至全球和平、

稳定、繁荣贡献智慧和力量。

当前，国际形势继续发生深刻复杂变化。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 习近平  

世界各国相互联系日益紧密、相互依存日益

加深，遍布全球的众多发展中国家、几十亿

人口正在努力走向现代化，和平、发展、合作、

共赢的时代潮流更加强劲。

同时，天下仍很不太平，发展问题依然

突出，世界经济进入深度调整期，整体复苏

艰难曲折，国际金融领域仍然存在较多风险，

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上升，各国调整经济结

构面临不少困难，全球治理机制有待进一步

完善。实现各国共同发展，依然任重而道远。

亚洲是当今世界最具发展活力和潜力的

地区之一，亚洲发展同其他各大洲发展息息

相关。亚洲国家积极探索适合本国情况的发

展道路，在实现自身发展的同时有力促进了

世 界 发 展。 亚 洲 与 世 界 其 他 地 区 共 克 时 艰，

合作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成为拉动世界经济

复苏和增长的重要引擎，近年来对世界经济

增长的贡献率已超过 50%，给世界带来了信

心。亚洲同世界其他地区的区域次区域合作

展现出勃勃生机和美好前景。

Keynote Speeches

元首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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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我们也清醒地看到，亚洲要谋求

更大发展、更好推动本地区和世界其他地区

共同发展，依然面临不少困难和挑战，还需

要爬一道道的坡、过一道道的坎。

——亚洲发展需要乘势而上、转型升级。

对亚洲来说，发展仍是头等大事，发展仍是

解决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的关键，迫切需

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提高

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在此基础上不断提高

人民生活水平。

——亚洲稳定需要共同呵护、破解难题。

亚洲稳定面临着新的挑战，热点问题此起彼

伏，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都有所

表现，实现本地区长治久安需要地区国家增

强互信、携手努力。

——亚洲合作需要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加强亚洲地区合作的机制和倡议很多，各方

面想法和主张丰富多样，协调各方面利益诉

求、形成能够保障互利共赢的机制需要更好

增进理解、凝聚共识、充实内容、深化合作。

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

人类只有一个地球，各国共处一个世界。

共同发展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符合各国

人民长远利益和根本利益。我们生活在同一

个 地 球 村， 应 该 牢 固 树 立 命 运 共 同 体 意 识，

顺应时代潮流，把握正确方向，坚持同舟共济，

推动亚洲和世界发展不断迈上新台阶。

第一，勇于变革创新，为促进共同发展

提供不竭动力。长期以来，各国各地区在保

持稳定、促进发展方面形成了很多好经验好

做法。对这些好经验好做法，要继续发扬光大。

同时，世间万物，变动不居。“明者因时

而变，知者随事而制。”要摒弃不合时宜的旧

观念，冲破制约发展的旧框框，让各种发展

活力充分迸发出来。要加大转变经济发展方

式、调整经济结构力度，更加注重发展质量，

更加注重改善民生。要稳步推进国际经济金

融体系改革，完善全球治理机制，为世界经

济健康稳定增长提供保障。亚洲历来具有自

我变革活力，要勇做时代的弄潮儿，使亚洲

变革和世界发展相互促进、相得益彰。

第二，同心维护和平，为促进共同发展

提供安全保障。和平是人民的永恒期望。和

平犹如空气和阳光，受益而不觉，失之则难存。

没有和平，发展就无从谈起。国家无论大小、

强弱、贫富，都应该做和平的维护者和促进者，

不能这边搭台、那边拆台，而应该相互补台、

好戏连台。国际社会应该倡导综合安全、共

同安全、合作安全的理念，使我们的地球村

成为共谋发展的大舞台，而不是相互角力的

竞技场，更不能为一己之私把一个地区乃至

世界搞乱。各国交往频繁，磕磕碰碰在所难免，

关键是要坚持通过对话协商与和平谈判，妥

善解决矛盾分歧，维护相互关系发展大局。

第三，着力推进合作，为促进共同发展

提供有效途径。“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

春满园。”世界各国联系紧密、利益交融，要

互通有无、优势互补，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

顾他国合理关切，在谋求自身发展中促进各

国共同发展，不断扩大共同利益汇合点。要

加强南南合作和南北对话，推动发展中国家

和发达国家平衡发展，夯实世界经济长期稳

定发展基础。要积极创造更多合作机遇，提

高合作水平，让发展成果更好惠及各国人民，

为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多作贡献。

第四，坚持开放包容，为促进共同发展

提供广阔空间。“海纳百川，有容乃大。”我

们应该尊重各国自主选择社会制度和发展道

路的权利，消除疑虑和隔阂，把世界多样性

和各国差异性转化为发展活力和动力。我们

要秉持开放精神，积极借鉴其他地区发展经

验，共享发展资源，推进区域合作。

进入新世纪十多年来，亚洲地区内贸易

额从 8000 亿美元增长到 3 万亿美元，亚洲同

世界其他地区贸易额从 1.5 万亿美元增长到 4.8

万亿美元，这表明亚洲合作是开放的，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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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合作和同其他地区合作并行不悖，大家都

从合作中得到了好处。

亚洲应该欢迎域外国家为本地区稳定和

发展发挥建设性作用，同时，域外国家也应

该尊重亚洲的多样性特点和已经形成的合作

传统，形成亚洲发展同其他地区发展良性互

动、齐头并进的良好态势。

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

中 国 是 亚 洲 和 世 界 大 家 庭 的 重 要 成 员。

中国发展离不开亚洲和世界，亚洲和世界繁

荣稳定也需要中国。

去年 11 月，中国共产党召开了第十八次

全国代表大会，明确了中国今后一个时期的

发展蓝图。

我们的奋斗目标是，到 2020 年国内生产

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在 2010 年的基础上

翻一番，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本世纪中叶

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

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展望

未来，我们充满信心。

我们也认识到，中国依然是世界上最大

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发展仍面临着不少困难

和挑战，要使全体中国人民都过上美好生活，

还需要付出长期不懈的努力。我们将坚持改

革开放不动摇，牢牢把握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这条主线，集中精力把自己的事情办好，不

断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亲望亲好，邻望邻好。”中国将坚持与

邻为善、以邻为伴，巩固睦邻友好，深化互

利合作，努力使自身发展更好惠及周边国家。

我 们 将 大 力 促 进 亚 洲 和 世 界 发 展 繁 荣。

新世纪以来，中国同周边国家贸易额由 1000

多亿美元增至 1.3 万亿美元，已成为众多周边

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最大出口市场、重要

投资来源地。中国同亚洲和世界的利益融合

达到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当前和今后一

个时期，中国经济将继续保持健康发展势头，

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将持续扩大，对外

投资也将大幅增加。据测算，今后五年，中

国将进口 10 万亿美元左右的商品，对外投资

规模将达到 5000 亿美元，出境旅游有可能超

过 4 亿人次。中国越发展，越能给亚洲和世

界带来发展机遇。

我 们 将 坚 定 维 护 亚 洲 和 世 界 和 平 稳 定。

中国人民对战争和动荡带来的苦难有着刻骨

铭 心 的 记 忆， 对 和 平 有 着 孜 孜 不 倦 的 追 求。

中国将通过争取和平国际环境发展自己，又

以自身发展维护和促进世界和平。中国将继

续妥善处理同有关国家的分歧和摩擦，在坚

定捍卫国家主权、安全、领土完整的基础上，

努力维护同周边国家关系和地区和平稳定大

局。中国将在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上继续发

挥建设性作用，坚持劝和促谈，为通过对话

谈判妥善处理有关问题作出不懈努力。

我们将积极推动亚洲和世界范围的地区

合作。中国将加快同周边国家的互联互通建

设，积极探讨搭建地区性融资平台，促进区

域内经济融合，提高地区竞争力。

中国将积极参与亚洲区域合作进程，坚

持推进同亚洲之外其他地区和国家的区域次

区域合作。

中国将继续倡导并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

化便利化，加强同各国的双向投资，打造合

作新亮点。

中国将坚定支持亚洲地区对其他地区的

开放合作，更好促进本地区和世界其他地区

共同发展。中国致力于缩小南北差距，支持

发展中国家增强自主发展能力。

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

亲仁善邻，是中国自古以来的传统。亚

洲和世界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事业没有终

点，只有一个接一个的新起点。中国愿同五

大洲的朋友们携手努力，共同创造亚洲和世

界的美好未来，造福亚洲和世界人民！

最后，预祝年会取得圆满成功！

（根据现场录音整理）

Keynote Speeches

元首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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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心协力解决全球挑战
——在博鳌亚洲论坛 2013 年年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

文莱达鲁萨兰国苏丹 / 哈吉  哈桑纳尔  博尔基亚  穆伊扎丁  瓦达乌拉

首先，我想再次对习近平阁下担任中华人

民共和国国家主席表示祝贺。感谢他热情邀请

我参加此次博鳌亚洲论坛。我曾经多次访问中

国，每一次都对中国所取得的发展留下了深刻

的印象。我相信在习近平主席的领导下，中国

会取得更大的经济繁荣、进步和发展。

我也要祝贺本次会议的主办方选择了一个

非常符合本地区实际的会议主题——亚洲寻求

共同发展。

亚洲大部分国家已经逐步摆脱全球经济危

机的阴影并走向复苏。幸运的是，中国经济的

强劲增长，为亚洲乃至全球的持续复苏提供了

动力。而亚洲所取得的成绩也令其在全球进步

中占据着越来越前沿的位置。

但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会面临包括全

球经济不确定性等各种各样的挑战。面对全球

挑战，我们需要携手应对。博鳌亚洲论坛提供

了一个宝贵的平台，我们可以就如何应对挑战

共同探讨、相互交流。

现在世界各国间的依存度日益上升，亚洲

的繁荣能够为世界的发展做出积极的贡献。要

打造美好的未来，我们都有责任。不可否认，

在携手努力的过程中，我们必将面临存在差异、

相互竞争的政治、经济所带来的挑战，这将是

对我们谋求亚洲合作和和谐的一种考验。我们

面临着多种多样的全球挑战，包括气候变化、

健康和贫困等。解决这些问题，需要我们同心

协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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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亚洲的一分子，东盟也应对促进各国

和平和合作发挥积极的作用。文莱是 2013 年

东盟的轮值主席国，今年东盟峰会的主题为“凝

聚人民，共创未来”。东盟的创始人早已充分

认识到，公开冲突会将各国发展前途置于险境，

因此它们一直在致力于以非武力的方式解决分

歧。正是这种承诺构成了东盟的基石，并且在

东盟成立至今的 45 年里，避免了分歧演变为

冲突。

东盟正朝着建立一个灵活、包容的共同体

的方向努力。东盟地区论坛、东盟 10+3、东亚

峰会等对话机制都体现了这方面的努力。

我们的包容性也体现在拓展和深化与其他

论坛的合作方面。今年，文莱将主持一次东盟

和合作伙伴国之间的人道和军事医学演习，参

加者包括中国、日本和美国。通过这样的演习，

不仅可以加强我们应对危机的能力，也能够加

强各国军队之间的互信和理解。

在国际金融方面，在经历了 1997 年亚洲

金融危机后，东盟和中国、日本、韩国共同建

立了致力于保持稳定的地区金融框架。这充分

体现了各国之间开展合作的良好意愿。

在国际贸易领域，东盟始终坚持推动在

2015 年前建设完成一个单一的地区市场。我们

将打造世界最大的自由贸易区——区域全面经

济伙伴关系（RCEP）。在立足当前的同时，我

们也需要着眼长远，这需要代表未来的年轻一

代具备智慧、合作和包容的精神。

要应对全球挑战，仅依靠各国政府的力量

是不够的，私营部门和公民社会都要行动起来。

我们需要培养一种责任共担的精神，这是支撑

我们未来社会的基石。

我相信在座以及场外的各位，一定有智慧

和力量推动全亚洲的发展。

谢谢！

（根据现场录音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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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行动议程的几项重要因素
——在博鳌亚洲论坛 2013 年年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

衷心感谢博鳌亚洲论坛和中华人民共和

国主席给予我们的热情接待，感谢为我们本

次论坛营造的良好条件。

当前，亚洲重要性日益突出，这使得论

坛的现实意义不断地加强。世界的生产在向亚

洲集中，世界经济中心也随之在向亚洲转移。

我相信，亚洲下一步将成为创意和发展模式

的一个源泉。今天，我们将讨论经济和其他

领域的世界性问题。加强亚洲国家间的信任

是推动落实全球任务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保障。

各位朋友！

亚洲各国之间交流经验，对制定一个共

同的战略至关重要。哈萨克斯坦模式，是建

立在融入世界市场和大力发展创新经济的基

础之上，得益于稳定的国内政治环境和有效的

应对危机的措施。哈萨克斯坦保持了正增长

的势头。独立以来，哈经济已增长了 16 倍以

上。2012 年，哈 GDP 增长 5.8%，失业率控制

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总统 / 努尔苏丹  阿比舍维奇  纳扎尔巴耶夫  

在 6% 之内。这对于人口不到 1700 万的哈萨

克斯坦来说，已经是很可观的成绩。哈外汇

储备已超过 870 亿美元。哈正在通过发展高

科技实行现代化建设，包括以绿色科技为核

心的可替代能源和节能方面的项目。我们欢

迎对深层油气处理、化肥生产、物流和其他

领域的投资。我们正在建设现代化的交通运

输基础设施。我们正通过打造欧洲西部到中

国西部的这个交通干线来重建丝绸之路。该

工程将于 2015 年竣工，实现通车使用。哈萨

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已成功取得了主题为“未

来的能源”的 2017 年世博会的主办权。我们

并没有在取得的成绩上止步不前，我们提出了

新的目标。哈萨克斯坦“2050 新政方针”已

开始实施，这是一个长期的战略。它确立了

实现国家发展的经济社会原则。我们愿与各

有关国家积极开展合作。

各位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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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国家取得的成绩对于亚洲来说都是

重要的贡献。为了提高合作效率，需要各国

协调行动。我们需要一个共同行动议程。请

允许我谈谈几项重要因素。

第一，我们是否能够找到未来的发展道

路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已经建立的决策机制。这

个机制应该照顾到所有国家的立场。因为没

有谁可以置身于全球事务的影响之外，特别

是一些负面的影响。当前，最大限度的扩大

开放程度就显得非常重要了。

第二，为了克服当前困难，国际社会需

逐步过渡到一个适宜、有效的金融结构。国

际贸易和投资的发展需要我们认真、坚决地

协调各国金融贷款政策。这样，我们就能最

大程度地降低风险，共同预防这些风险。很

多专家都赞成改革包括国际货币体系在内的

国际金融体系。

第三，加强欧亚地区一体化可成为应对

新挑战的有效途径。欧亚地区拥有成为世界中

心的全部有利条件。欧亚大陆上生产的产品已

占全球总量的 50% 以上，人口占全球总数的

三分之二以上。我们必须发展通讯基础设施、

促进贸易和相互投资，能源伙伴关系创新和

教育交流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些方面。哈萨克

斯坦与俄罗斯和白俄罗斯已经成立了统一经

济空间，它将东西方联系起来，成为连接拥

有 5000 万人口的欧盟市场和拥有 13 亿人口

的中国市场的唯一一个陆路桥梁。我们认为，

统一经济空间将为促进欧亚地区发展发挥自

己的积极作用。

第四，发展的演变过程对于科技和教育

的投资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们必须加强

科技、研发和创新领域的合作。为此，我们

应该制定一个发展创新合作的亚洲行动规划。

这个规划将为一个强大的技术联盟在亚洲的

出现奠定重要基础。

第五，世界经济前所未有需要亚洲各国

扩大合作。比如，交通领域的合作，可以建立

全球交通物流分流中心。在能源领域，要加强

绿色科技和可再生能源方面的合作；在农业

方面，也要加强科研和发展规划方面的合作。

各位朋友！

我们在 5 月将举办第 6 届阿斯塔纳经济

论坛。我相信，第 12 届博鳌亚洲论坛年会的

成果将有助于经济论坛的成功，并有助于巩

固地区和全球长期稳定、安全和繁荣。

感谢各位！

（根据现场录音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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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一体化有助于解决全球关切问题
——在博鳌亚洲论坛 2013 年年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

非常高兴、也很荣幸能够在博鳌亚洲论

坛 2013 年年会发表演讲。非常高兴来到中国

海南博鳌这样一个风景如画的地方。非常感

谢我们的东道主——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以

及博鳌亚洲论坛的组委会。

今年博鳌亚洲论坛年会的主题是“革新、

责任、合作：亚洲寻求共同发展”。这一主题

恰逢其时，非常具有现实意义。

纵观当今世界经济形势，我们就能发现，

亚洲新兴经济体的快速增长令人倍受鼓舞。与

此同时，在一些欧洲国家发生的经济危机和

世界经济的不稳定，造成了外需萎缩，影响

了亚太地区经济增长。

2012 年，预计全球经济和贸易的增长率分

别为 3.5% 和 3.7%。为了保持本地区的经济增

长，我们已经通过建立东盟经济共同体、增加

地区需求、创造更多就业、提高本地区生产率，

通过吸引来自本地区国家以及国际社会的投资，

并凭借良好的政策框架增加对于东盟地区基础

设施的投入，以开展全面经济合作。

当今世界大多数国家面临着新的挑战，也面

临着一些传统问题。尽管面临诸多不确定性，世

界各国，无论贫富，都应保持乐观的心态看待问题。

我深信，虽然我们面临着越来越多的全球性

缅甸联邦共和国总统 / 吴登盛

挑战、不确定性以及高风险，只要我们能够维护

本地区的政治、社会和经济稳定，妥善处理好粮

食安全、能源安全、环境安全与维持本地区经济

发展之间的关系，我们就能够保持本地区的成功。

缅甸政府在政治、经济和社会改革进程中

非常重视合作、透明、问责以及包容性。缅甸

处在一个战略性的地理位置，联系着东亚和西

亚，缅甸的发展将有利于亚洲的整体发展。

为呼应今年博鳌亚洲论坛年会的主题，我们

应在各个领域采取改革措施，提出合作倡议来推

动全面发展，以克服由金融危机、自然灾害、粮

食问题和能源短缺所带来的各种挑战。保持可持

续发展和韧性，将对各个国家、各个地区以及全

世界应对各种挑战产生重要影响。我们面临的挑

战具有全球性特点，应从多方面着手应对。这是

一项艰巨的任务。世界各地的一体化努力，将极

大有助于解决这些全球关切的问题。只有通过各

个国家的共同努力，我们才能够实现地区一体化。

我坚信，博鳌亚洲论坛 2013 年年会将给我

们带来新的视角、战略以及成功经验，以实现

各国人民的发展需要。最后，我深信，本届博

鳌亚洲论坛年会的成果将为大家拓宽思路，帮

助我们有效推进亚洲经济改革进程。

谢谢大家！（根据现场录音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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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亚是紧密而重要的伙伴
——在博鳌亚洲论坛 2013 年年会开幕式上的演讲

能为博鳌论坛如此重要的大会致开幕词，

我感到非常荣幸和自豪。在过去的 12 年间，

博鳌论坛已成为亚洲顶尖的经济论坛，声誉斐

然，成就显著。我热切期待与大家交流。

当前，世界各国面临着共同的挑战、决策

和机遇。挑战对我们是共同面对的，无论是在

经济、环境或安全领域；决策方面，各国或地

区采取的决策会对其他国家或地区产生深远影

响；同时，全球化则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

欧洲与亚洲不再是彼此遥远陌生的大陆，

而是紧密和重要的伙伴。我们的经济紧紧地联

系在一起。仅从中国与欧盟的贸易来看，仅仅

20 多年的时间，就发展成为世界最重要的贸

易关系之一——每天的交易额超过万亿欧元。

商品贸易只是亚洲与欧洲紧密经济关系

的一个方面。投资、服务和理念把我们更加紧

密地联系在一起。结论很明显——欧洲与亚洲

的经济相互依存，密不可分。

欧洲在国际媒体报道中占据很大篇幅，但

经常附带着危机字眼。近几年对欧洲和欧元区

来说是很困难的。

我不想粉饰太平。欧洲困难形势的一个根

本原因是对金融政策掉以轻心的态度。很多国

家负债过多并采取了不可持续的经济政策，造

芬兰共和国总统 / 绍利·尼尼斯托  

成巨大经济失衡。其结果是削弱了我们的经济

基础和竞争力。

欧盟已就深远改革达成一致。现在看来，

更严格的经济规则和银行监督机制正在建立，

遭受危机打击的经济体正致力于结构改革。很

多经济指标显示，困难情况确实在改善。经济

向好的方面转变需要时间，但转变已经开始。

同样明显的是：欧洲人口占世界 7%，生

产 总 值（GDP） 占 全 球 25%， 社 会 消 费 占

50%，因此欧洲人必须要非常努力地工作，以

维持我们的生活水平。

如果说欧洲有弱点，它同样也有巨大优

势。欧盟是世界最大的单一市场。欧洲公司拥

有巨大的创新能力。欧洲国家在教育、公共制

度、透明度方面评级最高，腐败度最低。创新

已成为促进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欧洲的这

些优势将会越来越多地对经济发展产生影响。

我们都需要牢记我们的历史。欧洲过去曾

引领世界发展，但是我们认识到世界在变化。

我们见证了世界大范围的经济大发展，看到了

新兴力量的崛起。这是一个有相互平等关系的

全球化世界。

借博鳌论坛的机会，我们将向着经济发展

与建立稳定成功的伙伴关系的共同前景迈进。

（根据现场录音整理）

Keynote Speeches

元首演讲



23 2013 博鳌亚洲论坛

墨西哥希望同亚太企业家建立更紧密的关系
——在博鳌亚洲论坛 2013 年年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

我很荣幸应邀出席博鳌亚洲论坛 2013 年

年会。博鳌论坛为政商学界就亚洲发展问题交

换意见提供了重要平台。我很荣幸能够成为首

位出席博鳌亚洲论坛的墨西哥总统。我要特别

感谢论坛邀请我参加并在此发表演讲。我想借

此机会再次祝贺习近平阁下当选为中华人民共

和国国家主席。

墨西哥与中国都致力于国内改革进程以

造福本国人民。我想借此机会祝愿习近平主席

在这一重要岗位上取得更大成就。我相信，在

中国人民的努力下，在您的英明领导下，中国

经济将取得更大发展，为世界做出更多贡献。

墨西哥新政府成立以来，不断发展与中国的关

系。我们愿与中国建立起更加紧密的符合两国

人民利益的双边关系。正如我在昨天的双边会

见时所指出的，我此次访华的主要目的是加强

墨西哥与亚太国家间的关系，特别是通过博鳌

亚洲论坛这一平台实现上述愿望。本届论坛的

主题是“亚洲寻求共同发展”，这为拉近墨西

哥和亚洲地区间的关系提供了极好的机遇。我

们希望进一步密切拉丁美洲和亚太地区之间的

关系。

我们组建了拉美及加勒比国家共同体，致

力于发展与亚洲国家的关系。今天，拉美及加

墨西哥合众国总统 / 恩里克  培尼亚  涅托  

勒比国家共同体的两位领导人——秘鲁和墨西

哥的元首，均出席了博鳌亚洲论坛的会议，这

表明了拉美对于亚太地区的重视。我们希望打

开双方交流的大门，为两地人民谋得更多福

祉。借此机会，我想邀请亚太地区的企业家到

墨西哥投资兴业。你们将在墨西哥找到巨大商

机。墨西哥可为各位提供优秀的人力资源、稳

定的宏观经济环境和经商环境，同时，墨西哥

还可以提供良好的物流条件，助力相关产品销

往北美、拉美和南美地区。

我想指出的是，墨西哥的企业家也希望加

大对亚太地区的投资，希望同亚太企业家建立

更紧密的关系。目前，墨西哥宏观经济稳定，

经济持续增长，通胀率较低，同时，墨西哥和

亚太地区都在进行经济结构调整，这将为彼此

带来巨大的商机。

再次感谢主办方邀请我参加博鳌亚洲论

坛年会。我确信本届年会必将取得圆满成功。

再次感谢习近平主席阁下，感谢中国人民，感

谢你们的热情友好接待。谢谢！

（根据现场录音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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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拉合作框架值得借鉴
——在博鳌亚洲论坛 2013 年年会开幕式上的演讲

非常荣幸能够出席博鳌亚洲论坛 2013 年

年会。我也是作为发言嘉宾来参加这个亚太地

区最具声望的经济论坛的首位秘鲁总统。

对于秘鲁来说，这充分体现了亚洲和拉美

之间所焕发的新活力。秘鲁是率先与亚洲发展

社会、文化、政治和经济关系的拉美国家之一。

在 19 世纪中叶，秘鲁已经成为第一波中国和

日本移民的主要移居地。今天，这些移民已经

在秘鲁人口中占据相当比重，同时，他们也为

秘鲁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当前，秘鲁和亚洲的关系取得了更大发

展。两个地区之间签署了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以

及自贸协定。秘鲁稳定地吸引着亚洲投资，拉

美与亚洲各国之间有各种合作议程在进行。

这种新的形势，为我们两个地区之间不断

加强和巩固关系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会。在此

背景下，我们也面临新挑战。

一方面，是如何利用当前良好政治时机扩

大我们的合作，如何继续扩大彼此在经贸领域

的联系。我们也应进一步挖掘新的模式和合作

框架，以便找到一个双方认可的方式，实现包

容、可持续的经济增长。

中国和拉丁美洲之间建立新的合作框架就

是其中一个很好实例，它有力地促进了两个地

秘鲁共和国总统 / 奥扬塔·莫伊塞斯·乌马拉·塔索  

区间的合作。正如时任中国总理温家宝在 2012

年 6 月联合国拉美经委会发表演讲时所指出

的，对于中国来说，拉美是非常重要的地区，

需要不断挖掘两个地区的互补潜力，通过合作

实现共同发展。在温总理的倡议中，包括建立

中拉合作基金。中方金融机构首期出资 50 亿

美元，用于制造业、高新技术以及可持续发展

等合作项目。此外，中国国家开发银行也将向

拉美提供价值为 100 亿美元的基础设施专项贷

款，用于基建和通信行业。上述的合作框架的

创新以及互利的模式，值得亚洲其他国家借鉴。

另一方面，如博鳌亚洲论坛这样的平台

使我们得以进一步加强与该地区私营部门的对

话，并传达我们的政策理念，并刺激生产、贸

易自由化以及吸引投资。企业界是公私合营模

式的关键因素，这也是刺激拉美和亚洲投资的

最佳模式之一。

再次感谢主办方邀请我作为本届年会开

幕式的发言嘉宾。我期待就两个地区间的关系

与各位交换看法并分享秘鲁的经验。

谢谢！

（根据现场录音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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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赞比亚成为亚洲进军非洲市场的门户
——在博鳌亚洲论坛 2013 年年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

首先，我想先为赞比亚做一下宣传。50 年来，

赞比亚首次申请联合国贸发会议秘书长一职，我

们提名的候选人是赞比亚商业贸易和工业部前部

长费利克斯  穆塔蒂。我希望在座各位能够给予

支持。正如各位所见，赞比亚是唯一参加论坛年

会的非洲国家。

我要感谢会议主办方邀请我前来参加博鳌亚

洲论坛 2013 年年会。请允许我祝贺习近平先生

当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主席一职。感谢中国政

府举办这一重要论坛，感谢中方的热情接待。

本次论坛的主题是“革新、责任、合作：亚

洲寻求共同发展”，这个主题非常符合当前的需

要，因为它囊括了亚洲过去的发展经验、目前的

发展现状以及未来的发展愿景。这一主题对于赞

比亚来说，也有很多借鉴和启发，因为赞比亚也

在寻求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因此，我相信此

次论坛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使我们能

利用各自的潜能和禀赋，同时意识到我们在合作

中有责任保护自然资源，以实现可持续发展。

赞比亚与非洲中南部区域的八个国家接壤。

赞比亚加入了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并借此达成

了自由贸易安排。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拥有 15

个成员国，该共同市场的国内生产总值超过 400

亿美元。赞比亚还是东南非共同市场的成员国，

东南非共同市场共有 19 个成员国，包括东非国

家和埃及。所以说赞比亚可为在座各位的产品和

服务提供的市场，远远超出赞比亚本身 75.2 万平

方公里的国土面积。赞比亚气候宜人，水资源丰

赞比亚共和国总统 / 迈克尔  奇卢菲亚  萨塔

富，占非洲南部水资源总量的 40%。此外，赞比

亚还拥有丰富的矿产资源。赞比亚人民勤劳好客。

赞比亚已经五度实现了和平的政府换届，这充分

展现了赞比亚民主的深厚。

在寻求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赞比亚政府始终

致力于通过建设公路、铁路、机场、边境设施以

及发电站等基础设施来加速发展。为了促进私营

领域的发展，赞比亚政府制定了有效的政策，建

立了符合国家法律的监管框架，以保证商业部门

的正常运行，也为创新和创业提供了有利环境。

赞比亚的投资环境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是一流

的，甚至在世界上也是可以排在前列的。我们稳

定的宏观经济环境非常有利于私营部门发展以及

工业增长。

赞比亚的投资政策透明，而且致力于保护投

资者的利益。我们有一系列有效的争端解决机制，

并且绝不容忍腐败。我们将打击腐败和非法资金

流动作为头等要务，因为这些问题会阻碍资源的

有效运用和配置，并使资源无法用于对教育和可

持续发展至关重要的活动。

赞比亚政府致力于创造有利环境、加强国际

合作，特别是在外交、投资、贸易和科技等领域。

我们十分欢迎亚洲国家加大对赞比亚的投资，帮

助赞比亚建设出口导向型的多功能经济特区，这

将提升这些地区自然资源的附加价值。

我敦促各位来赞比亚投资兴业，并将赞比亚

作为进军更广阔的非洲市场的门户。谢谢！

（根据现场录音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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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挑战已经出现
——在博鳌亚洲论坛 2013 年年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

博鳌亚洲论坛的发展历程就像是亚洲地

区的发展一样——获得过成功，经历过挑战，

并面临着新的挑战和机遇。

我们在此讨论的是两大恒久的责任：实

现人类发展的同时维持亚洲的经济增长，以及

在增长改变地区战略平衡的情况下保证亚洲的

和平秩序。

地区经济必须继续增长并加强。地区内

各国的经济状况各不相同，不管是整体发展水

平，还是当下经济环境和增长前景。博鳌亚洲

论坛就反映了这种多样性：与会代表有的来自

发达的知识型经济体，有的来自正面临城市化

挑战的新兴经济体，也有来自业务遍及亚洲的

国际组织和公司的代表。国情各有不同，但经

济增长的持久挑战需要我们拿出持久的应对之

道。

我们需要释放设计完善的市场的创富力

量，通过对人的技能和知识的投资扩大其正面

效应。设计完善的市场和对人力资本的有效投

澳大利亚联邦总理 / 朱莉娅  艾琳  吉拉德

资一直是保持亚洲经济繁荣的关键所在。

我们还应该知道，持续推进经济发展这

将有助于改变地区战略秩序。军事现代化一直

在发展。经济增长会对能源、水、粮食资源

带来更多压力。这并不意味着大国冲突无可避

免——该地区的所有国家都希望保持地区战略

稳定——不过，如果一但发生冲突，后果将异

常严重。

这一点在朝鲜半岛问题上显得尤为明显。

朝鲜半岛动荡不符合地区内任何国家的利益。

我希望该地区相关国家为避免朝鲜半岛出现动

荡加强合作。合作也是我们未来处理其他安全

问题所必不可少的。亚洲要实现可持续的安

全，合作就要常态化。

实现和平和繁荣是持久不变的挑战，但新

的挑战业已出现，博鳌亚洲论坛已经感受了这

一点。关于气候变化的讨论已经持续了 15 年，

如果说，过去我们讨论的还是未来的问题，现

在就是关乎现状了。我们正遭受碳污染和气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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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的影响，并在寻找和应用清洁能源。

澳大利亚已经采取了应对气候变化的综

合方案，包括对可再生能源、能效的大规模投

资，以及从 2015 年 7 月开始与欧盟对接碳排

放市场，放弃碳最低限价。澳大利亚一直在谋

求应对环境挑战的市场方案，许多亚洲国家

也在这样做。2012 年，全球清洁能源投资的

三分之一来自亚洲。日本去年宣布将开征新碳

税，韩国碳排放交易体系将于 2015 年启动。

从现在到 2015 年的三年中，试验性的碳

排放交易机制将在中国七个省市开始实施，覆

盖人口 2.55 亿。覆盖 2000 万人北京碳交易机

制也将很快启动。这对亚洲的清洁能源未来有

重大意义。接下来还有 2015 年启动的中国全

国性碳交易机制。环境已经在变化，亚洲已经

在行动。这些都将是本周末讨论的重要议题。

博鳌亚洲论坛的成长反映了亚洲的变化，

也反应了增长和安全对各国的重要意义。对澳

大利亚来说，博鳌对我们努力在地区扮演的角

色也具有格外重要的象征意义。

博鳌亚洲论坛也为澳大利亚参与亚洲事

务提供了很好的平台。事实上，博鳌亚洲论坛

就是由菲律宾前总统菲德尔  拉莫斯、日本前

首相细川护熙以及澳大利亚前总理鲍勃  霍克

等人共同倡议建立起来的。霍克充分展现了澳

大利亚想要起到的作用——合作，互助，承担

我们的地区责任。这是自 1973 年我们的前总

理高夫  惠特拉姆首次访华以来，澳大利亚参

与地区事务时一贯秉承的方式，是澳大利亚在

博鳌创始之初、在 APEC 成立过程中、在东亚

峰会扩张过程中就扮演的角色。本周，我带领

高级官员代表团来到了中国，澳大利亚将再次

扮演这样的角色。

博鳌论坛对亚洲国家间的对话不可或缺，

我们今年比以往有更多的话题要谈。我期待在

讨论中聆听大家的真知灼见。（根据现场录音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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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利合作，实现区域和谐共处 
——在博鳌亚洲论坛 2013 年年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

我非常荣幸、也很高兴能够参加博鳌亚洲

论坛 2013 年年会的开幕式。我很高兴来到中

国海南博鳌。我谨代表柬埔寨政府和人民向中

国政府以及博鳌亚洲论坛组委会，表示我们诚

挚的感谢。感谢你们邀请我们参会，也感谢你

们给予我和我方代表团的热情接待！

在此，我谨祝贺博鳌亚洲论坛已经成为一

个具有影响力的平台，它将全球公共和私营部

门的领袖聚在一起，共同探讨重大的地区和全

球问题。今年年会的主题是“革新、责任、合

作：亚洲寻求共同发展”，这一主题不仅对于

本地区当前和未来的发展非常重要，也反映了

所有利益相关者和有关国家需要携手确保地区

以及国际层面的和谐发展。

中国已经成为亚洲经济和政治强国。这意

味着中国对全球和区域稳定的责任变得更加重

要和不可或缺。

我们已经目睹中国在深化与亚洲国家睦

柬埔寨王国首相 / 洪森

邻关系方面所做出的努力，我们也亲眼见到中

国积极参与更加广泛的区域合作机制。同时，

中国已与亚洲很多国家建立了各种形式的伙伴

关系，成为许多亚洲国家的头号贸易伙伴或最

大的出口市场。中国和其他亚洲经济体以及与

世界其他国家之间的发展合作，不仅大大有利

于包括东盟国家在内的亚洲国家，也有利于世

界上其他国家和地区。

举例来说，在世界金融危机期间，中国经

济保持了高速增长，这不仅对于地区经济复苏

做出了巨大贡献，也推动了东盟远远先于世界

其他地区走出全球金融危机。此外，东盟和中

国之间日益扩大和深化的贸易投资、旅游、教

育和文化联系，也充分表明东盟和中国之间紧

密的战略关系。这种联系也表现在东盟与中国

的合作在诸如“10+1”、“10+3”和“东亚峰会”

等地区合作机制，以及其他次区域合作机制中

所发挥的关键作用。

Keynote Speeches

元首演讲



31 2013 博鳌亚洲论坛

我非常自豪地看到，在双边层面，柬埔寨

和中国之间的经贸合作快速发展。柬埔寨从中

国获得了很多投资，尤其是在能源、信息技术、

电信项目、农业和旅游领域。此外，我们还获

得了中国政府在交通基础设施、灌溉网以及输

电网等合作项目上非常重要的融资支持。

各位尊敬的来宾，女士们、先生们！亚洲

已成为全球最具经济活力的地区，这将给我们

带来新的机遇、挑战和责任。

当然，快速的经济增长将使亚洲，尤其是

中国和印度，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引擎。但与

此同时，亚洲国家将面临新的挑战，包括国内

不平等现象加剧、各国之间发展差距拉大、自

然资源管理和使用的危机、环境保护、中等收

入陷阱以及治理和机构能力的发展等等。所有

这些挑战不能单从国家层面或由单个国家来应

对，因为各国的经济、社会、文化以及人民之

间联系越来越紧密，相互依存度也越来越高。

此外，我们有着共同的愿景，即和平、安全、

稳定、可持续发展以及通过紧密和互利合作实

现在“区域大家庭”中和谐共处。

这要求亚洲国家主动担负起应对地区性

和全球性共同挑战的责任，并准备好积极地、

有建设性地参与推动地区和全球的可持续发

展。在此背景下，作为东盟以及亚洲大家庭中

的一员，柬埔寨一直努力推动国内和外交政策

连贯而有效地实施，以建设性和负责任的态度

履行自身职责，以便推动地区合作和一体化进

程，这将确保我们所有国家实现和平、可持续

发展、繁荣以及和谐。

最后，祝愿今年以“革新、责任、合作：

亚洲寻求共同发展”为主题的 2013 年博鳌亚

洲论坛年会圆满成功！祝愿各位尊敬的来宾、

女士们、先生们身健康快乐、万事顺意！谢谢

大家！

（根据现场录音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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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两国可实现多领域优势互补 
——在博鳌亚洲论坛 2013 年年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

很荣幸再次参加博鳌亚洲论坛年会开幕

式。很高兴在蛇年来到中国与中方共庆新中建

交 40 周年。

众所周知，不论是作为一个经济体，还

是作为区域和国际大国，中国都在保持快速发

展。新西兰在面积和人口方面比中国小得多，

但我们是中国忠诚的伙伴，新中两国在很多

领域可以实现优势互补，其中一个领域就是贸

易。五年前的今天，新西兰与中国签署了双边

自由贸易协定，成为全球首个与中国签署自贸

协定的发达国家。此后，新中贸易关系迅速发

展。中国现在是新西兰最大的进口来源地，也

是新西兰第二大出口目的地。自双方签署自贸

协定以来，新中两国过去五年间的贸易额已超

过两国以往历年贸易额的总和。

新中自贸协定还推动了地区经济一体化

的发展，并在许多领域取得进展。新中两国

是“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谈判的奠基者。

2014 年，中国将主办亚太经合组织系列会议，

这将给新中两国提供更多的合作机会，以共同

推动建立亚太自贸区。

新西兰总理 / 约翰  基

除加强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外，自贸协定还

能增进各国间的相互了解。比如新中自贸协定

就推动了两国关系更加紧密的发展，包括两国

科学家、学者、学生以及文化团体间的联系。

当前，我们周边地区在上述所有方面的联系日

益紧密，如此多的国际领袖齐聚本论坛就说明

了这一点。

我们都将获益于亚太地区的增长和发展，

我们也应考虑如何为此做出更大贡献。亚太地

区的人口在强劲增长，各国人民更加富裕也更

有追求。他们希望为家人提供来源可靠且可信

的安全且富有营养（尤其是蛋白质）的食品。

我相信，未来 20 年间我们所面临的挑战

将不再是各国竞相满足对于高品质食品的有限

需求，而是各国力争确保足够的高品质食品供

应。新西兰在此领域可为本地区发挥重要作

用。新西兰是世界一流、高效的食品生产者，

而且遵循极高的食品安全标准。我们拥有国际

领先的技术，因此消费者可以对我们的产品完

全放心。我们不会对任何国家的本土生产者构

成威胁。我们是全世界最大的奶制品出口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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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因为我们本国的人口很少。新西兰的奶制

品占全球供应量的 2% 到 3%，而全球的奶制

品需求呈现出每年 2% 到 3% 的增长。因此，

世界需要新西兰的奶制品产量连年增长。

新西兰所有食品（不仅限于奶制品一项）

的未来发展，在于与本地区其他国家和人民合

作。我们彼此间的合作已经开始，并将继续下

去。新西兰愿与大家分享过去这些年所积累的

在农业、园艺、食品科学以及技术方面的经

验。新西兰虽然国家不大，但在某些领域颇具

专长、经验丰富。

我们已与中国以及其他一些国家进行合

作从事食品生产，比如，新西兰的恒天然公

司（Fonterra）就在中国为中国消费者生产高

品质、富含营养的奶制品。我们正通过合作提

升新西兰所生产的商品的价值。比如新西兰新

莱特公司（Synlait）正同中国的光明乳业在

坎特伯雷进行此类合作。我们正与其他国家一

道，提升其国内部门的生产力。我们正帮助打

造让人感觉是高品质、安全可靠的品牌。在地

区经济走向繁荣的过程中，新西兰作为重要伙

伴可以做出很多贡献。

除了食品生产方面的特长，新西兰还有技

术、科学以及工程方面的专长，可以帮助其他

国家开发并增加其自然资源的价值。在为本地

区培养下一代领导者方面，新西兰是一个高品

质、高成本效益的伙伴。我们拥有透明的、备

受推崇的商业环境，不断变化的社会环境意味

着我们都是本地区未来发展的利益相关方。

亚裔已成为新西兰增长最快的人群，预计

在 20 年后，亚裔将占到新西兰总人口的 15%。

新西兰人认为亚洲地区对于新西兰的发展至关

重要，并理解同亚洲发展更紧密文化和经济联

系的价值。

新西兰是本地区的一员，与本地区各国的

联系正日益深厚。我们愿同中国以及本地区其

他国家一道，为我们这代人以及我们子孙后代

的富足和福祉不断努力。

最后，我想再次感谢组委会让我有机会参

加博鳌亚洲论坛年会，并预祝年会圆满成功。

谢谢！

（根据现场录音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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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及利亚改革成效显著 
——在博鳌亚洲论坛 2013 年年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

首先我想感谢论坛组委会邀请我参加此

次论坛。一踏上美丽的海南岛，我们就受到了

盛情款待。在此，我要向中国政府表示衷心的

感谢。

在漫长的历史上，非洲大陆遭遇过诸多苦

难，其丰富的自然资源一直是很多人觊觎的对

象。面对各种各样的掠夺与剥削，非洲国家奋

起反抗，最终实现独立。非洲国家摆脱殖民统

治后一直致力于发展，然而，由于世界经济危

机的打击，以及国际经济秩序的不平等，非洲

的发展遭遇了很多挫折。进入“新千年”，全

球化的飞速发展进一步将非洲排除在国际经济

和政治决策圈之外。

但 通 过“ 非 洲 发 展 新 伙 伴 计 划 ”

（NEPAD）——阿尔及利亚是该计划的创始成

阿尔及利亚民主人民共和国民族院议长 / 阿卜杜勒 - 卡德尔  本萨拉赫

员之一——非洲国家找到了符合自身情况的全

面、多元的经济发展模式。在此背景下，根据

布特弗利卡总统的倡议，阿尔及利亚开始政治

改革，其目的是深化阿民主体制、强化法治。

阿提出了宏伟的投资计划，以扩大基础设施建

设，阿还致力于改善财政状况、削减债务，上

述举措对经济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其实证是

阿各项宏观经济指标显著改善。

作为地中海沿岸、阿拉伯世界和非洲大陆

一块开放的市场，阿尔及利亚成功保持了对投

资者极具吸引力的良好商业环境。借此机会，

我想邀请亚洲各国参与阿尔及利亚的发展努

力，积极向阿生产领域投资，同阿企业缔结伙

伴关系，在经济上实现共赢。谢谢！

（根据现场录音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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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调结构发展多样化经济 
——在博鳌亚洲论坛 2013 年年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

首先，衷心感谢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博

鳌亚洲论坛精心组织本次会议并盛情款待蒙古

代表团。能够在这个以亚洲为主题的重大论坛

上讲话我深感荣幸。

这次会议的主题极具现实意义。亚洲采

取了积极有效的措施，成功应对了全球金融危

机，并由此巩固了亚洲地区在全球经济中的地

位。目前，亚洲经济的发展速度几乎是全球增

速的两倍，这一趋势预计还将持续下去。蒙古

经济的稳定增长是这一趋势的例证。蒙古目前

是全球增长最快的经济体之一，2011 年，蒙

古经济增速高达 17.3%，2012 年为 12.3%。

疲弱的世界经济环境要求我们继续进行

结构改革，以实现可持续发展。蒙古近年来的

高速经济增长主要是由矿产品的出口所驱动。

“调结构”首先意味着蒙古应该使其经济多元

化。支持非矿部门的发展和开发新产品和新服

务、投资重要的基础设施和工业项目，这些都

将是我们发展多样化经济的要务。

亚洲国家大都非常重视改革和结构调整，

但每个国家的侧重点不同，没有哪一种模式是

适合所有亚洲经济体的。不过，在我们看来，

本地区所有经济体都必须加强机构能力建设，

提高经济增长的包容性。经济增长应建立在发

蒙古人民共和国国家大呼拉尔主席 / 赞  恩赫包勒德

展成果广泛共享的基础上。

整个亚洲地区都对构建多边合作机制和

体系有着浓厚的兴趣。在讨论和解决本地区关

键政治和经济问题时，东盟、东亚峰会以及亚

太经合组织等机构的重要性与日俱增。蒙古认

为，地区合作和地区一体化应该是开放、公平

且包容的。我们真诚希望，本地区国家能支持

蒙古加入亚太经合组织和东亚峰会。同时，蒙

古认为，东北亚国家应努力建立起东北亚次区

域政府间合作机制。凭借其地理位置，蒙古能

作为亚欧地区能源和基础设施项目的枢纽，且

颇具竞争力和成本效益。蒙古有意加入正在商

谈的重大基础设施项目，比如中国和俄罗斯这

两大邻国正在规划的原油、天然气和电力传输

项目。

最后，祝愿博鳌亚洲论坛 2013 年年会圆

满成功。希望我们在这里取得的共识能够得到

有效落实。蒙古将继续致力于合作进程。谢

谢！

（根据现场录音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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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双赢合作，实现可持续发展
——在博鳌亚洲论坛 2013 年年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

能够在博鳌亚洲论坛 2013 年年会的开幕

式上发言，我感到非常荣幸。博鳌亚洲论坛已

成为亚洲的一大盛事，未来更有望成为全球性

的重要论坛。

首先，请允许我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新任领

导人习近平主席及其带领的新一届政府表示热

烈的祝贺。作为联合国大会主席，我祝愿中国

新一届政府在本国发展以及国际舞台上取得更

大成绩。

三十多年来，中国致力于改革和开放，其规

模和范围在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千百万人的生

活和前景迅速且大幅地改善，可谓前无古人。

在剧烈变革的全球环境中，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梦想正在成为现实。

当今世界正在变得更加民主、更加以人为

本，实现可持续发展是全球合作的支点。我认为，

这需要我们大举重新组织人类事务，令自豪独

立的国家心怀善意、彼此尊重地进一步成长。

人类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发达国家和发展

中国家应进行“双赢”合作。这是去年 6 月世

界领袖在巴西里约热内卢通过的《我们期望的

未来》这一标志性文件的根本目标。

该文件要求联合国大会制定雄心勃勃且

具有普适性的 2015 年后议程，定义可持续发

展目标，提出融资选项，并设计可行的政府间

安排，以监督这些目标的实现。

在这个框架下，联合国大会在尊重各国的

第六十七届联合国大会主席 / 武克·耶雷米奇

差异及主权平等的情况下，成为国际社会中民

主正当性的重要源头。

女士们、先生们！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灿烂辉煌，中国连续

自治的时间之长，为世界之最。几千年前，中

国就理解了历史意识，不是将其视为什么新鲜

事物，而是作为一种已经存在、无始无终的事

物。这是黄帝对子孙后代留下的宝贵遗产——

深信周而复始、有起有伏、不断改革。

中国的忍耐力的关键在于其大圣人孔子

的教诲。孔子说到了“仁”这种根深蒂固的美

德，并将其描述为在拥有共同价值观的社区中

真诚关心他人，在人人享有同等尊严的基础上

尊敬人、同情人。

我们决心致力于这一世代相传的任务，让

我们努力奉献，把“仁”这个概念在国际关系

中发扬光大，在优先考虑我们各自民族利益的

同时，也牢记己所欲而施于人。

在我们的文化中，这被称为“黄金定律”。

各文化对此信条的称呼不同，但该信条在全球

的道德传统中均有体现，成为我们时代的普遍

诉求。愿这一原则使我们联合起来，确保所有

国家在这个相互依存的、全球化的世界中实现

和平、永享繁荣。

女士们、先生们，愿我们的讨论富有成果，

祝愿博鳌亚洲论坛 2013 年年会取得圆满成功。

谢谢！（根据现场录音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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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新、责任以及合作
——在博鳌亚洲论坛 2013 年年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

我很高兴来到博鳌。这是我第一次来博

鳌。作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总裁，我也理应

参加。

全球范围内，亚洲正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

作用，而中国正在扮演领导角色。金融危机后，

亚洲国家一直是全球经济复苏的重要引擎，贡

献了全球增长的三分之二以上。亚洲领导力显

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重要，而领导力越大，

责任也就越大。

福田理事长，为表达对博鳌论坛的敬意，

我将主要谈谈论坛确定的三个主题：革新、责

任以及合作。

关于革新。人口统计特征巨变、知识数字

化、技术进步以及结构创新表明，全球经济正

进入一个新时期。以往，亚洲开创的通过制造

业和出口驱动的经济模式，在发展经济和消除

贫困这两个方面都做出了成绩。但越来越多的

亚洲国家领导人意识到，如今的挑战在于改革

此模式，为经济寻找新的增长点，更多地基于

创新，更多的以人为本来寻求发展，同时考虑

到环境问题。

关于责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试图估算

各国以及各地区政策的溢出效应，此效应显著

提升。一国的货币和财政政策，就像财政超支，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 / 拉加德  

通常会通过金融与贸易这两大途径对其他国家

和地区产生外溢效应。因此，所有国家和地区

都应以更加负责的态度制定本国和本地区的政

策，不仅应考虑对本国和本地区的影响，也要

考虑到对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影响。这是一个互

相强化的过程。

关于合作。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存在的目

的就是加强我们 188 个成员国之间的合作。但

我们不能独立完成，而是需要所有国家精诚合

作，因为这是一个双向的过程。本次危机伊始，

各国有着很强的紧迫感和极大的合作意愿，但

我们必须承认，随着金融危机减弱、各国复苏

进程不一，这种紧迫感已经大大减弱。往后，

我们需要做的是，重新加速合作进程。习主席

呼吁加强地区和全球合作，对此，我表示热烈

的欢迎和赞赏。亚洲乃至整个世界都亟需加强

合作，我坚信博鳌论坛能促进合作的进程。

就此，我想再次对中国主办方表达诚挚的

谢意，同时，我想感谢在座的各位为推动全球

经济发展、为亚洲乃至全世界人民谋求福利所

做的努力。

谢谢！

（根据现场录音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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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基础设施投资培育亚洲新的增长点

谢谢主持人，各位嘉宾女士们、先生们，

因为这个分会讨论的是世界复苏和亚洲的共同

发展，我先抛砖引玉。

当前，全球经济处在一个企稳回升的状

态，欧债危机总体趋于缓解，美国暂时躲开了

财政悬崖，经济形势向好，亚洲经济也继续保

持了发展的势头。去年，亚洲平均增长达到了

6%，市场的信心也在逐步地恢复，所有这些

因素，都预示着今年的世界经济增长势头，会

比去年得到增强。

但是我认为，当前经济运行当中出现的这

些积极态势，是各国政府近几年来采取了一系

列反危机的刺激措施，所取得的一些阶段性的

效果。而这场危机造成的结构性问题，结构性

因素还远未解决。这种治标而不治本的做法，

必然会给我们的经济复苏带来不稳定性和不确

定性。

亚洲经济体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主

要推动力。据统计，亚洲对于全球经济的贡献

率，达到了一半左右，但是亚洲各个国家也面

临着保增长调结构这样两难的困境。一方面，

我们必须加强经济调整，否则经济复苏成长难

以持续；另一个方面，如果没有稳健的经济增

长作基础，结构改革也是没有办法进行的。我

博鳌亚洲论坛副理事长 / 曾培炎  

想这个问题中国也不例外。因为在经济低迷的

时候，任何结构性的改革都会带来巨大的经济

与社会风险。换句话说，就是当前的经济结构

改革的紧迫性与确保增长的必要性这两者交叉

随行、互为前提。

面对这种两难的困境，越来越多的亚洲发

展中经济体开始敏锐地抓住了结构调整与确保

增长两大难题的一个交汇点，这个交汇点是什

么呢？就是扩大投资，加快基础设施建设。比

如说，泰国政府计划以港口、轨道系统的建

设和公路网的建设来加强基础设施，来改变

目前物流基础设施的短板；印尼政府也计划在

2013 年，把公共开支提高到 GDP 支出的 15%；

菲律宾政府计划在 2013 年，把基础设施建设

方面的投入提高到 19%。去年 8 月，在柬埔寨

举行的第 44 届东盟经济部长系列会议上，东

盟国家也提出来，2013 年就互联互通的问题

到中国进行一些宣讲，希望可以有更多的中国

企业参与东盟和中国的互联互通建设。

印尼总统说，全球经济下行的情况下，亚

洲经济的增长必须依靠基础设施建设的推动。

印尼把基础设施建设作为优先事务。在后金融

危机情况下，全球市场需求放缓，这种放缓估

计会持续相当一段的时间，那么，高度依赖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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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市场的亚洲经济，必须在这个时候转型，

那么通过加大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使之形成

一些新的经济增长点，也补一下过去我们的短

板，来推动结构的调整催生新的产业的门类。

我想，这就成了加快结构调整同时确保增长和

就业一个必然的选择。

根据相关研究，每投 1 美元的基础设施投

资，就可以拉动 3 美元到 4 美元产业投资的需

求。在基础设施领域投资 10 亿美元的话，如

果在亚洲地区，就可以创造出 1.8 万个就业的

机会。从亚洲实际情况来看，过去几十年，亚

洲经济主要是靠外向出口型来拉动并保持了经

济快速的增长。快速发展的经济和日益多元的

经济社会结构，与薄弱的基础设施条件越来越

不相适应。据亚洲开发银行估计，2010 年到

2020 年十年期间，亚洲地区需要投入 8 万亿

美元的基础设施资金，才能支撑它目前经济增

长的水平。

可见，亚洲地区基础设施的融资需求是

相当巨大的。亚洲新兴经济体的财政状况整体

还不错，或者应该说是相对的良好，外汇储

备也比较充裕，居民储蓄率比较高，具备开发

投资基础设施的实力。但是，亚洲的发展还是

不平衡的。有些国家完成基础设施投资势单力

薄、力不从心。关键看我们怎么样做。我过去

长期主管过中国的基础设施开发建设工作，中

国的发展经验表明，经济的发展基础设施必须

先行，而且先行的基础设施建设只有连成网和

片，它的效益功能才能最大化。中国有些省内

部修了一些路和网，如果路网不能在省际之间

很好连接起来的话，效益就不能达到最优化。

推而广之，亚洲地区内部的贸易规模越来越

大，如果亚洲的路网可以连成片的话，基础设

施的作用就可以得到充分的发挥。世界上同样

还有许多地区的成功经验，也表明了经济腾飞

或者经济转型的时候，加大力度投资开发基础

设施，有助于经济的长远发展和结构的合理调

整。

从中国和亚洲的其他新兴经济体实践经

验来看，要做这件事情，政府还是要作为一种

主导力量，把整个社会包括企业、私人都带动

起来参与基础设施建设。按照市场化的原则来

投资运行，但同时也要注意到，加强基础设施

本身的公益性职能。这样做，不仅现实可行，

而且应该说是我们在亚洲发展基础设施建设方

面的一个方向。

为此，我在这里慎重地提出亚洲基础设施

合作倡议。为了推进这个倡议，我认为两项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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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必须要做：

首先，是开展各经济体之间的基础设施

规划的交流与合作，把各自的基础设施开发

规划，同推动地区的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目标

要紧密结合起来。随着亚洲地区经济人文的

关系日益紧密，我们应该主动把亚洲经济体

各自进行的基础设施开发建设作为一个大的

起点，一个大的规划来考虑。各经济体之间，

有必要就跨国、跨区域、跨流域的基础设施网

络化进行一些共同愿景的探讨与交流。可以

先在各个专业领域逐步地、逐项地形成一些

共识和规划，比如讲电力、铁路、公路、通信，

我想这些领域都可以按照专业形成共识或者

共同的愿景，探讨形成一些规划。制定一些

经济体之间相应的中长期规划与安排，来促

进亚洲地区生产要素包括经济、文化、人员

更加顺畅的交流。

第二点要做的事情，就是解决亚洲基础设

施开发的巨大融资缺口。实践资金可能需要 8

万亿美元。我在这个方面，亚洲开发银行长期

以来为本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已经提供了有利

的金融支持，但是开行、亚行，并不是专门服

务于基础设施投融资的金融机构，它们有更加

广泛的发展目标和任务，特别是在消除地区贫

困方面，亚行发挥着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那

么鉴于亚洲地区加大基础设施建设，是推动结

构调整和保增长实现经济增长的一个最佳时

机，或者说是一个最佳选择的话，我想成立一

个专门服务于本地区基础设施的投融资机构。

一个多变的金融机构势在必行。或者是一个基

金，或者是一个金融机构，这种多变的金融机

构应该是开放的，对亚洲区域内的各国政府参

与开发，也对区域内外的私人资本参与开发。

作为专门投资基础设施的投融资平台，这个金

融机构应该是以商业化运作为主，不过在追求

盈利性的同时，也应该确保手头基础设施的公

益性。这个机构应该由专业的独立人士进行管

理，专注于亚洲区域内最具权威性的重大民生

基础设施项目投融资业务。

我想，包括交通、能源、电信、市政建设、

生态环保、农田水利等这些领域，都可以为当

地的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高效而可靠的中长期金

融支持。推动亚洲经济一体化是博鳌亚洲论坛

的宗旨，而推动本地区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并实

现互联互通，是实现地区经济一体化的必要条

件。去年 11 月，博鳌亚洲论坛在印度孟买举

办了亚洲金融工作会议。会议讨论的一个热门

话题，就是如何解决当前经济发展当中基础设

施建设资金的瓶颈问题。作为博鳌亚洲论坛的

副理事长，我希望亚洲基础设施合作的创意能

够得到大家的认同。这也是把印度会议上许多

与会者就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与投融资问题所表

达的远见共识，进一步推动下去落到实处的一

个机会。

当然这个倡议的落实，是一项非常复杂的

工作，不仅需要有宗旨和原则，还需要有专业

的人才，还应该有切实可行的路线图。这显然

需要大家的共同智慧。因此我希望博鳌亚洲论

坛可以这个方面发挥交流平台的作用，为推进

亚洲经济一体化，加快亚洲基础设施的互联互

通提供有效的智力支持。谢谢大家！

（根据现场录音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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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alogue

对话

意想不到的新世界
—— “对话索罗斯” 圆桌对话综述

负债累累的欧元区国家已被降级成了第

三世界国家。全球经济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

都更加依赖中国。这将对中国以及其他国家

在新经济形势下的适应能力构成一系列全新

的挑战。

全 球 金 融 形 势 喜 忧 参 半。 有 许 多 变 化，

有些是积极的，有些是负面的，但都相互关联。

这导致整体形势非常复杂，难以把握。曲解、

误解、缺乏理解等问题会在决定事件进程上

产生比平时更重要的影响。

日欧美喜忧各不同

准确掌握当前的金融形势，也许最好的

方式是比较日本和欧元区的现状。

日本正在放弃正统的货币政策，在经济

停滞 25 年后，转而施行量化宽松政策。量化

宽松政策有非常高的风险，即使成功了也可

能导致利率上升，引发偿贷问题，但成功后

却可以加速经济增长。安倍宁愿冒险也不愿

意日本经济渐渐消亡。

相比之下，欧元区则仍致力于紧缩政策，

这将使得欧洲陷入类似于日本的长期经济停

滞。欧元区正在进入日本试图摆脱的境地。

在 其 他 方 面， 日 本 和 欧 洲 不 具 可 比 性。

日本是一个国家，而欧盟是一个不完整的国

家联盟。因此，欧元区危机正危及欧盟本身

的存在。

欧元区正成为世界上的主要金融重灾区。

在我看来，欧元的设计是有缺陷的，创建了货

币同盟，却不存在政策同盟；建立了欧央行，

但却没有共同财政政策。而过去这些缺陷并未

时间：2013 年 4 月 8 日   12：30 － 14：00

主持人

王波明｜《财经》总编辑

讨论嘉宾

George Soros ｜索罗斯管理基金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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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发现，因此这场危机几乎完全是自作自受。

一旦危机的来龙去脉被理解到位，要解决这

些看似棘手的问题，方案可以出奇的简单。

实际上，欧元区危机不会很快得到解决。

德国总理默克尔希望把问题拖延至德国大选

后，但市场和政界都不会买账。我预计形势

会恶化。到德国大选的时候，德国自身应该已

陷入经济衰退。原因是，除了欧洲央行，发

达国家几乎都在实施量化宽松政策。其他货

币贬值将对德国出口产生不利影响。

目前所实行的紧缩政策可能会摧毁欧盟。

而对于政治统一虽然呼声很高，但却缺乏决

心。但要解决欧盟的问题，不能够没有德国

的支持。

而在日本，经过 25 年的经济停滞后，安

倍晋三以反对日本央行政策的立场参加大选

并取得胜利。日本转而实施量化宽松政策。但

这一政策转变的风险很大，因为债务更多了。

如果日元成功贬值、日本经济加速，汇

率下滑可能会自我强化，而还本付息可能变

得不可持续。这也是为什么日本央行此前一直

抵制量化宽松，而任凭经济停滞的原因。成功

之路很窄。但安倍晋三的支持者更喜欢冒险，

而不愿看到经济停滞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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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人意料的是，美国正在逐渐成为最强

势的经济体，美元也变成最强势的货币。页

岩气和页岩油为美国制造业带来了重要的竞

争优势；银行和居民部门去杠杆化已取得了

一些进展；美国房地产市场已经回暖且施工

活动有所回升。量化宽松政策也提振了资产

价值。这些有利因素足以抵消美国政府支出

削减的拖累作用。这是一个幸运的组合，减

缓了经济复苏但却使量化宽松政策得以延长。

我对美国政治前景也很乐观。过去两党

为了赢得选举，共和党和民主党都竞相争夺

中间地带。这使得两党都保持温和，立法也

通常要得到两党的支持才能成功。后来，那

些在共和党内占主导地位的理论家们把该党

推向极端立场，而民主党人则向右转，以争

取中间地带的选民。两百年来运行良好的民

主制度和公约不再正常运行。不管怎样，“茶

党”的影响力最终会淡化，民主党和共和党

这两个主要政党将回到试图争夺中间地带的

两强竞争格局。

    

教条的破产

从历史的角度看，自雷曼兄弟在 2008 年

10 月 15 日破产后，美国金融市场其实已经开

始崩盘，因而不得不依靠政府救助。从那以后，

它们一直处于我所谓的远离平衡（far-from-

equilibrium）的境地。

全 球 金 融 危 机 不 仅 导 致 了 雷 曼 的 破 产，

同 时 导 致 理 性 预 期 和 市 场 有 效 理 论 的 破 产。

银行可以自我修复，但经济理论却不行。历

史上从来没有像现在这般需要新的经济理论。

INET 正在致力于研究在新常态下适用的新经

济方法，主要任务是研究宏观经济学，防止

任何可避免的错误。在研究领域，中国的经

济学家可能更容易突破，因为他们不受美国

经济学家所面对的理论教条的束缚。

此轮金融危机证明，以有效市场和理性

预期为核心的盛行的经济教条存在不足，但

关于新范式也没有达成一致。我提出了基于

易错性和反思性（fallibility and reflexivity）

这两大支柱的新理论，但我第一个承认这个

理论还未充分论证，也没有被广泛接受。

目前的形势让人想起了 1930 年的世界经

济，但二者之间还有两个主要的区别：一是

目前大多数国家已经进入远离平衡的境地且

债务负担高企，而 1930 年的债务水平要低得

多；二是如今我们可以学习和借鉴 1930 年的

经验。

相应的，在金融市场开始崩盘时，投资

者对金融机构失去信心，金融当局将国家信

用取代金融机构信贷。这帮助避免了一场大萧

条，但也有一些不良副作用，如今仍挥之不去。

值得注意的是，主权信用发挥至关重要

的作用时，暴露出欧元构成的一个缺陷，而

在危机爆发前，当局和金融市场都没有识别这

个缺陷。通过成立一个独立的中央银行，成员

国的政府债券使用不受它们控制的货币计价，

这就提高了违约风险。

通常情况下，发达国家不会违约，因为

它们总是可以印钞票。它们的货币可能会贬

值，但不会出现违约的风险。欠发达国家的

外币借款才有这种违约风险。   

实际上，负债累累的欧元区国家已被降

级成了第三世界国家。这主要是欧元危机造

成的，而欧元危机至今仍然没有被认识到位。

当希腊宣布了令人惊讶的巨额预算赤字

时，金融市场才恍然发现，欧元区成员国有

违约的风险。随后市场不仅对希腊，对其他

高负债国家都报复性地计入了风险溢价，而

那只是如今仍在延续的欧元区危机的开端。

欧元区危机已扭曲了有关政府债务过高

风险的讨论。它放大了违约风险，从而扭曲

了政治辩论。因此，使用财政刺激措施不仅

在欧元区，而且在美国和英国也一直存在强

大的政治阻力。

在我看来，政治反对派们被误导了，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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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欧元区危机将第三世界国家和欧元区重债

国特有的违约风险，延伸到了所有发达国家。

事实上，它并不适用于美国、英国和日本等国。

否认财政刺激的作用，整个负担就全落在了

货币政策上。

幸运的是，在伯南克领导下的美联储迎

难而上，如今量化宽松政策已被广泛接受。不

过，这并不是最佳的政策。阿代尔·特纳（Adair 

Turner）勋爵在香港举办的 INET 会议上提出

了一些结合财政和货币刺激的替代政策建议。

但这是最新动态，还没有被消化。

　　

中国谜团

如果说到大谜团，至少对我来说，中国

算是一个。自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中国一直

是全球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在过去的经

济繁荣时期，中国对全球经济增长的驱动力

要小于美国的消费。这也是近几年全球经济

增长如此乏力的原因之一。

如今，中国必须转变其增长方式。它不

能再依赖于出口和投资拉动的增长，因为世

界 其 他 地 区 无 法 消 化 中 国 长 期 的 出 口 顺 差；

而投资的快速增长已经导致利润率下降；赤

字也变得不可持续。另外，国有银行支付的

实际存款利率为负。即便如此，它们还是积

累了许多坏账。家庭部门占国内生产总值比

例现在已经缩水到 34%；居民储蓄不再足以

补贴中国经济的其余三分之二。要继续成为

中国经济增长中健康和富有建设性的一部分，

银行系统将需要予以密切关注，甚至要进行

一定重组。中国目前的增长模式还可以维持

一两年，但肯定不能再维持十年。

显而易见，向居民消费拉动的新增长模

式转变可以成为解决之道。通过改善社会保

障制度并提高其可靠性，可以降低居民的储

蓄倾向。但是这种转变将是行之不易的。

中国减少工业产能投资将放慢生产率的

上升步伐，整体经济增速势必会降至 8% 以下。

经济增长放缓将推迟基础设施投资达到盈亏

平衡的时点，并将加剧坏账情况。此外，整

体经济增速放缓的初步影响是提高了居民的

储蓄倾向，因为消费者变得更加谨慎，而这

将提高经济硬着陆的几率。

去年中国经济增速明显放缓，且上述部

分问题开始显现。

政府要求银行削减放贷，这迫使一些借

款人，尤其是房地产市场的借款人，去求助于

影子银行体系，从而不得不支付更高的利率。

这使得贷款无法按时偿还的风险加大。

这些贷款大多来自商业银行的理财产品

部门。根据相关法律，商业银行不对理财产

品提供担保，但到目前为止，在理财产品几

次出现兑付危机时，银行都出面兜底。对于

我这样的美国观察员而言，这样的情况不免

让人想起过去美国货币市场基金行业的危机，

一只基金“跌破面值”可能会引起大范围恐慌。

总体而言，中国快速增长的影子银行与

美国次级抵押贷款市场有一些相似之处，而

2007 年 -2008 年的全球金融危机正是由次级

抵押贷款市场危机引起的。

我相信中国政府了解相关风险。他们有

能力、也有资源去逐步化解初生的泡沫——过

去中国已经几次成功地转变了增长模式。

世界经济发展已经到了一个让人意想不

到的新阶段——全球经济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

都更加依赖中国，原因在于中国经济目前的

健康状况和发展方向。这将对中国以及其他

国家在新经济形势下的适应能力构成一系列

全新的挑战。因此，中国将被呼吁扮演一个

对于其仍尚显陌生的角色，而且是在全球舞

台上，而不仅仅是在其国内，但中国自身的

成功正是源自这种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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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优势，激活持续增长潜力
——博鳌对话“林毅夫 ：新结构经济学”综述

时间：4 月 6 日   15：30 － 16：15

主持人

何刚｜《财经》杂志执行主编、《哈佛商业评论》中文    

 版主编

对话嘉宾

林毅夫｜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前世界银 

 行高级副总裁兼首席经济学家
 

2012 年 6 月，林毅夫先生从世界银行离

任归国，重回北京大学执教。基于此前数十

年的学术研究，特别是过去四年他在世界银

行担任分管发展经济学的高级副总裁和首席

经济学家的工作经历和学术思考，他提出“新

结构经济学”的理论框架，在国际经济学界

引起广泛关注。他运用此分析框架，对中国

等新兴经济体的发展及挑战进行了独到解释。

2013 年的博鳌亚洲论坛年会为此设置专

场对话，介绍林毅夫先生的学术研究经历，分

享近几年他有关新结构经济学的研究和思考。

作为华人世界最具国际知名度的经济学家之

一， 林 毅 夫 先 生 在 2012 年 刚 过 60 大 寿。 他

从世界银行归来的同时，出版了几本学术著

作，其中一本是《新结构经济学》，相关的还

有一本《繁荣的求索》，均聚焦于发展中的新

兴经济体发展路径思考，分析它们因何崛起，

如何持续发展，两本书互为补充。

“新结构经济学”的新意

发展经济学是西方经济学一个分支，起

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当时很多发展中

国家摆脱了殖民统治，希望推动国家现代化，

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帮助这些国家发展经济，

推动其制定恰当政策，由此开启发展经济学

的思潮。在林毅夫看来，这一经济学思潮主

要经历了三个阶段，当前面临创新和突破。

第一波思潮是结构主义，认为发展中国

Dialog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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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落后于发达国家，发达国家的现代化非常

重要，发展中国家应动员一切力量，在政府

指导下，克服市场困难。但后来的事实表明，

这些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进程效果并不好，危

机不断。

其后第二波思潮是非政府主义，认为经济

发展不好是政府干预太多，没有像发达国家那

样有完善的市场经济体系，因此建议发展中国

家进行私有化和市场自由化，让市场自行解决

主要的发展问题，由此还形成了所谓“华盛顿

共识”。但后来的结果表明，这些发展中国家

反而比以前发展还要慢，发生危机的比例更高。

林毅夫认为，“二战”至今，新兴经济体

只有两个实现了从低收入到中等收入、再到高

收入的连续转变：一是林毅夫的出生地中国

台湾，另一个是韩国。同时，只有 13 个经济

体实现了从中等收入向高收入的转变，其中除

了日本、韩国、中国台湾、中国香港和新加坡，

大多是西欧地区的经济体。在“二战”以后，

亚洲四小龙也执行了很多错误政策，造成 20

世纪 90 年代末的经济停滞，这些错误政策背

后，就是老的发展经济学已经不适用，因此

需要有新思考。

在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框架体系中，林

毅夫特别强调对一个经济体的要素禀赋进行

全面分析。他沿用了新古典经济学的研究方

法：无论政府、企业还是个人面临选择时，都

会倾向于在可选择范围内选择一个他认为最

好的决策。

新结构经济学要研究的，就是如何让一

个经济体的资源得到最好配置。为此要搞清

楚，一个经济体土地资源有多少，劳动力有多

少，资本有多少，基础设施怎样，法律、金

融等制度安排如何。上述要素构成一个经济

体的总预算，不同的新兴经济体所具有的优

势资源也不一样，必须用相对便宜的要素替

代相对贵的要素，以确保产品成本低、产出多。

林毅夫提醒，在研究问题时，应从一个

国家现有状况为出发点。他提出的新结构经

济学代表了发展经济学的第三波浪潮，这和

前两波有很大的哲学思想上的差别。

过去大家习惯于看发达国家有什么资本

密集的大产业，或者是发达国家什么能做成

相对完善的市场，然后要发展中国家按照发

达国家的方式来做。林毅夫认为，新结构经

济学可以帮助发展中国家首先看自己有什么，

在自己有的要素基础上，什么东西自己能做

好，把它做大、做强。这有点像中国古人讲

的田忌赛马故事，你的快马不如别人的快马，

非要比就可能会输，但用你的快马和别人的中

速马竞争，用你的中速马和别人的慢速马竞

争，你就会赢。新结构经济学就是这样，发

挥自己最具优势的资源禀赋，把那些有比较

优势的产业做大做强，去和在这些领域不那

么强的国家竞争。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比较好，靠

的是劳动力相对密集的制造业。就是因为中

国在那些产业是有比较优势的，你到美国的百

货公司、超级市场，劳动力密集型产品大多

来自中国，美国这样，欧洲也这样。发展中

国家一定要站在对自己最有利的角度来研究。

亚洲增长的启示

发挥优势，扬长避短，亚洲的经济繁荣

证明了这一点。但当前亚洲相对便宜的劳动

力、土地成本也在上升，从经济学角度看，亚

洲的四大要素禀赋在哪些方面仍具潜力？

林毅夫认为，亚洲有全世界高收入的经

济体比如韩国、中国台湾，也有中等收入的

经济体比如中国大陆，还有低收入的柬埔寨、

老挝等，亚洲各经济体发展阶段不一样，各自

的优势产业也不一样。如今中国劳动力便宜的

比较优势逐渐消失，但中国的资本相对便宜，

人力资源积累了很多，比较优势发生了变化，

接下来中国发展优势产业，可以考虑资本多

用一点，人力资源多用一点，也就是发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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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密集和技术密集型产业。

比较优势永远是相对的，跟自己过去比，

跟国际比，总能找出当下有优势的领域。只要

每个国家、每个地区找准自己的优势，都可以

有相对快速发展的机会，尤其是发展中国家。

一方面需要把各种资源配置好，产生竞争力；

另一方面必须不断进行产业升级。发展中国

家与发达国家有技术差距、产业差距，但发

展中国家可以引进消化吸收成熟技术，这样

成本会比较低，挖掘这样的潜力，发展中国

家可以获得比发达国家高两三倍的增长。

“二战”以后，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和老百

姓都希望通过努力改变自己的命运，希望摆脱

贫困变成受人尊敬的现代化国家。但他们的出

路一直是发达国家总结自身经验而提出来的，

简单拿这些理论用于指导发展中国家，实践

性比较差。林毅夫希望用一个新的分析框架，

帮助占全世界人口 80% 的发展中国家的人民，

在改变未来命运的努力中做一些贡献。

林毅夫还提及政治稳定的重要性。没有社

会稳定，经济就不可能发展，经济发展好了，

可以比较好解决社会稳定和政治稳定，因为每

个人都希望自己的国家现代化，都希望自己和

子女能够生活得更好。怎样才生活得更好？这

就需要就业，需要国家现代化，发展中国家的

经济必须比发达国家更快速发展，这样大家才

会比较满意，对社会、政治稳定也都可以做出

贡献。新结构经济学就是希望通过发展经济、

创造就业，让每个人过好日子，帮助发展中国

家实现经济稳定、政治稳定和国家现代化。

中国如何持续增长

最近十年来，中国的劳动力和资源要素

发生了重要变化，根据新结构经济学的分析

框架，接下来中国比较优势何在，持续增长

动力是什么，能否保持 8% 左右的长期增长？

林毅夫认为，2008 年金融危机以后，中

国推出了 4 万亿元积极财政政策，其中相当部

分投资于基础设施，但中国基础设施建设并未

过剩，无论高速公路还是地铁，改善空间巨大。

对于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动力，林毅夫

认为虽然消费很重要，但仍然不能作为最主

要的驱动力。中国经济要发展，基础是劳动

生产力水平不断提高，这要靠技术不断创新，

要把资源重新配置到有更高附加价值的产业

领域。中国继续加大投资，是为了提高经济发

展水平和居民收入水平。居民收入水平提高

了，消费才会进一步增长。中国改革开放以来，

消费增长数字很大，增长幅度也不低。可以说，

消费是发展的目的，投资是发展的手段。

林 毅 夫 认 为， 作 为 增 长 驱 动 力 的 投 资，

主要分成两部分：一个是技术升级的投资，产

业创新的投资；一个是基础设施的投资。

技术创新、产业升级应该以企业为主体，

一个国家有比较优势的产业，相关企业的创新

能力和投资意愿会比较大。但是有一些东西

企业做不了，比如技术要研发，但靠企业去

做基础性研发，可能需要物理知识、化学知识、

工程力学知识的突破，时间非常长，风险非

常高，这些基础性研究应该由政府主导来做，

或者是给合适的大学和研究机构来做。

基础设施有一个特性，投入非常大，回收

周期长。对中国以及大部分发展中国家来说，

基础设施建设需要大规模的资本，修一条路可

能要几十亿元、几百亿元甚至上千亿元，都让

企业来做，是超出它们能力的，风险太高了。

他提醒，在发展经济学的第二波思潮里

曾有个想法，如果基础设施投资能够对经济发

展起足够的作用，那应该有足够的市场价值，

那就应当让市场自行解决，让企业来承担投

资。实践结果怎么样？拉丁美洲、南洋、非洲，

除了能够收费的移动通讯之外，没有公司投

资其他基础设施，这造成大部分发展中国家

的基础设施非常落后，到处是瓶颈。

林毅夫建议，应该按照生产活动和资本需

求规模的特性，根据其周期特性和风险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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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决定一个经济活动的主体应该是企业还是个

人。在这过程中，政府发挥作用是必须的，让

企业在技术创新、产业升级、市场运营等方面

有更好的环境、更低的交易费用，发展中国家

就可以发展得更快，达成 8% 的增长潜力不是

10 年、20 年，可能是一代人、两代人。

中 国 的 劳 动 力 密 集 型 产 业 发 展 非 常 快，

但人力成本在过去五六年每年上涨 15%-20%，

高端人才也相当贵，但这是和过去比。如果

对比那些更发达的国家，不管是制造业方面

的劳动力，还是研发人员工资，中国还是比

美国和日本便宜。

这也提醒我们，随着中国劳动力成本上

升，我们的产业也应该升级了，不能再只做

劳动力密集的简单制造业。只有这样中国人

的生活水平才能改善，如果今天中国劳动力

的工资水平还跟 15 年前、20 年前一样，只能

说中国停滞了。就是说，随着资本的积累，劳

动力就会从相对多、相对便宜，变成相对少、

相对贵。反过来，资本就会从相对少、相对

贵，变成相对多、相对便宜。这样，就应该

进入能更多利用资本来做劳动更密集、技术

更密集的产业，提高劳动生产力。如果做得好，

总会在国际市场找到有相对竞争力的地方。

有一些学者不太赞同中国发展劳动密集

型产业，林毅夫问：中国不发展劳动密集型

产业，十亿劳动力在农村怎么办？继续务农，

一亩三分地的收入是不够的。对那些只有劳

动力的人，能够到比原来的收入更好的地方

去工作，提高收入水平，就是最好的出路。

林毅夫相信，未来中国发展潜力非常大，

一方面，中国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产业

差距相当大，在产业升级、技术升级还有不

少空间；另一方面，中国城际之间发展水平

改善了，但还有很多欠账。发展中国家都有

一些制度的扭曲，随着经济发展，必须不断

完善和改进，这也是李克强总理一直讲“改

革是最大的红利”的原因。改革确实能促进

中国经济的增长，如果把这些方面加以改善，

未来 20 年中国还有维持增长 8% 的潜力，至

于这个潜力是不是变成现实，取决于中国是

不是真正深化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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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企业的创新与责任
——博鳌对话“经济学家六问”综述

2013 年的政治经济在全球将面临众多不

确定性。中国企业成长的环境也日趋复杂。在

这种状况下，企业何为，企业家何为？这次经

济学家向企业家提问的话题，所讨论的创新、

国际化、企业如何与社会一起重塑中国的变革

等问题，将不但有助于企业在不确定性的环境

中成长，厘清市场与政府、企业与公众之间的

边界，也对普通公众和企业大有裨益。

创新制度和人才是关键

与英国 18 世纪和美国 19 世纪的工业革命

相比，显而易见，中国的工业革命在技术创新

上面临不同的时代背景。那么中国企业家是否

认同，中国存在创新力不足？面对这一问题，

中国的企业家和经济学家的认识多少有些不

同。企业家更能从企业自身的创新经验出发，

认为中国创新虽然需要学习的东西很多，但是

技术创新已经在慢慢发展且有成效。但经济学

家们则表示，中国创新中的制度学习和人才成

长，可能路途还相当遥远。

在海航董事长陈峰看来，从欧洲工业革命

开始的一二百年来，欧美国家之所以在统治世

界，本身就是一个技术创新、制度创新的一个

创新文明过程。他认为，中国的改革也是创新。

但中国创新走了刚刚 30 年，文化、体制传统

特征、人才的聚集等因素，非短时间内能够解

决。而未来中国的 20 年，在经济发展当中，

时间：4 月 5 日   20：15 － 21：45

主持人

张亚勤｜微软公司全球资深副总裁、亚太研发集团主席

讨论嘉宾

陈峰｜海航董事长

胡祖六｜春华资本董事长

Edmund Phelps ｜哥伦比亚大学教授

张维迎｜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

张跃｜远大集团董事长

Summ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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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政策将逐步形成一个创新机制。经过不太

长的时间后，中国一定可以进入创新大国的行

列，能够跟人类整个发达国家一起进入一个相

当量级的层次。

原因在于，首先，中国巨大的国土面积构

成了中国经济发展的腹地资源，而政治统一为

中国发展建立了一个长久可持续、创新可持续

的巨大市场；其次，中国在完成了温饱进入了

中等发达国家以后，会产生两大效应，一个是

消费，一个是创新能力和人才机制；第三，从

历史上看，中国人类历史上的四大发明都是中

国创新而来，所以中国人有创新的基因，而这

些将保障中国一定可以迎来伟大的创新时代，

造福于中国人，也造福于世界的幸福与和平。

远大集团董事长张跃则认为，中国现在

的创造力其实已经很强，并不缺乏创新。而西

方国家，从很多产业发展情况来看，在很多的

重要产业领域反倒是缺乏创新的。比如 1964

年的第一架 747 跟今天的 747 几乎能耗一样，

只是降低了 20% 左右。我们这个时代已经是

不缺乏创造力的时代，而是缺乏正确的创新，

缺乏正确的选择的时代。

微软公司全球资深副总裁兼亚太研发集

团主席张亚勤，本身就是创新的领头人。他从

周围和自身经验看，认为创新最根本的是依靠

教育和人才。中国的整个教育机制比较僵化，

对于创新人才，对于人的创新能力的培养产生

比较多的影响。而保护知识产权的专利制度还

没有完全成熟，对于中国创新造成了抑制。但

长期来看，中国的创新前景光明。

经济学家、春华资本董事长胡祖六认为，

创新的元素，在张亚勤提及的人才资本之外，

资金、环境也很重要。创新资金投资对于创新

能力的提高是很重要的因素。包括早一些创

投、VC、PE 的市场，对于创新确实非常重要。

就整个环境制度而言，虽然经过 30 多年的改

革，但政府力量还是太强大，计划经济色彩比

较浓厚，可能也是抑制创新的原因。从大环境

来看，则创新能力不高和没有充分竞争自由有

关系。

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张维迎对中国创新

持很悲观的态度。他举例说，近一两百年来，

对于世界有革命性影响的 162 项创新都是西方

产物。这些重要创新不是简单降低成本提高价

值，而是改变人类的生存方式、生活方式，改

革人类的思维方式。这些创新能够串联很多

的产业，从目前来看，中国的企业有哪一个产

业是我们自己创造的，好像真的不敢讲。他认

为，我们必须承认，中国的经济在过去 30 几

年能够取得成效，靠的是引进了西方发达国家

过去几百年所积累下来的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

所致。跟西方企业相比，中国的制度创新和管

理创新还有很大差距。我们必须谦逊，只有谦

逊我们才可以更好地创新。很多创新是相互依

赖的，人类创新基本上都是你中有我，我中有

你。中国的未来创新也只有真正站在西方的肩

膀上，才可以做出一些真正的创新。

国际化应以创新为基础

中国未来的可持续发展，必须依赖全球化

的资源配置和市场配置。中国未来的发展，也

只能依赖于和全球经济的互相交融，这是一个

必然的选择。而在这种中国和全球的交融当

中，在陈峰看来，中国企业是主角的时代将会

到来，而且随着金融危机带来的全球经济衰

退，这个时代的到来会加快。金融危机以来，

海航已经连续运作了 17 个项目的国际兼并。

陈峰以企业经验介绍说，中国文化的商道

精神，具有普世价值。中国的商道文化在海航

全球的公司内，不管黑白人，对企业赚钱不损

人的普世价值都完全可以接受。中国的商道文

化公司不是不要挣钱，但强调挣钱不应损害公

众。因此，人类应该建立新的商业文明，人类

普世价值观应该造福于人类幸福与和平。哥伦

比亚大学教授 Edmund Phelps 对陈峰的观点

表示了极大的兴趣。在包括他在内的西方人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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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认为个体主义的崛起是和创新有关的，要

在很大的程度上把创新归功于个体主义，而陈

峰所论的东方文明中的共同理想、共同理念和

西方的价值观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他认为

要想成为一个有高度创新力的个人是要勇于不

同，不要总是去趋同才能够留下自己的标记，

有自己的独特之处，而不是认同共享的东西。

张跃认为，国际化的基础是要创新，没

有创新谈不上国际化。在全球技术竞争的前提

下，没有真正的企业创新，就很难开拓国际市

场。以远大“非电”中央空调为例，在 1997

年就开始出口美国。当时美国空调产业很发

达，标准也很严。远大的非电空调比国外的同

类产品、同等型号的贵三分之一，甚至比韩国

产品贵一倍，几乎是在全世界卖得最贵的产

品，但却打开了美国市场。

张维迎也认同陈峰对于中国市场规模对

于创新的价值。他认为理解国际化的时候，中

国企业家首先是一个很好地开发了中国国内市

场的企业家。但从长远来讲，一个企业要走向

国际化，最重要的还是创新能力。过去 30 年，

中国产品走向国际，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低成

本，在低成本优势失去之后，如果没有持续的

创新能力，即便走出去还得退回来。    

胡祖六认为中国的国际化成功者寥寥无

几。原因在于走出去的机制是政府和央企在主

导。开放和自由决定了创新的能力和国际化的

能力。创新与国际化相辅相成，否则中国很多

人才都会被压抑和埋没。

    

政府和企业的关系

中国改革走过 30 多年之后，企业发展渐

渐遇到更多瓶颈。在出口和投资驱动的惯性之

下，新的发展环境要求企业在发展时，需要与

以往不同的思维和制度环境。新一届政府也开

始更多放权让利，为企业创造更多自主性，让

市场本身发挥更多配置资源的作用。当此之

际，国企、私人企业、跨国企业、国家力量、

市场力量到底怎样均衡，也成为企业家与经济

学家最为关注的问题。

首先，改革往往涉及江湖与庙堂的博弈。

陈峰认为，中国现在改革过程当中所遇到的矛

盾，主要是利益阶层和政府部门权力与其他阶

层的博弈。因此，现在的改革需要下更大的决

心，以更广泛的深度来进行。但心态不要急，

要注重改革和发展稳定的关系。

张跃认为，现在的争利不是国有企业和民

营企业争利的问题，甚至不是特权的问题，而

是国有企业没有能力把企业办好。这是由企业

性质决定的。国有企业由于缺乏真正的老板，

优势很多却缺乏竞争力。    

张维迎的担心则是，中国成功的企业家，

搞不好尽管再谈改革，但很可能变成一个本身

的意见，就是在想办法利用现在的体制来给自

己赚钱，而不是推进制度往更好的方向变化。

这就成了一种变态企业家。当很多人更希望维

护特权，而不是推动平等的权利制度建立的时

候，企业便丧失了国家公民的资格。他希望中

国的企业家不要满足于成为一名人大代表和政

协委员，而是也能做一些能够做的事，还原到

常态。

Edmund Phelps 认同，企业作为社会的

一份子，要主动承担在社会转型之际的责任。

以 美 国 经 验 为 例， 在 美 国 发 生 革 命 的 时 候，

当时北美革命的领导人并没有举行全民公决，

刚开始也是少数派。少数派认为，美国人民有

权利过上更加独立美好的生活，在没有人干扰

的情况下进行自己的生活，他们坚信这是一条

正确的路，从而进行了改革，把英国的统治

推翻了。美国独立革命造成了美国企业的繁

荣发展。如果中国一直消极等待到所有的人，

包括有同样想法的更多私营企业都等到这一

步再来变的话，变革发生的可能性就低得多。

他认为中国人有权利认为，自己应该能够在

更广泛的层面去参与，在他们事业当中应该

有更大的独立性。

Summ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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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 G20 有效性
——“G20 ：代表性、有效性、机制性”分论坛综述

随着全球经济走出金融危机，G20 正处于

从危机管理机制向经济长效治理机制转型的阵

痛之中。近年来，G20 频频受到“低效率”的

时间：4 月 6 日   15：15 － 16：30

主持人

史蒂夫·霍华德｜全球基金会秘书长

讨论嘉宾

克雷格·埃默森｜澳大利亚贸易部长

罗伯特·霍尔迈茨｜美国国务院经济、能源及农业事务副国务卿

武克·耶雷米奇｜联合国大会第六十七届会议主席

龙永图｜中国原外经贸部副部长

冯慧兰｜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创意经济与旅游部部长

柯西尼娅·尤达耶娃｜俄罗斯二十国集团事务协调人

                              兼总统办公厅专家局局长

张军｜中国外交部国际经济司司长

冯国经｜香港利丰集团主席  
 

Summary

会议综述

批评与质疑，陷入“例会化”的发展瓶颈。4

月 5 日，博鳌亚洲论坛举行的“G20：代表性、

有效性、机制性”分论坛上，与会嘉宾均认为，

提升 G20 有效性迫在眉睫。

G20 作为全球经济合作的主要平台，其重

要性毋庸置疑，但随着金融危机的逐渐消退，

不同国家之间的利益冲突开始弱化 G20 的宏

观经济协调能力，G20 未来应当如何发挥并扩

大其有效性？金融危机后 G20 的作用与意义

何在？ 2013 年俄罗斯 G20 峰会有何重点与目

标？围绕上述热议话题，与会嘉宾展开了激烈

讨论。

加强全球协作

现有多边机制中，G20 已成为全球经济治

理的重要平台之一。二十国集团人口约为 40

亿，GDP 总量约占世界的 85%，其中不仅囊

括了全球主要的发达经济体，还包括了涵盖金

砖国家在内的众多新兴经济体。自 2008 年由

美国引发的金融危机蔓延至全球，并使各国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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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协作成为全球焦点，G20 开始举行二十国集

团首脑会议，扩大各个国家的发言权，以取代

之前的八国首脑会议与二十国集团财长会议。

香港利丰集团主席冯国经在论坛上表示，

在 全 球 经 济 遭 遇 危 机、 需 求 急 剧 下 降 之 时，

G20 作为全球治理的重要平台，无论是 2008

年、2009 年，都受到了各国的高度重视，为

挽救世界经济、加强全球协作发挥了重要作用，

但现在 G20 面临的新问题是，当金融危机逐

渐消退后，G20 未来应当如何发挥作用。

进入“后危机时代”，全球经济仍然面临

多重挑战：经济增长放缓、通胀隐忧再现、金

融监管漏洞以及国际货币体系和金融机构改革

等。针对世界经济所面临的多重问题，中国外

交部国际经济司司长张军在论坛上表示，各国

经济相互依赖、相互联系，没有一个国家能够

在缺乏全球配合与合作的情况下独善其身，各

国必须进一步加强合作。希望 G20 能够继续

发挥更大的作用，加大对各国宏观经济政策的

协调能力。

俄罗斯二十国集团事务协调人兼总统办公

厅专家局局长柯西尼娅·尤达耶娃也表示，未

来 G20 应当在加强政策协调方面发挥更大作

用，经济危机的原因在于我们有一个全球市场，

却缺乏全球政策协调。未来 G20 应当发挥更

大作用，以解决这一脱节问题。

如何具体加强全球协作，美国国务院经

济、能源及农业事务副国务卿罗伯特·霍尔迈

茨表示，G20 首先应当在金融监管方面发挥更

大作用，过去三四十年中，很多金融危机都是

由投机、监管缺位所造成的，未来应当尽快改

进全球金融监管机制。第二，很多国家对劳动

力市场有过多的管制，从而限制了其经济竞争

力，应当以更大的政治推动力来解决劳动力市

场问题。第三，G20 应当促进达成全球多边与

区域性贸易机制，特别是目前正在进行的服务

贸易谈判，以避免各种贸易保护主义或者民族

主义的做法。

与此同时，发展与新兴经济体是 G20 无

法回避的问题。联合国大会第六十七届会议主

席武克·耶雷米奇在论坛上表示，如今联合国

大会重要的议题即为经济可持续发展，尤其是

2015 年之后世界经济可持续发展，这有可能

成为未来十年联合国的核心议题，与联合国千

年发展目标是不一样的。因此 G20 跟世界各

国最佳的合作方式就是把可持续发展作为核心

主题。

此外，澳大利亚贸易部长克雷格·埃默森

表示，G20 作为最高级别的全球多边合作机制，

在经济问题、市场开放之外，还应当关注食品

安全、气候安全等国际问题。G20 是金融危机

中诞生的国际机制，为解决上述问题，更好地

促进全球发展， G20 必须实现从金融机构转型

过渡成为一个真正的经济机构。

重构 G20 机制

组织形式上，G20 并未设立磋商机制，亦

非具有约束力的国际机构。如何确保各成员国

有效落实历次峰会达成的共识和行动计划，防

止峰会流于形式，加强全球协作，同时又不改

变其“非正式”的灵活性，这是 G20 亟须认

真处理的两难困境。

G20 在金融危机时期被提升为全球各国

政要和领导人峰会，但随着世界经济逐渐走出

危机，各国开始越来越不重视 G20 这一机制，

使 G20 变为“没有约束力的俱乐部”。为改变

现状，在后危机时代，中国原外经贸部副部长

龙永图指出，G20 应尽快建立磋商机制，不论

其磋商结果是否能够体现在联合国、世贸组织、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世界银行的决议之中，我

们首先应当建立一个覆盖二十国集团的国际治

理机制，否则 G20 只能流于空谈。

龙永图强调，建立 G20 磋商机制并非意

味着所有谈判都要在 G20 的平台上进行，G20

可以建立专题小组或与其他国际机构形成良性

互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在 G20 峰会上就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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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投资、能源、金融等问题达成一些基础性

共识，这些问题再回到如世贸组织等专业性的

国际机构进行全面的讨论和细节性谈判，若能

够在 G20 与其他国际组织之间建立如此的互

动机制，则能够极大地提升 G20 有效性，促

进全球协作。

罗伯特·霍尔迈茨同样认为，G20 不应该

成为谈判场所，也就是说没必要在这里讨论具

体的细节问题，G20 应当成为展示领导力、形

成共识、推动新思想发展的平台。G20 成员是

世界主要经济体，可以推动一些重要国际事务

的解决，应当与联合国等其他国际组织合作，

解决国际事务中的关键问题，与此同时，G20

应当尤其关注发展问题，如印度总理曼莫汉·辛

格几次提到应当关注低收入国家，G20 可以建

立发展方面的工作组，通过解决发展性问题，

帮助发展中国家，为全球经济发展作出贡献。

未来 G20 将政治意愿转化为具体行动加

以落实的过程中，是否需要塑造为具有约束

力的国际组织，克雷格·埃默森认为，G20 中

各成员具有不同的利益取向，因此必须加强沟

通，吸纳对方的立场，尤其在全球经济衰退之

时，避免采取保护主义的做法，但这并不意味

着 G20 需要把自己打造为具有约束力的组织。

克雷格·埃默森指出，在此方面，APEC（亚

太经济合作组织）提供了很好的范例，APEC

决议虽然不具有约束性，但建立了很好的合

作机制与互信气氛，从而推动决议落实。例如

1994 年 APEC 在印度尼西亚茂物举行的经济

领袖会议设立“茂物目标”：发达成员在 2010

年前、发展中成员在 2020 年前，实现亚太地

区自由与开放的贸易及投资。在过去十几年间，

亚太经合组织为实现茂物目标，从减少关税到

降低各种贸易壁垒，取得了巨大成就。

金融危机期间，G20 虽然并未建立严格的

约束机制，同样为全球宏观经济政策协调起到

了巨大的作用，印度尼西亚创意经济与旅游部

部长冯慧兰举例，危机爆发以来，G20 实行了

一系列政策恢复增长的可持续性，并且在各成

员之间形成了压力制衡机制，每六个月通过一

个独立的国际组织评估政策效果，这意味着一

国一旦作出承诺，首先一定要在本国国内达成

目标，以促使各成员同时在国际层面上实现目

标，达成共识。通过这一机制，各国采取了一

系列贸易投资政策，鼓励开放，抵制贸易保护

主义。

2008 年，冯慧兰时任印度尼西亚贸易部

长，为实行 G20 决议，冯慧兰面临了巨大的

国内压力，但制衡机制使她感到一种切实的压

力，“只有这些政策在印尼得以落实，印尼才

会跟其他所有成员一起行动。我得向总统解

释为什么我这样做，找到一些办法，这对 G20

真的非常有帮助。”冯慧兰说。

然而，随着世界经济逐渐走出危机，各成

员将政治承诺落实到实际改革行动的动力有所

下降，峰会渐渐流于形式。“非常有挫败感的

是有关的改革措施并没有完全得到实施。”中

国外交部国际经济司司长张军表示，未来应当

强化 G20 共识实施机制，尤其是尽快落实与

国际金融与货币体系相关的一系列改革，从而

提高 G20 的代表性与有效性。同时 G20 应当

与非成员国加大合作力度，尤其是让更多发展

中国家参与进来，进一步关注新兴经济体面临

的挑战。

展望俄罗斯峰会

2011 年底在法国戛纳举行的 G20 峰会将

俄罗斯确定为 2013 年 G20 主席国，下届峰会

预计将于今年 9 月在俄罗斯圣彼得堡举行。据

俄罗斯二十国集团事务协调人兼总统办公厅专

家局局长柯西尼娅·尤达耶娃介绍，今年 G20

俄罗斯峰会的议程设置将把增长放在第一位，

其次是投资主题。俄罗斯峰会将围绕如何加快

投资步伐、增加投资透明度、增加互信、加强

监管效率等话题设置议程，以摸索促进增长和

投资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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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达耶娃进一步透露，在 G20 这个框架下，

希望能够找到新的方法来解决复杂的全球系统化

的问题。此次俄罗斯峰会将围绕发展中国家设立

一系列的讨论，同时力求促进贸易发展，实现贸

易便利化。峰会召开之前，还将向商界、智囊机

构、公共团体征询意见，深入了解各界对峰会的

希望，以此最终确定峰会的议程及议题。

据了解，此次俄罗斯计划邀请二十国集团

之外的其他国家，以及具有权威影响力的国际

组织、专家和商界代表参与二十国集团活动。

与会嘉宾表示，二十国集团的决策关系到全球

的发展，因此不能仅代表 G20 国家的立场和

利益。必须建立尽可能广泛的辩论平台，使

二十国集团以外的国家、国际组织、商界领袖

和专家也能发表自己的意见。

尤达耶娃称，G20 并非只是决策俱乐部，

同时也是专家平台，且这个平台的实力正在提

升，希望 G20 能够为新的全球挑战探索出新

的解决方案，并促使这些政策能够付诸实践。

俄罗斯峰会召开之前，今年 7 月将举行 G20

财政部长会议，邀请二十国集团财政部长、经

济部长提前会晤，协调全球宏观政策实施，促

进经济增长，恢复就业，对此部长会议已设定

广泛议程，为 G20 峰会预热。

尤达耶娃指出，俄罗斯峰会总体上将保持

工作的延续性，集中力量讨论那些二十国集团

成立之初提出要解决的问题，包括改革国际货

币金融体系、巩固国际金融制度、继续改革金

融市场监管领域等。罗伯特·霍尔迈茨表示，

我们要找办法保持经济恢复的势头，尤其是避

免贸易保护主义，贸易体制需要得到进一步加

强来促进全球经济的增长和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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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议全球债务危机前景
——“债务风险 ：下一个爆发点”分论坛综述

纵观全球，自雷曼兄弟破产引发金融危

机以来，债务危机愈演愈烈，风险不减。从冰

岛危机、迪拜危机、美国国债危机到欧债危机，

范围不断扩大。全球经济受此影响会如何演

变？风潮激荡下，中国地方债务危机将如何发

时间：4 月 6 日   15：15 － 16：30

主持人

Peter Costello ｜澳大利亚前副总理

讨论嘉宾

Tom Byrne ｜穆迪主权风险亚太主管          

胡舒立｜财新传媒总发行人兼总编辑 

胡祖六｜春华资本董事长 

Gary Parr ｜ Lazard 全球副董事长

项怀诚｜中国财政部原部长 

张其佐｜全球化合作论坛副秘书长、G20 与新兴国家经       

            济发展战略研究中心主任 
 

Summary

会议综述

展？ 4 月 6 日博鳌亚洲论坛举办的“债务风险：

下一个爆发点”分论坛上，以上议题引发热议，

与会嘉宾一致认为欧债危机尚未得到根本解

决，与此同时，中国债务现状惹人担忧，但

总体可控。

主权债务危机，给正在走出危机的世界

经济增添了更多变数，人们对世界经济会不

会出现二次探底的担心，又上升到了一个新的

阶段。从全球范围看，各国主权债务潜在的

风险依然存在，困扰着所在国政府。任何主

权债务引发的风险，都会引起市场恐慌情绪

的蔓延，成为制约全球经济复苏的重要力量。 

欧债危机并未结束

欧债危机历时已久，近来债务危机似乎

已初步好转，但危机仍未结束。欧洲经济仍

然 面 临 流 动 性 泛 滥 与 财 政 危 机 的 双 重 考 验，

Lazard 全球副董事长 Gary Parr 在论坛上表

示，欧洲市场上充斥着过度的流动性，然而银

行体系仍然资金不足，一些银行处境困难，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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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能够进一步得到注资。与此同时，宏观经济

层面，欧洲银行体系需要设立统一的监管者，

为市场树立信心，欧洲央行并没有承担起这一

角色。针对以上两个问题，欧洲正在努力解决，

然而速度太慢，这使得危机仍然在向外蔓延。

“欧元区仍处在衰退期”，全球化合作论

坛副秘书长、G20 与新兴国家经济发展战略

研究中心主任张其佐在论坛上表示，欧元区

2013 年走出衰退的可能性比较小。欧债危机

形势有所缓和，但仍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其

原因在于引发危机的根本问题没有得到解决，

某种程度上，欧债危机已成为一种慢性病，解

决欧债危机将是一个长期的、复杂的过程。

今年 2 月，国际评级机构穆迪将英国主

权评级从 AAA 调降至 AA1，理由为英国经济

增长乏力，而财政紧缩进一步削弱了增长前

景，更为重要的是，英国政府此前承诺的财

政目标兑现期限被延后。穆迪主权风险亚太

主管 Tom Byrne 在论坛上表示，之所以对英

国降级，在于英国增长基础薄弱，穆迪最为

关注的是一国能否重塑增长模型。欧洲最根

本的问题在于欧洲的福利体系，欧洲福利体

系是在经济快速增长的情况下建立的，经济

快速发展使得收入更易进行再分配，然而现

在欧洲经济出现了滞涨，整个福利体系为债

台高筑的国家增添了巨大负担。在这其中德

国是个例外，之所以是个例外，在于德国具

有较高水平的生产效率。

春 华 资 本 董 事 长 胡 祖 六 在 论 坛 中 表 示，

欧债危机发生以来，欧洲银行业购买政府债

券，承担了较重的负担，这在短期内是必要的，

可以重振信心，但展望未来，财政危机是欧债

危机的根源，不解决这一问题，当经济增长

乏力时，社会、福利等问题也会相继爆发出来，

从而使问题更加复杂，因此欧元区目前最重

要的工作是消除结构性障碍，重振增长，恢

复信心。为此欧洲央行已经做出了很多努力，

各国也做出了很多改革，现在外界对德国的批

评声音比较大，但相反德国在提高经济效率，

重振增长方面为其他经济体树立了榜样。

中国债务总体可控

欧 债 危 机 之 外， 中 国 的 总 体 债 务 水 平、

特别是地方债风险同样令人担忧。数据显示，

截至 2011 年底，中国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债

务 总 计 约 30 万 亿 元 人 民 币， 占 GDP 比 重 约

37.8%， 中国财政部原部长项怀诚在论坛中指

出，2012 年中国政府负债在上述水平上有所

增加，占 GDP 比重约上升至 40% 左右。

中国政府负债中，中央政府债务相对透

明，引起广泛关注与担忧的是地方政府债务。

数据显示，目前地方政府债务约为 11 万亿元

人民币，然而项怀诚坦承，由于统计困难，实

际情况可能会与统计数字存在出入。

据巴克莱集团报告显示，中国政府的债

务占 GDP 比重低限为 62%，高限为 97%。然

而据项怀诚估计，如果估计得高一点，地方

政府债务应当也不高过 20 万亿元人民币，对

中国而言，这并不是一个非常高的负债率。其

原因在于，第一，中国政府债务大部分为内债，

约占总比例的 95%-98%。其次，整体而言，

债务中并没有特别差的部分，地方政府债务

也非常注意可持续性。目前应当引起关注的

是涉及政策性银行的银行间债务，这些债务

数额并不是很小，却常常受到忽视。

关于地方政府债务，财新传媒总发行人

兼总编辑胡舒立则提醒，中国地方债的形式

是传统的粗放型投资方式，基本靠投资带动。

这种模式本身将影响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型。

地方债务融资平台不断扩张，相当于在国有

企业之外，又有一大部分国有机构占用的金

融资源，这些金融资源运行效率相对比较低，

对金融市场造成了溢出效应，因此中央政府

应该有明确的执政目标，在总量上进行控制。

政府应致力于控制债务总量，胡舒立表

示，地方政府债务不断增长，很重要的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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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于地方政府借新债、还旧债，应当像考核

GDP 一样，通过第三方机构，考核地方政府

的债务规模。

第二，应当以行政性约束的手段限制地

方政府为其下属政府或当地企业偿债，中国债

券市场到目前为止没有发生过一起违约，原因

即在于政府在为当地企业或下属政府“买单”，

在中国不仅是“大而不能倒”，而是“小也不

能倒”，在没有形成系统金融风险的前提下应

当有明确的行政约束。

第三，应当注重加强综合监管，中国现

在名义上是分业经营，但实际已出现明显的

混业趋势，且不讲像平安这样的混业机构，即

使分业机构也在进行跨业经营，而中国的监

管却遵循着传统的分工模式，应该加强协调，

以央行牵头，使央行发挥协调作用。

胡祖六则表示，中国地方政府债务问题

已经引起了各方的注意，然而同时也应当关

注地方政府的困境。1994 年中国财税体制改

革是以强化中央政府财政收入和控制权为目

标的，改革非常成功，但是时过境迁，如今中

国经济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中国政府与

地方政府财政关系改革却一直没有推行，增

值税、所得税、营业税等各税种大部分税收

收入归中央所有，教育、卫生、环保等各项

支出却由省级或省级以下政府承担。

胡祖六进而指出，这一情况造成了地方

政府收入权和支出权之间的不匹配，地方政

府在不能够发债的情况下，只能通过地方融

资平台以各种名目借债，导致债务规模失控

且不透明，滋生腐败，成为中国经济的隐忧。

要控制地方政府债务，首先要从中央、地方

政府财政关系来改革入手，中国应当向澳大

利亚、加拿大这种联邦制过渡，而不是现在

的大一统体制。

危机下一波

一国负债承受能力的高低跟每个国家的

自身情况密切相关，应当确定债务水平不要

超过安全区域范围。当前为解决眼前的经济

危机，各经济体连续释放大量流动性，可能

将会埋下下一次危机的种子。下一场债务危

机爆发点将在哪里？哪些国家值得担忧？张

其佐表示，短期来看欧洲的风险较大。西班

牙因房地产泡沫崩溃导致银行体系出现问题，

同时意大利主权债务数额过大，这两个国家

将是债务危机下一个爆发点。

就中长期或者长期来讲，张其佐表示，债

务危机的爆发点很可能在美国，美国的高负债

过去没有发生严重的债务危机，是因为美国经

济有较好的基本面，为主权债务提供了信用的

支撑，此外，凭借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可以

无限的量化宽松，将债务货币化，用美元贬值

的方式变相违约，从而转嫁了债务风险。如果

美国作为国际储币的地位发生动摇、移转的话，

那么无论对美国还是对全球而言，都意味着极

大的风险，可能随时出现债务危机。

胡舒立表示，未来欧债危机还将持续发

酵，可能在一些小型经济体出现第二波危机，

中长期来看，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市场的债

务风险值得担忧。

胡祖六则直接指出，下一场债务危机的

爆发点可能在中国。他说，目前中国政府财

政支出占 GDP 的比重约为 25.7%，跟中等收

入国家大致相当，并不算高。但如果将各种

预算外支出，包括各种基金，都加起来的话，

其实政府财政支出占 GDP 的规模可能在 35%-

37% 之间，目前这也不会引起很大问题，但

是 中 国 经 济 现 在 到 了 一 个 很 关 键 的 转 折 点，

第一，社会福利支出未来将会快速上升，现

在我们欠了很多账，包括养老、医疗保险和

未来的环境保护等等，如果目前政府公共支

出已经达到 37%，即美国、北欧的支出水平，

那么将是不可持续的。当前欧洲、日本等发

达经济体已经遭遇了严重的债务困境，中国

不能掉以轻心，盲目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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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兴经济体如何跨越“成长陷阱”？
——“失速的新兴经济体 ：跨越‘成长陷阱’”分论坛综述

受全球金融和经济危机影响，新兴经济

体从 2008 年开始出现增长减速态势。3 月 26

日，博鳌亚洲论坛研究院发布了《新兴经济

体发展 2013 年度报告》，报告称未来几年新

兴经济体经济中速增长将成为常态。

近两年新兴经济体经济增速放缓放慢与

时间：4 月 6 日   16：45 － 18：00 

主持人

宋立新｜英才杂志社社长

讨论嘉宾

Alan Buckle ｜毕马威国际副主席 

卡特林｜俄罗斯工商会主席 

冯慧兰｜印度尼西亚创意经济与旅游部部长 

A.Didar Singh ｜印度工商联合会秘书长 

张晓强｜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副主任

张宇燕｜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
 

Summary

会议综述

贸易增长速度密切相关。全球经济增速放慢

导致的全球贸易增长速度大幅度下滑，贸易

保护主义对贸易增长的进一步约束，以及大

幅下降的发展中国家或者新兴经济体内部的

贸易增速。与此同时，能源、气候变化、技术、

劳动力和资本的流动性等其他外部因素也制

约着新兴经济体的进一步快速发展。造成新

兴经济体增速下降有很多内部深层次制约的

因素。

2012 年，在新兴经济体中，中国、印度

和俄罗斯的先行指数持续走低，表明增长势头

明显减弱。针对这一趋势，4 月 6 日，博鳌亚

洲论坛 2013 年年会“失速的新兴经济体：跨

越‘成长陷阱’”分论坛上，来自新兴经济体

的官员、学者对新兴经济体能否成功跨越“成

长陷阱”等话题进行了广泛讨论。

多因素致新兴经济体增长失速

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张宇

燕在 “失速的新兴经济体：跨越‘成长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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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论坛上认为，去年整个新兴经济体发展中

国家降到 5% 多，其外部原因在于全球经济增

速放慢，而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发展中国家

或者新兴经济体内部贸易增速大幅下降等也

是重要原因。

他解释，2012 年全球贸易增长速度只有

2.5%， 这 个 2.5% 是 什 么 概 念 呢？ 是 过 去 20

年平均的不到一半的增速，这个增速在过去

20 年是最低的增速。特别是发达国家经济状

况不好，对发展中国家出口影响比较大，这

是外部因素很大的一个点。

第二，整体经济增速放慢的同时，贸易

保护主义开始抬头。

根据 OECD 和联合国贸发会议的统计，去

年上半年全球贸易保护主义各种案件增速很

快，仅就 G20 来看，就有 120 多起各种各样

的贸易保护措施，其中针对中国的增速就更

多，有三四十件是针对中国的。贸易保护也

是对贸易增长的一个约束。

第三，发展中国家或者新兴经济体内部

的贸易增速也开始大幅下降，2011 年的时候，

发展中国家内部的贸易，特别是根据我们计

算的，G20 里面的 20 个最大的经济体内部，

刨去发达国家，剩下的 11 个经济体，发展中

经济体，我们称之为“E11”，他们之间的相互

贸易 2011 年增长不到 17%，去年下降到 7%。

从上面几个因素我们可以看出，新兴经济体

增长失速外部原因主要是这三点。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张晓强从

国内因素分析了失速内因。他说，去年中国一

个国家消费了世界一半的钢材、水泥和煤炭，

造成二氧化碳和二氧化硫的排放都是世界最

大的，但是中国的 GDP 去年只占世界的不到

12%，人口只占世界的 19%。去年虽然已经连

续三年农村居民实际收入增速快于城市，但

是城乡收入差距仍然 3.1 : 1，因此这些深层内

部因素的发展是影响中国实现可持续发展的

重大因素。

对于新兴经济体面临的处境，国际货币

基金组织曾发表报告指出，新兴经济体同时面

对国内和外部环境的双重挑战。在国内层面，

这些国家的决策者需要面对经济增长放慢和

过去几年中快速增长的贷款所遗留的问题。

与会专家也同时指出，很多国家经济增

长到一定程度就停止了，掉进中等收入陷阱。

这些国家多数都是中等收入国家，对中国和

印度如此巨大的国家，中等收入陷阱这个井

口比较小，掉进去有一定困难，关键是不要

被绊倒，要充分利用巨大的规模，鼓励创新，

鼓励要素自由流动，这是中国长期增长最重

要的因素。

新兴国家会继续成为全球增长引擎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张晓强表

示，全球经济增速放慢导致贸易萎缩，这是

造成新兴经济体增长速度放缓的外部原因。但

我们也要看到内部制约因素的存在。目前中

国面临产业结构不合理、发展过度依赖资源

消耗、城乡发展差距大和科技创新能力不强

等内部问题。因此，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深

化科技创新、推动高质量的城镇化是中国经

济继续强劲增长的动力和潜力所在。

另 外， 中 国 是 人 口 最 多 的 发 展 中 国 家，

从出口、投资型发展转向消费需求增长型发

展将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

“中国作为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今后

发展方式从主要依靠出口和投资更多地转向

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这是中国今后实现

可持续发展的巨大潜力。”张晓强表示，比如

说轿车销售，中国已经连续四年为世界第一

大市场，连续四年超过美国。去年虽然中国

成品油总的消费只增长 4%，但是汽油消费增

长 10%，因为去年一年卖了 2000 万辆汽车。

今后每年在这个基础上销售还要有所增长。

从扩大内需这个角度，张晓强认为还有

很多亮点，比如旅游、医疗、保健、教育、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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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新型城镇化既是中国实现现代化必须完

成的历史任务，又是扩大内需最大的潜力所

在。在讲求质量的城镇化推进中，有大量的投

资和发展机会，不仅仅只是一个圈地、摊大饼，

而是要在城市中完善基础设施，有良好的生

态宜居环境，商业医疗教育等更均等的公共

服务，还要有适应经济结构升级更好的就业

机会，包括服务业等。最近有专家预测说到

2020 年，中国城市地铁轻轨这一项还要再增

加 4200 公里。

印度尼西亚被称为新兴经济体的“新星”。

印尼创意经济与旅游部部长冯慧兰对新兴经

济体增长速度放缓问题持谨慎乐观态度。

她认为，看新兴经济体的发展不应只限

于金砖国家，像印尼、非洲等都有很快的增长。

未来整个新兴经济体范畴仍将继续成为推动

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

印度工商联合会秘书长辛格尔博士则认

为，经济稳定是比经济增长速度更加重要的

方面。他表示，印度的经济增长速度虽然有

所放缓，但是印度的企业快速成长，经济发

展保持稳定，这都使印度对未来发展充满信

心。

面对外部环境不利的局面，各新兴经济

体都在积极挖掘自己的潜力以刺激经济增长。

同时，新兴经济体之间跨区域和区域内往来

更加密切，也成为一大亮点，新的“南南合作”

正在催生全球经济进一步变革。

巴西是去年金砖国家中经济增速最慢的

国家。毕马威国际副主席 Alan Buckle 认为，

目前巴西必须加强基础设施投资、调整教育

机制，这是许多新兴经济体同样存在的问题。

面对相似的情况，加强合作对新兴经济体提

升经济发展水平具有重要意义。

俄罗斯拥有低国债水平、低失业率、低

赤字等良好的宏观经济指标。但俄罗斯工商

会主席卡特林坦言，俄罗斯经济目前过多依

赖油气出口。因此，扶持非原料产业、促进

高科技企业投资等以推进经济多样化、加大

基础设施投资的项目成为俄罗斯经济长远发

展的重点。

尽管新兴经济体之间的贸易往来日益密

切，但贸易壁垒依然存在。中国社科院世界

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张宇燕认为，新兴经济

体之间加强合作和沟通是解决贸易壁垒，实

现新兴经济体共赢的关键。

印尼创意经济与旅游部部长冯慧兰表示，

新南南合作使每个新兴经济体在抵御经济危

机中获益。当前我们都在经历转型，从出口

主 导 转 向 内 需 主 导、 从 加 工 型 转 向 创 新 型，

合作对新兴经济体持续、稳定增长意义重大。

在发达国家市场低迷的情况下，新兴经济体

之间跨区域和区域内往来，为新兴经济体挖

掘出新的市场潜力和经济增长点。

与会嘉宾认为，新兴经济体在应对“成

长陷阱”方面拥有一些共性的优势，如规模

性的市场、人口红利、较好的宏观经济局面等；

同时基础设施的落后是制约他们发展的重要

挑战。在未来，新兴经济体需要加强基础设

施的建设，对高素质人才的培养，鼓励生产

要素的自由流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化，以及

坚持开放。

Summary

会议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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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体制能保证高增长吗？
——“政府与市场—新环境新思考”分论坛综述

2013 年 3 月中国“两会”之后，新一届

政府有很多放权让利、改变政府职能的举措。

这 事 关 中 国 未 来 经 济 增 长 的 效 率 和 持 续 性。

时间：4 月 6 日 16：45 - 18：00

主持人

Stephen Engle ｜彭博社记者

讨论嘉宾      

Jean-Louis Beffa ｜圣戈班前董事长、拉扎德董事

Naina Lai Kidwai ｜印度工商联合会会长、汇丰印度  

              董事长

梁锦松｜黑石集团高级董事总经理、大中华区主席

Edmund Phelps ｜哥伦比亚大学教授、2006 年诺贝尔     

            经济学奖获得者

Thomas Piquemal ｜法国电力首席财务官

项兵｜长江商学院院长

张维迎｜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
 

Summary

会议综述

众所周知，在中国，私营企业部门已经占到

全部经济的半壁江山，其就业贡献率和税收

贡 献 率 也 远 远 高 于 国 有 部 门。 但 即 便 如 此，

私营部门也很难真正进入金融服务业、交通

业等垄断性领域。多数靠垄断取得高昂利润

的国有部门，仍然占据着重要的资源和能源

行业。

4 月 6 日下午，博鳌亚洲论坛的分论坛“政

府与市场—新环境新思考”，就关注于经济危

机下的政府决策，以及国有企业和私人企业

的效率，以投资的方式拉动经济增长的可持

续性。许多经济学家和企业家，包括诺贝尔

经济学奖获得者 Edmund Phelps、长江商学

院院长项兵、黑石集团高级董事总经理梁锦

松在内的讨论嘉宾，都不完全否认，甚至肯

定一些国有部门的绩效。他们认为，关键是

怎么进行监管。北大经济学教授、经济学家

张维迎舌战群儒，坚持认为只有尽可能地减

少国有部门的数量和控制，让私人企业更多

进入所有领域，更多自由，才是发展中国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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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持续增长的未来之道。

国有企业 VS 私营企业

嘉 宾 们 因 为 对 国 有 企 业 存 废 的 必 要 性、

作用产生了极大的争议。哥伦比亚大学教授

Edmund Phelps 首先说，他以前以为国企是

问题的一部分，不是解决方案的一部分，但

现在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有所修正。    

长江商学院教授项兵是国企存在必要性

的坚持者之一。在他看来，中国经济做的还不

错，即便国家主义如此昌盛，中国还是成功了。

他 认 为， 有 两 个 元 素 帮 助 了 中 国 成 功，

一个是 80% 的股票是由国家所控制的；另一

个是从私有部门角度来说，已经有 80% 的机

会是私有部门所提供的。他深信私有部门在

未来会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即使私有部门

面临不公正的待遇、面临国家资本主义的挤

压，但它们还是会成功，这也是中国成功的

原因。

但是即使如此，他认为国企也应该扮演

重要的角色。

在 中 国， 没 有 IBM、 没 有 西 门 子、 没 有

GE 这样的大公司——这些企业在经济中扮演

着重要的角色，产生了大量的机会。如果中

国都是家族企业的话，收入上的不平等将会

变得很严重。私营企业的收入分配表中，创

业者会占有利润中的很大一部分，只有很少

一部分可以分给员工，这个问题如果不解决

的话，回馈社会就面临很大的问题。在中国，

国企就和西门子、GE 这样的大企业差不多，

能够提供很多机会。而且，国企的领导人不

会把企业资产传承给自己的儿子或女儿，有

利于社会不向更大的收入不均发展。

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张维迎却认为，国

有企业的作用相当负面。在过去十年，中国

没有进行真正的经济改革，就是因为国有部

门很强大，政府的干预越来越多。而中国如

果不逆转国有部门、国企主导经济的话，中

国将无法继续增长，也无法实现 7% 的年增长

率。

他认为，所谓的中国模式完全是一个错

误的说法。因为很多人觉得中国的成功是因

为中国政府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是因为国有部

门特别庞大。他认为这种认知必须加以逆转。

中国成功其实是因为政府发挥的作用越来越

小，国有部门越来越小。今后十年，必须继

续自由化、放松管制、缩小国有部门。他觉得，

如果中国不把国有部门的比例减到 10% 以下，

中国就不能被称为市场经济。

张维迎强调，如果国有部门非常庞大或

者国有部门主导某些行业，那我们永远不会

有公平的竞争场所。我们必须认识到，经济

发展取决于企业家精神，特别是私营企业家

精神，而不是政府的政策。

中国经验表明，几乎所有政府的工业政

策都是失败的，而不是成功的。他也希望，新

一届的政府和领导人将会继续进行市场化改

革，并且重新启动被打乱的或打断的国有企

业的私有化进程。

张维迎教授还反对项兵关于国企促进公

平的观点。他认为出现腐败和收入分配问题

的原因是政府太强大了。而国有部门其实已

经成了不平等的源泉。

关于创新，我们其实只需要两点，第一

是自由，第二是知识产权。为什么中国人不

那么具有创新精神呢？因为他们特别关心短

期收益，而没有长远的观点，其根源就在于

他们对未来感到不确定。为什么感到不确定

呢？ 因 为 政 府 干 预 的 太 多， 政 策 总 是 变 化，

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情况，只能关心今天

的情况。

圣 戈 班 前 董 事 长、 拉 扎 德 董 事 Jean-

Louis Beffa 觉得张维迎教授大大低估了国有

企业所取得的成绩和所做的贡献。在过去的

32 年里他常来中国。他的感触是，中国的国

有企业做了很大的事，有很大的成就。他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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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自己特别了解中国的竞争对手，也知道它

们是怎么增长的。很多国有企业包括中国的

电力公司、包括中国建设核电站的公司都是

世界上最有效率的公司之一。但他个人比较

支持对国企部分的私有化。这样可以使得国

有企业更负责任、更透明，使它们的未来发

展方向更清晰。但另一方面，如果要想和一

些国际上的大企业进行竞争，如果你想成为

国际市场上的大角色、大块头，没有别的办法，

只有国有企业才行。

黑石集团高级董事总经理、大中华区主

席梁锦松，徘徊在二人之间。

他笑称，“迄今为止的讨论好像把国企和

私营部门对立起来了。”他说，他个人是支持

自由市场的，他来自于香港，而香港 20 年来

一直是世界上最自由的市场。同时他也看到香

港的金融市场，逐步改变了政府作用的定义，

在过去香港的经济和政府作用基本上都是自

由的、完全不干预的资本主义。但是，世界

不断地发生变化，政府必须能够积极地促进

市场，应该发挥积极的并且能够发挥促进性

的作用。

他觉得，即使是金融部门也应该存在国

有银行。因为香港就是由于没有一个特别强

大的本地银行，从而使得在一些政府需要进

行干预的关键时刻感到很困难。中国国企的

问题不在于它们是国企，而在于它们如何进

行 治 理。 国 有 银 行 的 国 家 持 股 可 以 从 70%

降到更低的百分比，政府当然还可以通过各

种政策进行影响，但最终还是要看国有银行

是如何进行治理。国企应该根据市场进行管

理。

法国电力首席财务官 Thomas Piquemal

附议梁锦松。他说从欧洲的经验教训上来看，

如果要增加市场竞争的话，不一定非得要削

弱国企的作用。比如现在法电力正在和英国

政 府 进 行 谈 判， 或 许 对 核 电 站 进 行 新 的 监

管。而且他也希望法国进行新一轮的市场改

革，希望欧盟层面都能够看到一种新形式的

监管，来促进可再生能源，否则这个市场已

经不能够反映开发新能源的真实成本。所以

他认为，现实和解决方案在于找到一个适当

的平衡。

如何加强监管？

印度工商联合会会长、汇丰印度董事长

Naina Lal Kidwai 再三强调好的监管模式和

公司治理的作用。她认为，印度的银行业之

所以非常成功，主要是因为它的监管，基本

上很少受到政府的影响，除此之外，竞争充

分。

15 年前，印度的银行业百分之百由国家

拥有，但是 15 年之后，除了监管者不再直接

监管外，竞争也出现了。竞争使得标准建立

起来。对于同样的政府下的银行，按照新的

标 准 和 管 理 进 行 的 时 候 可 以 变 得 更 加 高 效，

而政府运营的时候会出现一团糟。印度电信

是 12 年前建立的，而且建立了非常高效有效

的体系，手机用户数量和中国的增长速度是

一 样 的， 而 且 在 很 短 时 间 之 内 增 长 非 常 快。

最终，国企还是私企的企业性质并不是问题

所在。最重要的是看这个行业本身的竞争是

否充分。

张维迎教授再次不同意上述观点。他认

为，有三个非常可怕的错误的理论。

第一，所有权没关系，只要我们有竞争、

只要我们有很好的监管；

第二，所有权没关系，只要我们有很好

的治理；

第 三， 私 营 企 业 也 可 以 成 为 垄 断 企 业。

但这三点“是完全错误的”。

中国经验表明，只要政府或者只要国营

垄断，你根本不可能去竞争，因为这些国企

总是会得到比较好的政策和特权，也根本不可

能有合适的定价，有合适的规章制度。因为

这些规章制度都是政府所创立的。另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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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很难去进行很好的治理。他本人也是一家

国企的独立董事，他很清楚，政府总是有权

威来指定一个 CEO 或者总裁或者董事长，而

他们的薪酬也不是按照绩效给予的。CEO 和

董事长就像政府官员一样。没有政府支持的

话，中国没有任何一个私企可以垄断某一行

业，这和西方是截然不同的。

彭博社记者 Stephen Engle 作为主持人

总结评论说，最近几年的全球化，有三个国

家最近做得不错，韩国、中国、德国。这些

国家有什么共同之处？他认为，主因还是靠

治理管理。像德国国家的资本主义，实际上

是从更长远的角度进行规划而不是短期的投

资主义。

第二点是关于创新。创新中政府要做的

是两点，第一是支持有远见的有突破性的项

目，把它拿到桌面上来竞争；第二是对初创

性企业和很多创业家，需要给他们很多财务

上的激励。第三是政府和企业合作。在德国，

工会坐镇董事局，企业会做出让步让企业发

展更好。

经济增长靠什么？

Stephen Engle 提 出， 中 国 靠 投 资 拉 动

的经济增长模式，在今后十年是否能够保持？

中国可持续的增长是否要由消费来推动？

张维迎认为这是消费者的选择。经济学

家不应该争辩是否增加这个需求，应该由消

费者决定。但 Stephen Engle 说，政府控制

着企业、控制着银行。张维迎则答，“这就是

为什么金融市场自由化的原因，如果不使金

融市场自由化，而是使用政策鼓励人们消费

的话，我觉得就没希望了”。

项兵说，全球经济增长现在最大最强进

的国家，还是中国。第一，中国的城市化率

目前只有 50%，服务业只占 43%，这些都是

潜力所在。即便我们面临很多的挑战，包括

环境问题、污染问题、收入不平衡等等，但

我们没有任何理由不去乐观。

但是过去中国的企业没有太多创新，这

是有原因的。因为过去不需要进行创新就可

以成为亿万富翁，只要从全球的其他地方来拷

贝一个商务模式就会成为亿万富翁。未来这

一模式不可行了，就会发生重大的变化。其

实早在五年前就发生变化了。在中国，我们

看到创业者和企业家太多了，而这些创业者

拥有全球一级的技术。在纳斯达克上市的这

些企业，我们有最好的产品、最好的创新能力，

所以中国学习的速度很快。未来创新不仅仅

会从国外借鉴，还可以更多的从国内来提供，

就像美国一样，我们需要创新才能够成功、才

能够生存。

Edmund Phelps 觉得，中国和美国关于

政府作用的讨论，让他感觉“像是在看漫画

书”。美国现在有一个主流的观点或者是占了

上风的观点，就是政府可以发挥作用推高就

业，推高生产力的增长。他不是那种特别反

政府或者反对政府发挥作用的那种人，但他

也不反对世界上任何国家和任何经济体中的

国有企业。

不但他确实认为，如果觉得政府“可以

按按钮、拉拉控制杆就可以使经济提高效率、

就可以让经济充满活力，能够发挥创造性，能

够不断地创造出新东西来”，这样一种想法是

非常错误的。因为创新这件事不能够由政府

来做。如果想要普通人获得好工作，获得有

趣的工作，就必须有一些创业的企业，这些

基层的企业了解自己的行业，有一些新产品

的想法，这才是经济活力的真正来源。

他还说，刚读到美国 19 世纪最伟大的总

统林肯说的话，说到了创新，而且说到了洞察

力，特别令人吃惊。林肯说，他在美国看到

一个燃烧的对于新东西的强烈愿望，Edmund 

Phelps 认为这种情况也可以在中国发生。他

觉得中国人在很多方面有这样一种精神，非

常接近美国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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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汽车业新起点
——“汽车产业的开放与融合”圆桌论坛综述

在过去改革开放的 30 年中，中国汽车工

业完成了整个产业链的基本布局。在领先企

业主导下，汽车行业通过并购等多种合作方

式已经具备了初步研发能力，并且有很好的

车型开始上市。

制 造 环 节 零 部 件 布 局 在 国 内 已 经 完 善，

自主品牌所需要的零部件供应基本到位，虽

然大部分合资技术仍然控制在外方手上。在

销售渠道上，已经从无到有建立了非常完善

的汽车销售体系，中国已经有 3 万多家经销商。

同时汽车产业后场也有很好的发展，二

手车去年突破了 450 万辆，今年估计会到 600

万辆，同时汽车金融、汽车信贷、融资租赁

等领域也在迅速发展。

在谈到未来 30 年的发展目标时，后合资

时代、国际化进程、新能源汽车成为与会嘉

宾十分关切的内容。与会嘉宾认为，汽车产

业的基本特征还是产品为主，核心是技术。

后合资时代研发领先

1953 年第一汽车厂奠基标志着中国汽车

工业的起步，至今 60 年；1983 年，第一辆桑

时间：4 月 6 日   20：00 － 21：30

主持人

武卫强｜中国青年报汽车周刊主编

林雷｜新华信国际信息咨询公司联合总裁 

讨论嘉宾

董长征｜丰田中国执行副总经理

胡茂元｜上汽集团董事长

李峰｜北京现代常务副总经理

林雷｜新华信联合总裁

优其民｜沃尔沃集团卡车销售与合资业务亚太区执行副总裁

徐和谊｜北汽集团董事长

尹同跃｜奇瑞汽车董事长

姚一鸣｜广汽集团副总经理、广汽本田执行副总经理

叶永明｜上汽集团副总裁、上海通用总经理

张宝林｜长安汽车总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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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纳生产标志着合资时代的到来，至今 30 年。

回顾过去 30 年来汽车业的开放与融合，与会

嘉宾一致认为，合资合作的方式令中国汽车

业获得了迅速发展。同时他们认为，合资合

作最大的收益是积累技术研发经验，而这才

是开启后合资时代的关键密钥。

上汽董事长胡茂元表示，上汽集团除了

合资合作以外，同时进行了自主研发并举的

工作，所以上汽自主品牌亦有了长足的进展，

而且在新能源汽车方面有批量、系统地运行。

但他也强调，自主品牌总量上超过合资企业

的品牌，需要几代人的努力，需要卧薪尝胆。

与上汽一样，长安汽车亦获益于合资合

作。长安汽车总裁张宝林表示，长安汽车的

合资项目始于上世纪 90 年代初期，合资企业

很大程度上帮助了长安汽车的发展，比方在人

才的支持、技术引进方面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创造了世界上最大的

市场，包括在家用汽车领域、公共汽车、重

型车、卡车领域都是最大的，而且这个市场

具有制造业活力，蓬勃发展。因此，合资是

双方受益的事情。沃尔沃集团卡车销售与合

资业务亚太区执行副总裁优其民称，2007 年

沃 尔 沃 卡 车 与 山 东 临 工 建 立 合 作 伙 伴 关 系，

这帮助沃尔沃卡车在中国建设使用设备方面

占据了龙头地位。今年初，沃尔沃卡车又与

东风汽车建立了合资合作关系，优其民表示，

希望进一步扩大与东风之间的合作。

但是，从中国自主品牌汽车的发展来看，

合资只能是阶段性产物。广汽集团副总经理、

广汽本田执行副总经理姚一鸣称：“广汽本田

是合资自主的破题者，但合资了 15 年之后我

们经常问自己，下一步应该怎么走？”他将

其称之为“后合资时代”。

最 近 几 年 广 汽 本 田 提 出 了“ 合 资 自 主 ”

的概念，并推出第一款自主品牌——理念。姚

一鸣在此次论坛上表示，在合资自主概念提出

来之前，广汽本田对创新研发的投入几乎为

零，而其对理念品牌的创新研发投入则为该

品牌汽车销售收入的 20%，实现了零的突破。

同时，广汽本田还在打造一个投资约 30 亿元

的研发公司，计划年底向社会开放。

姚一鸣说：“自创造‘理念’这个合资自

主品牌之后，我感受到在后合资时代必须大力

推进研发，不但要把国际上的车型拿来生产，

我们生产的每一款车型都要符合中国消费者

的审美价值。”

北京现代常务副总经理李峰表示，汽车

行业的发展一般要经历价格驱动和品质驱动

两个阶段，而且每个阶段不是用三五年就能

跨越的，可能需要十年二十年，现代汽车目

前还没有进入品质驱动阶段。他认为，这对

中国自主品牌如何照此框架一步一个脚印地

往前走有很多的启发价值。

新华信国际信息咨询公司联合总裁林雷

认为，如果中国整个汽车产业链能够在未来

逐渐升级，从技术、制造、渠道延展至后场

甚至金融产品，那么汽车业作为一个支柱性

的产业将会转变成一个主导性的产业。

国际化提速

过去 30 年中国汽车工业的成就有目共睹，

在不断开放和不断融合的过程中探索国际化

发展之路则成为下一个大的目标。

2012 年中国汽车业出口达到峰值，但仅

占总销量的 5.3% 左右，成长空间仍然巨大。

其出口市场主要集中在俄罗斯、中东、北非

和南美地区，这些地区近几年的汽车需求量

增长非常快，去年俄罗斯汽车销售增长量是

16%，南非则为 8% 以上。

新兴市场的高速增长，无疑吸引了诸多

汽车制造企业，如雷诺已经在阿尔巴尼亚设

厂，现代和三菱计划在俄罗斯设厂。这对中国

汽车出口都造成了比较大的市场挤压。另外，

中国汽车业还在不断遭遇各国贸易保护措施

的挤压，比如巴西出台新的税务规定：凡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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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国投资设厂且国产化率未达 65% 以上的汽

车，将提高关税 30%，2012 年中国对巴西的

汽车出口下滑 70% 多。

北汽集团董事长徐和谊认为，北汽在国

际化道路上起步很晚，但也因此可以向前辈

们、兄弟企业们学到很多好的经验。北汽自

称今年是乘用车国际化的起步之年，并拟定

了北汽国际化的战略，成立了集团下属的北

汽国际二级公司，正式拉开了国际化的步伐。

目前北汽的国际化策略是：坚持稳步走，

走好一步打开一个市场，建立一个品牌，逐渐

把国际化局面拉开。徐和谊说：“我们不想说

哪儿有市场我就出口在哪儿，我们坚持树立

中国自主品牌一个好的形象，一个好的品牌，

一步一步走稳、走实。”

与北汽不同的是，奇瑞在国际化道路上

已获得了初步的成绩，2012 年奇瑞汽车出口

总量为 18.6 万辆。奇瑞汽车董事长尹同跃表

示，奇瑞的国际化策略是“走出去、走进去、

走上去”，强调本地化的市场研究、本地化的

生产、本地化的设计、用本地化的人才。

长安汽车总裁张宝林在总结了自身经验

之后认为，国际化道路上应重视管理国际化、

研发国际化、产品国际化，并且需要与合作

伙 伴 进 行 充 分 的 协 调 与 互 相 支 持。 他 认 为，

长 安 汽 车“ 五 国 九 地 模 式 ”， 可 把 全 球 各 地

汽 车 产 业 方 面 的 专 家 及 其 他 资 源 整 合 起 来。

“把这些人都请到中国来我们感觉也不现实，

或者派大量的人去学习可能也需要很长的过

程，我们就到人才聚集地去办研发机构，比

如说我们在意大利都灵办了我们造型的研究

中心、在日本横滨办了内饰中心、在诺丁汉

有研究动力和新能源的、在底特律有研究底

盘的。”

北京现代常务副总经理李峰认为，30 年

前全球汽车强国是欧美日苏，现在是欧美日

韩，根据历史发展来看，虽然中国现在还不

是汽车业强国，但是一定会后来居上。

中 国 汽 车 业 的 国 际 化 前 景 是 可 预 期 的，

但 新 华 信 联 合 总 裁 林 雷 提 醒 中 国 汽 车 企 业：

“我们自己的企业很多情况下是单打独斗，甚

至有些价格上的竞争。过去中国客车和摩托

车在这方面有过比较惨痛的教训，所以呼吁

车企能够很好地合作和协调，抱团取暖。”

新能源前景看法不一

无论是在谈论合资合作还是国际化发展

时，与会嘉宾都不断强调回归“品质”及自

主研发的重要性，此为自主品牌发展的根基。

但是在谈到新能源汽车时（新能源车，即为目

前政府规定的电动车和插电式混合动力车），

与会嘉宾并未达成一致意见。

叶 永 明 认 为， 中 国 汽 车 销 量 的 峰 值 是

3000 万 -3500 万辆，新能源汽车所占比例为

10%；李峰预计，前一数字为 3500 万 -4000

万 辆， 后 一 数 字 则 仅 为 2%； 董 长 征 的 两 个

数 字 为 3000 万 辆 和 1%； 张 宝 林 的 为 3000

万 -3500 万 辆 和 20%； 徐 和 谊 的 为 3500

万 -4000 万辆和 10%-15%。

胡 茂 元 则 选 择 了 3000 万 -3500 万 辆 和

10%-15%。 他 的 进 一 步 解 释 是：“ 主 要 考 虑

到 购 买 力 情 况 来 看， 现 在 是 3.3 的 水 平， 到

2020 年我们估计在 2.2，我这个峰值是将近

2025 年的情况，所以在十几年的情况下应该

是中国汽车工业发展的极好的时机，但是增幅

还是在下降。”另一方面，他认为，根据以往

的经验，GDP 的增长跟汽车工业的增长是正

相关，过去是 1 : 2，现在是不到 1 : 1，相信将

来还会有一定的正相关。整个市场保有量现

在每年增长 1000 万辆左右，到 2025 年将近 2.5

亿辆，据此，按那时 15 亿人口计算，正好是

达到千人 160 辆左右，这跟世界的平均千人拥

有车辆差不多。

关于新能源，胡茂元认为，这是一个世

界难题，各个国家都一推再推，有难度，“但

是按照第三阶段的油耗标准到 2015 年每百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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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油耗 6.9 升，2020 年低于 5 升这样的要求下，

如果到 2025 年没有新能源的汽车，要达到这

个排放标准就困难，所以我提的是 10%-15%，

我也知道这个压力还是很大的。”

尹同跃预测的两个数字为 3000 万 -3500

万辆和 5% － 10%。他强调，自己所说的新能

源为纯电动，“如果是混合动力的话可能更多，

将来可能是百分之百了，因为未来还有 30 年。”

姚一鸣的预测分别为 3500 万 -4000 万辆

和 50%。他认为，峰值达到 4000 万辆的时候，

如果没有 50% 的新能源汽车，便无法达到国

家第二阶段的油耗标准。

听 完 姚 一 鸣 的 观 点 之 后， 董 长 征 提 出，

国家的定义是外插混合式充电汽车和电动车

作为新能源汽车，混合动力汽车是不作为新能

源车的。如果混合动力作为新能源来算，达

不到 20% 就不可能完成第三代、第四代油耗

标准，但是仅仅算外插混合式和电动车就达

到的话得需要国家很大的财力支持。他就此

算了笔账，现在地方加上中央政府对一辆新

能源车平均补助 10 万元钱，“要达到 3000 万

辆的 10% 我们需要有多少钱，所以基于这一

点我是比较保守的。”

林雷的预测为 2500 万 -3000 万辆和 5%。

他认为：“光靠在座各位企业领袖的研发投入

不能解决新能源车的应用问题，还需要消费

者的接受和整个使用环境的搭建工作，而这

方面的问题需要政府解决。我甚至认为在新

能源车的发展过程中，政府应该是主导，企

业是积极配合的角色。”

虽然对新能源汽车的前景看法不一，但

与会嘉宾都显示出了强烈的信心。站在中国

汽车工业 60 周年、合资 30 周年的新起点上，

中国汽车是全球汽车产业中最具活力、最能

代表未来发展方向的一个板块，也必将成为

下一个时代的引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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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求解
——“结构改革 ：重振欧洲的核心竞争力”圆桌讨论综述

时间：4 月 7 日   14：00 － 16：00

主持人

拉法兰｜法国前总理

演讲嘉宾

绍利.尼尼斯托｜芬兰共和国总统  

讨论嘉宾      

Laurent Burelle ｜ Plastic Omnium 董事长、首席执行官 

Bernard Charle ｜达索系统全球总裁兼首席执行官 

Enrique Baron Crespo ｜ 欧洲社会信息基金会主席             

Marie-Claire ｜ Daveu  PPR 首席可持续发展官、国际机构事务主管  

Eelco Hoekstra ｜荷兰皇家孚宝公司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  

殷雄｜桑坦德银行集团执行董事、副行长  

雷夫 . 约翰森｜爱立信董事长  

埃曼努尔 . 利米多｜ Centuria Capital 集团董事长  

Geoff Riddell ｜苏黎世保险集团执行委员会委员  

Hans-Peter Sollinger ｜福伊特造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  

Jean-Pascal Tricoire ｜施耐德电气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  
 

Summary

会议综述

欧债危机历时已久，进入 2013 年，随着

欧盟就建立统一银行业监管机构达成协议及 

“财政公约”生效，危机似乎已得到短暂缓解。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欧元区当前面临的各种

机制难题能在一朝一夕之间妥善解决，欧元

区各国在财政、监管及经济竞争力等方面的

改革中所面临的各种挑战依然十分艰巨。

欧元区的危机不仅是一场金融动荡，也

是一次政治危机。4 月 7 日举行的“结构改革：

重振欧洲的核心竞争力”讨论中，与会嘉宾

表示，欧洲当前所面临的政治危机事实上比

经济危机更为严重，各国需要表现出更为强

烈的政治意愿，在欧盟内部搭建起更为有效

的货币同盟与经济同盟。

改革福利制度

过去十年中，欧元区的增长率只有 0.69%，

相比日本上世纪 90 年代 0.54% 的经济增长相

差无几，在与会嘉宾看来，欧洲若不能尽快在

金融体系、福利制度等领域取得改革，也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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陷入日本曾经经历的“失去的十年”，而要解

决这些问题，各国政府的政治意愿非常重要。

芬兰共和国总统绍利·尼尼斯托在讨论开

篇的主题演讲中表示，提升欧洲竞争力不仅

是经济上的任务，也是政治上的任务。应当

通过解决政治问题的模式解决欧盟所面临的

经济问题，但这些问题必须在欧洲各国国内

与欧洲各国之间通过民主的讨论来加以解决，

否则，欧洲社会的凝聚力和稳定性将会受到

威胁。

同时他指出，欧洲人应该正视世界发展

形势，以新的方法评估其他国家。欧洲已经

习惯这样的想法，即欧洲社会、经济体现了成

功的模式，欧洲人不断告诉其他国家如何建

立福利社会，但现在欧洲必须重新思考改革，

打破过去被神话的发展模式，虽然这一过程

实施起来会非常困难。

福利制度、金融体系等一系列的改革对

帮 助 欧 洲 度 过 危 机、 重 塑 竞 争 力 至 关 重 要，

关键在于欧洲如何找到适合自身的改革路径。

在 欧 洲 社 会 信 息 基 金 会 主 席 Enrique Baron 

Crespo 看来，社会福利保障制度是社会发展

所必需的，并不是奢侈品。瑞典养老金改革

和德国、芬兰福利制度改革的成功，推动了

社会的发展，体现了社会福利保障制度的重

要性。目前欧洲最具有竞争力的，正是像芬兰、

瑞典这样的国家，西班牙或希腊若想提升各

自的竞争力，就必须扩大自己的人力资本。

以瑞典为例，1992 年，瑞典实际退休年

龄为 58 岁，医疗保险债券占 GDP 的比例超过

了 100%，情况岌岌可危，上世纪 90 年代瑞

典经历了一场经济危机，货币贬值，爱立信董

事长雷夫 · 约翰森表示，这令很多人意识到，

我们必须改变现状。

瑞典在此后的养老金改革中，将退休年

龄延长至 67 岁，并且设立了养老金预付机制，

养老金与个人工资水平相挂钩，这意味着养

老金支付不再会给财政造成赤字，与此同时，

瑞典还进行了一系列重大改革，包括将大批国

有企业私有化，使各行业具有更大的竞争性，

同时工资改革也得以展开。

通过一系列的改革措施，瑞典经济在过

去十年中取得了快速发展，债务占比下降至

40%，即使在金融危机时期，仍然实现了财政

盈余。特别是瑞典在改善政府财务状况的过程

中，并没有依靠高税率。“瑞典并没有遗产税

与财产税，否则像瑞典这么小的国家，人们

会纷纷离开瑞典。”雷夫·约翰森表示，改革

过程中，瑞典各党派作出了巨大的努力，形

成了巨大的政治推动力，促成了瑞典福利体

制改革的成功。我们有理由相信瑞典的模式

可以在欧洲得到推广。

目前欧洲面临的问题是，公众舆论是否

已经做好准备来做应有的社会改革，荷兰皇

家 孚 宝 公 司 董 事 会 主 席 兼 首 席 执 行 官 Eelco 

Hoekstra 指出，目前很多政府只能通过强制

措施来推动社会改革，现有模式已经难以维

系，但公众能否接受新模式是个很值得探讨

的问题。

法国前总理拉法兰表示，现在的问题是

要看公众舆论是否愿意在政府适用的期限内

接受政府希望的改革，公众的反映和政府之

间有一个时间问题，这就是改革遇到的一个

重要问题，同样也会引起政治与法律方面的

更多问题。

创新提高欧洲竞争力

然 而， 仅 仅 变 革 社 会 制 度、 减 少 支 出，

并不足以推动欧洲经济走出泥沼，与会嘉宾普

遍认为，欧债危机的根本应对之策在于促进各

国工业发展、推动经济增长。欧盟拥有 5 亿

公民，约占全球人口的 7%，同时也是全球最

大的贸易体，在全球贸易中的份额达到 20%

以上，绍利·尼尼斯托表示，在面临严峻形势

的同时，必须承认欧洲仍然是强大的、创新的。

长期的弹性、韧性以及勇于变革是欧洲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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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关键要素。越来越多的欧洲国家成为中等

收入的国家，但是那些最有韧性、最有创新

力的国家将会成为世界顶尖大国，欧洲需要

继续保持和加强自身的创新性。

福 伊 特 造 纸 总 裁 兼 首 席 执 行 官 Hans-

Peter Sollinger 表示，欧洲现在所面临的困

难， 仅 仅 变 革 社 会 福 利 制 度 是 没 有 作 用 的，

必须依靠经济和工业的发展，值得庆幸的是，

欧 洲 许 多 国 家 工 业 都 是 比 较 有 生 产 效 率 的，

欧洲不仅如美国一样具有高效的服务业，制

造业也是相当发达的。

其次，欧洲优秀的教育制度为经济发展、

产业创新提供了良好的平台。以德国为例，教

育制度的重心不仅仅是大学生，还关注对于就

业人员、蓝领工人的教育，教育的多层次促

使了创造力的发展。Plastic Omnium 董事长、

首席执行官 Laurent Burelle 指出，欧洲非常

优秀的教育系统催生了一个高科技的经济体，

使得欧洲能够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都具有

吸引力。

数据显示，每年涌入欧盟的外商直接投

资超过 4000 亿美元，约占 OECD 外商直接投

资的 50% 以上，全球外商直接投资的 30%-

40%，欧盟仍然被认为是最具吸引力的市场

之 一， Centuria Capital 集 团 董 事 长 埃 曼 努

尔·利米多强调，现在的问题是，怎么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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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让欧盟在投资者当中形象变得更好？并不

是一些人认为的欧洲人必须工作更长的时间，

各国应当关注创新对经济的促进作用。里斯本

条约中要求，欧盟各成员 GDP 中 3% 应当用

于研发，但事实上这一目标并没有得以贯彻，

在欧洲只有两个国家例外，瑞典和芬兰实现

了上述目标，这并不是巧合，恰恰这两个国

家是欧洲现今发展最好的国家。

目前欧盟仍然被认为是具有吸引力的市

场，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创造力。埃曼努

尔·利米多认为应当改进欧盟与新兴市场之间

的合作，例如欧盟与中国的合作，从而实现

共同研发，促进经济增长，降低失业率。要

做到这一点，特别应当支持中小企业的发展。

达索系统全球总裁兼首席执行官 Bernard 

Charle 指出，欧洲具有很多创新能力很强的

中小企业，这些企业遍布交通、能源、电信、

医疗等各个行业，他们不仅为欧洲服务，同时

也为全球提供了优质的服务。未来需要让创新

实现更大的价值，首先，必须承认创新的意义，

改善创新企业的经营状况，其次，应当在全

球范围内保护知识产权，只有这样，创新才

能转化为产品，这要求欧洲必须与世界其他

地区开展更为深层次的合作，签署新的公约，

以此作为经济新的增长点。

　　

欧元区不会解体

欧债危机没有速效药方，在欧元区内部，

金融体系的改革也至关重要。由于南、北欧的

明显经济差异，欧元区正处于分崩离析的边

缘，这对欧洲银行体系造成严重的困境。然而

针对未来欧洲一体化的前景，与会嘉宾一致

表示，欧元区不会崩溃，也不会解体。雷夫 ·约

翰森表示，债务危机爆发以来，欧洲南部国家

进行了大量的经济改革，其改革力度甚至超过

了过去 20 年改革的总和，企业部门也已经做

好了准备，积极参与到新兴经济的增长之中。

在 Enrique Baron Crespo 看来，目前在

欧洲，没有一个严肃的政党会提出要离开欧

元区、离开欧盟，即使是在塞浦路斯出现严重

危机的情况下，人们也知道如果离开欧元区、

离开欧盟，情况会更加糟糕。因此，现在欧

洲没有任何政党会提出退出欧元区，重新使

用之前的货币，大家都能够理解一体化的重

要性以及欧洲的未来所在。

在欧元区成立以前，各国使用本国的货

币，埃曼努尔·利米多指出，在这种情况下，

是不可能实现工业与投资增长的。现今欧盟

各国摆脱危机的唯一出路即是寻求经济增长，

若要在经济增长的同时保持低通胀与币值稳

定，唯一的途径就是依靠经济同盟与财政同

盟，而欧盟若要巩固财政同盟，则必须解决

内部失衡的问题。

桑坦德银行集团执行董事、副行长殷雄

也指出，目前欧洲的国际收支平衡优于美国、

日本和英国，债务所占 GDP 及公共财政赤字

的数字也比美、日、英低，因此欧元区不会

解体，现阶段欧洲唯一的矛盾是内部失衡，也

就是欧洲北方和南方发展速度不同。从金融

角度而言，南欧希望实行较低的利率，而北

欧则希望提高利率。这更多的是政治层面的

问题，而不是经济层面的问题。

不同国家有着不同的利率，这使得欧洲

没有有效的货币传导，因此导致经济增长速

度相当缓慢，殷雄认为，解决危机的最好方法

是建立货币同盟。第一，在政治层面达成共识，

以欧洲央行监管欧洲的金融体制；第二，建

立共同解决机制，使各国银行业的解决方案

达到一定的类似性；第三，建立共同的存款

和保险政策。

重振欧洲核心竞争力，建立健全的金融

体制尤其重要，数据显示，欧洲经济中企业

75% 的融资来自金融机构，50% 来自资本市

场，欧盟必须尽快建立财政同盟，加大金融

政策在各成员国之间的有效传导，只有这样，

才能重振欧洲核心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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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机遇新问题
——“移动互联 ：热点的‘冷’思考”圆桌讨论综述

移动互联网是当今科学技术发展的重点

和热点。从政府、企业、组织，到每个个体的

时间：4 月 7 日   14：00 － 16：00

主持人

姬斌｜《瞭望》周刊社社长兼总编辑

王建宙｜中国移动战略决策咨询委员会主任、原董事长

讨论嘉宾

Ken Gullicksen ｜ Evernote 首席运营官

韩颖｜ VIVA 无线新媒体创始人兼 CEO

刘炽平｜腾讯总裁

刘庆峰｜科大讯飞董事长

齐明｜中兴通讯首席高级顾问

Arthur Sulzberger.Jr ｜纽约时报公司董事长 

Vijay Kumar THADANI ｜印度 NIIT 总裁

吴鹰｜中泽嘉盟投资基金董事长

许长虹｜亚马逊中国副总裁
 

Summary

会议综述

工作方式、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乃至娱乐方式，

都随移动互联网发生着巨大而奇妙的改变。到

2012 年末，全世界正在使用的手机总数已经

达到 68 亿部，相当于全球人口的总数。预计

到 2017 年，移动互动的总数会达到 97 亿部。

随着 4G 网络在全球的推广，未来将有更多的

用户通过手机或者其他移动终端访问互联网。

在移动互联网时代，亚洲的发展将会后

来居上。在 PC 互联网时代，亚洲基本是跟随

美国发展起来的，但目前在移动互联网市场，

通讯和社交将带来新的洗牌机会。特别是在

即时通讯应用软件市场，四个最流行的即时

通讯软件里，只有一家是美国的，而另外三

家都是亚洲国家。亚洲的人口是最多的，市

场机会最大，未来移动互联网市场的发展空

间也是最大的。

面对移动互联网的热浪，与会嘉宾进行

了“冷”思考。就移动创新、移动商业模式、

格局及运营商与应用提供商之间的关系进行

了热烈地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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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及设备创新可期

移动互联网给人类社会带来广泛深刻乃

至难以想象的变革。从政府、企业、组织到

每个个体，我们的工作方式、生产方式、生

活方式乃至娱乐方式都随移动互联网发生着

巨大而奇妙的改变。而这些改变都是基于移

动互联网的创新基因和创新速度。

作为该圆桌讨论的主持人，中国移动战

略决策咨询委员会主任、原董事长王建宙强

调，移动互联网本身就是靠创新驱动的，并由

此发起了第一个讨论话题——移动互联网的

创新。王建宙认为，移动互联网的创新分为

三个方面：其一为应用创新，各种 APP 层出

不穷；其二为设备创新，包括操作系统、输

入方式等；其三为商业模式创新。

科大讯飞董事长刘庆峰表示，未来人机

交互的变化可能将引领整个移动创新，“从字

符到图形，下一步必然是语音技术革命”。此

外，移动设备本身亦将发生形态上的变化。他

认为，未来屏幕的大和小是融合的，因为屏

幕变大之后，将来的趋势一定是可卷、可折

叠式的，或是通过投影的方式。即便是可折叠、

可卷曲，大屏幕在很多情况下的操控还是不方

便，所以一定要用最小的方式，比如说穿戴式，

比如说钮扣或者是手表。

Evernote 首席运营官 Ken Gullicksen 认

为：“我们不要局限自己的思维，不要只想着

放在口袋里的手机，还有很多的移动终端会不

断涌现，比如谷歌眼镜就是刚刚出现的创新，

还有三星智能电冰箱也可以成为应用展示和

适用的终端平台。” 

《瞭望》周刊社社长兼总编辑姬斌提醒大

家，在移动互联网不断寻求创新的同时，也

要注意防范手机病毒、木马、垃圾信息、恶

意扣费软件等坏事情的发生。

中兴通讯首席高级顾问齐明就移动互联

网安全问题提出了三个解决办法：第一，建

议国家成立跨行的研究机构，关注研究互联

网所带来的市场创新、模式创新以及对现有

制度带来的挑战。第二，在行业的监管层面，

跳出传统的监管思维，对跨行业的业务创新，

进行主动的适应和调整。第三，在司法层面上，

面对快速变化的信息技术创新，要对现行法

律法规进行及时的修整和创造性的解释。

中国或重洗移动格局

有统计数据显示，到 2020 年大数据云计

算和移动电子商务等新一波的信息浪潮将在

全球产生 20 万亿美元以上的市场。纵观过去

的历史，无论是全球金融危机还是欧债危机，

信息技术的发展始终没有停止过，并为经济

创造了另一个增长的空间。

移动互联网因其独特的属性，更是创造

了与以往完全不同的商业模式。正如中泽嘉

盟投资基金董事长吴鹰所说，移动互联网确立

了三个要素——人、地点、时间，这就决定着

移动商业模式可以满足每个个体在不同地点、

不同时间的不同需求。吴鹰认为，这一市场

空间是难以想象的，特别是当 4G 时代开启之

后，移动互联网将缔造一个巨大的市场。

亚马逊中国副总裁许长虹提出了这样一

种商业情境：如果将亚马逊自己平台的数据，

加上其他社交媒体平台上的数据，综合起来

进行实时分析，那么就可实时、精准地满足

移动用户的需求。

印 度 NIIT 总 裁 Vijay Kumar THADANI

认为，移动互联网可以改变全球教育和医疗资

源分配不均的现象。“移动互联可以在任何时

间任何地点进行高质量的学习和医疗服务。”

他还表示，印度正在开发专门针对教育应用

的移动操作系统。

移动互联网给商业带来了巨大的想象空

间，更为重要的是，它令中国拥有了可以超

越欧美发达国家的机会。

腾讯总裁刘炽平认为，在全球移动社交

产品领域，中国有一个重新洗牌的机会。据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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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绍，全球目前最知名的四款社交产品中，有

三款来自亚洲，腾讯的微信是其中之一。而且，

微信在全球已经有 4000 万用户，在印尼、马

来西亚等国家已经占据 APP Store 第一的位

置。他说，在很多产业上，中国都只是跟随者，

但是无线通信给了我们一个颠覆传统大佬的

机会。

刘庆峰亦认为，未来五年到十年，中国

在特定技术的创新和应用上是可以走在世界

前面的，关键是找准切入点。

与会嘉宾纷纷期待，在不久的将来，国外

公司在介绍自己时会说，“我们是中国的腾讯。”

服务商与运营商关系难解

移动互联网的技术、设备以及商业模式

的创新，直接带动了各种应用的火爆，并真

正实现了规模化的成长，比如微信目前已经

拥有超过 3 亿的用户，这就使得应用服务商（或

称 OTT 厂商）与运营商之间的关系变得紧张

和微妙，如何解决两者之间的关系，就成为

了移动互联网时代必须面对的关键问题。

与会嘉宾就当下热议的“微信要不要收

费”一事进行了热议。VIVA 无线新媒体创始

人兼 CEO 韩颖认为，这是一个市场问题，收

费还是不收费，应该由运营商跟 OTT 厂商协

商解决。

印 度 NIIT 总 裁 Vijay Kumar THADANI

认为，运营商就像修路的人，手机或者微信

用户就像在路上走路的人，如果你修了路，就

要促进有人上来驾驶，而不应向这些人收费。

“现在应该向谁收费？应该付费的也许是汽车

制造商，因为他们生产的汽车会在路上跑。”

同时他亦表示，如果一款移动应用真的能给

用户带来价值，比如远程教育，那么向用户

做合理收费应该也是被接受的。

深处事件之中的刘炽平表示，“微信作为

我们提供的基础服务，是不应该有额外收费

的。其原因就在于，用户在流量上已经付了

最基础的费用了。”

发表言论的与会嘉宾均认为，运营商和

应 用 服 务 商 之 间 应 合 作 共 赢。 刘 炽 平 表 示，

希望未来在增值服务领域与运营商有更多的

商业合作机会。他强调，在移动互联网时代，

运营商亦和服务商一样拥有更多的商业机会，

比如以前在 PC 宽带阶段运营商同样不知道 PC

端用户的特征，但在移动时代就可以知道，这

将促进运营商由渠道商向服务商的转型。

Ken Gullicksen 亦 表 示， 任 何 一 方 都 不

能独吞移动红利。吴鹰举例称，“移动应用的

普及给运营商带来了巨大的流量增值，假如

每个人增加三五十块钱的流量，服务商是不

是要反过来管运营商收钱呢？”

王 建 宙 的 观 点 是：OTT 服 务（ 即 移 动 应

用）确实造成了运营商网络负担的加重，而

运营商从最终用户那收来的营运费无法对此

负担做平衡，特别是移动应用中的“心跳机制”

（即应用软件经常向通信网络发送任务请求）

确实给网络带来了压力，但移动应用亦真正

给运营商带来了流量，因此两者不是竞争的

关系，而应该是合作共赢的关系。他建议双

方用共同的智慧来解决，比如说通过优化心

跳机制，把一些无效的心跳都取消，这样就

可以大量地减轻负担。

刘炽平对此回应称，心跳机制是移动时代

必然会出现的情况。“其实，我们微信的心跳

次数已经是 Facebook 或 MSN 的四分之一了，

我们已做了很多优化。”他还表示，在 2G、2.5G

上面这个问题会更重要，但到了 3G、4G 上面

这个问题会相对容易解决。

就像王建宙所言：“关于 OTT 的提供商究

竟是否应该分摊移动通信运营商的网络成本的

问题，我不夸大地说，这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

虽然在移动互联网的发展过程中会出现

很多疑难杂症，但都不可否认：以移动互联

网技术开发、以应用为驱动力的新一轮信息

技术大潮将带动新一轮全球工业革命的开始。

Summary

会议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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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如何平衡？
——“虚拟经济 VS 实体经济 ：新兴经济体的平衡挑战”

分论坛综述

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就像一枚硬币的两

面，如果虚拟经济脱离实体经济，那会带来很

大麻烦。如今新兴经济体也如发达国家遭遇的

那样，正在经历着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解构

与博弈。    

全球爆发金融危机之后，出现了实体经济

时间：4 月 7 日   15：15 － 16：30

主持人

Stephen Groff ｜亚洲开发银行副行长

讨论嘉宾

Roger Dassen ｜德勤全球常务董事         

Edmund Phelps ｜哥伦比亚大学教授

William R.Rhodes ｜花旗集团前高级副董事长

Mead Westvaco ｜花旗集团前商务部副部长

Wendell  Willkie ll ｜花旗集团高级副总裁

张燕生｜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学术委员会秘书长
 

Summary

会议综述

与虚拟经济之间的解构，这种解构带来了很大

的金融风险和交易成本。金融部门脱离实体经

济，金融工具也变得过于复杂。尽管在全球金

融危机过程中，相对美国欧洲，亚洲新兴经济

体情况更好一些。但是值得关注的是，亚洲的

金融部门也正在发生变化：一方面金融市场、

金融机构以及整个金融体系发展不足，但另一

方面，从亚洲金融危机以来积累的大量储蓄，

并没有再投资到实体领域，而是投资到美国以

及欧元区的一些低收益的债券产品当中了。

因此，专家普遍认为，虚拟经济脱离实体

经济对于亚洲经济的长期增长将是不利的。那

么，亚洲新兴经济体从全球金融危机当中学到

了什么？如何平衡金融的创新和金融监管？亚

洲从自己的历史当中借鉴到了哪些教训，从发

达国家的金融危机经历中吸取了哪些教训？虚

拟经济和实体经济之间的解构会使政策发挥哪

些作用？

4 月 7 日，博鳌亚洲论坛 2013 年年会分

论坛“虚拟经济 VS 实体经济：新兴经济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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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衡挑战”在海南举行。该主题成为与会者热

议的焦点。

    

虚拟经济卷土重来

正如 1874 年铁路建设泡沫崩溃出现的大

恐慌，美国铁路建设狂潮因此戛然而止。正如

过去十年互联网泡沫的破裂给实体经济带来的

重创，这次，我们也看到了全球金融危机对于

全球实体经济造成的深重影响。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哥伦比亚大学教授

Edmund Phelps 表示，“我觉得虚拟经济这个

词是卷土重来了。”绝大多数经济体（包括美

国）需要的是基础的经济结构调整，而非在财

务或金融方面进行创新。美国发生金融危机的

原因之一便是专注于实现短期的金融目标，而

忽略了长期的风险管理。因此，各经济体应致

力于寻求长短期回报预期的平衡点。金融机构

尤其是银行在实现储备向投资的转化、正确判

断潜在发展能力并对投资对象进行决策性选择

的问题上扮演重要角色。

花 旗 集 团 前 商 务 部 副 部 长 Mead 

Westvaco 和 高 级 副 总 裁 Wendell Willkie ll

也认为，在美国的确遇到了虚拟经济与实体经

济脱钩的负效应。

首先，美国的家庭，华盛顿的决策者都有

一个假设前提，就是所有房地产的价格都会不

断上升。但事实情况并非如此，房地产价格调

头向下的时候，以前房地产领域所出现的或者

隐藏的这些问题就一下子暴露出来了，其中包

括杠杆比例过高。美国人突然发现自己美国梦

的一部分也就是他们的住房价格开始向下的时

候，实体经济的问题最终刺激了传统行业进行

崩盘。

其次，西方国家面临的一个重大挑战就

是老龄化社会。随着老龄人口的不断膨胀以及

现在面临金融危机之后所带来的很多后续的影

响，这部分的福利从哪里来，产生了巨大的政

治问题。所以我们不得不对美国现在的社会保

障和福利体制进行一些调整和改革，这也对我

们的资本体系或者其他的所谓的虚拟经济产生

了一些影响。

在亚洲新兴经济体，资本虚化的趋势也日

趋明显。

在中国有一个普遍存在的现象是，在实

体经济中实现了原始积累的中国民营企业主们

开始越来越多地将目光投向了回报率更高的虚

拟经济行业。在成本增加、产能过剩、竞争日

趋激烈的市场环境下，资金正从实体经济向房

产、证券、金融行业转移，短暂的投机行为不

断上演。曾令国人骄傲的“中国制造”正面临

着无人坚守的隐忧。

针对当前经济中的短视现象以及经济重

组，与会嘉宾普遍认为，银行可考虑将主要业

务回归到基础信贷。

寻求“虚实经济”平衡

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学术委员会

秘书长张燕生在会上直言：中国过去十年深受

虚拟经济伤害。“在过去十年经济全球化、金

融全球化的过程中，中国的实体经济发展得很

好，但是老百姓过得不好。”

在张燕生看来，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是一

枚硬币的两面。虚拟经济为实体经济服务，才

能为世界经济增长提供贡献。如果虚拟经济脱

离实体经济，会带来很大的麻烦，这往往是世

界上最发达的国家所面临的问题。他认为，虚

拟经济带来的“开放红利”造成了中国的房地

产泡沫、资产泡沫以及产能过剩问题。

但是，张燕生也承认，中国和亚洲巨大的

储蓄会流向“华尔街”的原因恰恰在于虚拟经

济不发达。

“如何防范虚拟经济脱离实体经济，尤其

是防范虚拟经济脱离中国的经济发展，是中国

从这次经济危机中学到的最重要的教训。”张

燕生认为，下一步中国努力的方向在于如何能

够为落后地区、落后国家和落后的民众开发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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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为他们脱离贫困的虚拟经济市场工具。

Edmund Phelps 也认为，全球金融危机

的爆发与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的脱钩有很大关

系。亚洲国家由于其金融市场和金融体系尚未

完善，所受冲击较小。但是正因为如此，他们

在实现从储备向投资的转化方面困难重重。事

实上，虚体经济是促进实体经济发展的重要手

段，两者相存相依密不可分，一旦脱离，相关

经济体可能面临金融风险。亚洲国家可从发达

国家的经验教训中，学习如何实现虚拟经济和

实体经济的平衡。

张燕生指出，一旦虚拟经济脱离实体经

济，将为世界经济的增长带来隐患。因此，发

展中国家应鼓励适当的金融创新来管理风险，

满足落后国家和地区的金融需求，同时将储蓄

高效地转化成投资。实现此目标的关键点在于

实现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的平衡，但迄今尚未

有明确的解决方案。

虚拟经济更好服务实体经济

关于虚拟经济如何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

参会嘉宾表示，大多数银行，尤其是中国银行，

更倾向于向国有企业或大企业发放贷款，忽略

了真正推动经济发展的驱动力其实在于中小企

业。因此，嘉宾认为银行应增加面向中小企业

和创新型企业的贷款，并积极拓展直接融资渠

道，这跟中国经济增长模式改变和可持续发展

的方向不谋而合。

另一个重要的问题是金融服务行业的监

管。尽管《巴塞尔协议 III》主要强调的是资

金的充足性而忽略了其流动性，花旗集团前高

级副董事长 William R.Rhodes 仍认为应在全

球范围内贯彻实施。拥有充足的资金和流动

性，银行的借贷将有可能支持全球经济的复

苏。另外，在亚洲经济日趋融合、金融系统和

市场交错影响的背景下，亚洲国家也需要积极

贯彻实施此协议。然而，根据不同国家的法律

法规，协议在各国的不同解读可能造成过度监

管，同时延缓实施的步伐，这成为继“如何将

快速发展的影子银行与《巴塞尔协议 III》相

结合”之后的另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如何为落后地区、落后国家和落后的人

民开发出更多的为他们脱离贫困的一些虚拟经

济的市场工具，对中国来讲可能是下一步更大

的努力方向。”张燕生表示，对中国来讲，一

方面是如何大力发展虚拟经济，能够在亚洲和

中国创造储蓄转化成投资更有效的市场。另一

方面，如何防范虚拟经济脱离实体经济，尤其

是脱离中国的经济发展，这是中国从这次全球

金融危机中学到的最重要的教训。   

亚洲开发银行副行长 Stephen Groff 表示，

过度监管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重大的担忧，如何

做好金融创新与监管的平衡？在金融创新和金

融行业过度监管之间的这种平衡，怎么用智慧

的监管来替代过度的监管，这是一个巨大的挑

战。比如说《巴塞尔协议 III》在执行过程中怎

么样进行全球的协调，各个国家对于《巴塞尔

协议 III》的解读可能是不一样的，因此存在监

管套利的行为，那么如何避免这种行为出现？ 

Edmund Phelps 反 复 强 调 金 融 应 该“ 回

归原点”。他认为，绝大多数的经济体包括美

国最需要的是一种非常基础的经济结构的调

整。目前诸如投资基金等金融机构有非常短视

的一些做法，让 CEO 更为短视地实现盈利目标，

这个其实是经济系统当中腐烂的现象。财务问

题或者金融问题很多，也许我并不理解那些术

语，但是我认为并不需要财务创新或者金融创

新，我觉得我们并不需要创造出各种各样新的

金融实体让整个世界为之惊讶，而是应该回到

过去的结构中去，比如说小型银行、本地银行

或者是一些个人的财务师，或者是对冲基金。

也许对冲基金可以回到 18 世纪的苏格兰模式。

“现在这些银行太大、太复杂了，不好管

理，就算他们管理得不错，他们似乎也不那么

迫切希望能够去做那些传统借贷的业务。”他

感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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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振消费何处着力 ?
——“提振消费，任重而道远”分论坛综述

随着中国经济增速放缓，全球经济低迷，

现在要求中国扩大拉动刺激国内消费呼声越

来越高。

的确，中国消费率比较低，储蓄率比较

时间：4 月 7 日   16：45 － 18：00

主持人

卢琛｜凤凰卫视主持人

讨论嘉宾

Zein Abdalla ｜百事公司总裁

薄睿拓｜百威英博啤酒集团首席执行官

赖小民｜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李剑阁｜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副董事长

马蔚华｜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行长兼首席执行官

孙伊萍｜内蒙古蒙牛乳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裁

Michael Treschow ｜联合利华公司董事长

氏家纯一｜野村控股前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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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而且整个中国经济增长主要依赖出口和

投资拉动。中国的官方数据统计，中国消费占

GDP 比率达到 48%，全球水平是 80%，美国

是 88%，欧盟刚刚超过 80%。相比而言，中

国消费率远远低于世界其他地区。现在一个

比较流行的说法是，中国消费水平比较低导

致全球的经济失衡。也有学者建议，中国要

出台很强的政策刺激国内消费，一方面让全

球经济再平衡，一方面也可以让中国经济可

持续发展。

那么，中国消费率为什么低？如何扩大

内需，刺激消费？针对这些问题，4 月 7 日，

在博鳌亚洲论坛 2013 年年会的分论坛“提振

消费：任重而道远”上，与会嘉宾展开了热议。

为什么消费率“激而不起”

中国国际金融公司董事长李剑阁首先提

出，提振消费这个词可能是从 1998 年中国出

现通货紧缩时期就开始提出，从那个时候到

现在已经 18 年了。虽然 GDP 在增长、消费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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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在增长，但是消费率却没有提高。 

与会专家大多认为，中国这些年投资率、

储蓄率比较高，消费率比较低的问题，有其

必然性。

李剑阁从人口角度分析，中国目前消费

率比较低、投资率比较高是和中国这个时代

人口结构有密切关系的。

“中国计划生育已经持续 30 多年了，对

于中国多数家庭来讲，只有一个孩子，整个

全社会人口替代率已经下降到大概 1.56 左右，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每一个家庭的理性消费

是什么呢？存钱防老。有两种方式，一种是

对下一代人力资源的投资，可是只有一个孩

子，这种投资总是有限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他把钱存下来准备养老是一个理性选择。所

以我一直认为提振消费，想改变老百姓消费

意愿是很难做到的。”

理论上，一个国家如果 GDP 用于投资的

多了，相对消费的就少一些。但是投资也被

称为未来的消费。中国目前还是以投资为主，

并不是以消费为主来拉动经济。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赖小民认为，“多年来一直讲调整经济结构，

但是这个问题一直没有解决，长期以来都是

投资过热、出口过旺、消费偏冷。”

他解释，中国相当长一段时间要靠投资

拉动。多年来中国三驾马车这个问题一直没

有很好解决，30 年最大成绩是发展，最大问

题是发展不科学。1978 年财政收入 1100 亿元，

老百姓城乡储蓄存款 210 亿元，到今天 30 多

年后，去年财政收入达到 11.7 万亿元，城乡居

民储蓄存款达到 39 万亿元。特别是城乡居民

储蓄存款这个数据非常真实，其他很多指标

都会有水分，唯独城乡居民储蓄存款这个数

字绝对可信，为什么？因为是实名制。将近

40 万亿元庞大的储蓄存款跟将近 12 万亿元财

政收入形成了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先生主导

的改革开放最大的成绩——国强民富。在这

个过程当中，投资发挥了绝对重要的作用。

美 国 次 贷 危 机 引 发 2008 年 全 球 金 融 海

啸，到今天这场危机仍然没有解决，这场危

机对中国最大的影响就是把出口过旺的势头

打下去，逼着中国在加大投资、扩大消费这

两方面做了很多工作。但是这场危机又使中

国调整投资、出口、消费结构的问题更加雪

上加霜了，特别是 2008 年出现了全球金融危

机以后，为了加大投资，中国政府出资 4 万

亿元提振经济，银行贷款 9.56 万亿元，将近

10 万亿元，财政资金、银行资金助推了中国

投资确保经济增长 8% 以上，投资的贡献率差

不多 70% － 80%，这一轮调整经济结构仍然

靠投资。所以，赖小民说，“中国在相当长一

段时间内仍然要靠投资。”

关注消费差异化

百威英博啤酒集团首席执行官薄睿拓提

出，应该挖掘消费的差异化。他认为，中国

地区间差异非常巨大，消费者在各个地区之

间购买力有很大差异，我们和百事公司一样，

有一系列产品组合来迎合中国消费者的差异

需求。

“如果家里要请客，对价格比较敏感的，

我们有相应的产品。对于比较高端的场所，对

价格不太敏感的，我们也有相应产品。”薄睿

拓说，我们在中国看到啤酒的消费跟食品行业

密切相关，喝啤酒的时候也会吃一些其他东

西，另外这个对水的纯度也有非常高的要求。

我们也会开发一些本地的品牌。巴西、美国、

中国是我们前三大市场，所以我们要进一步开

发中国内地市场，我们很多业务在沿海城市。

中国的五年计划就是要引更多的投资、商业

到中国内陆，更加关注中国的西部地区，我

们认为中国市场潜力巨大，中国市场一直是

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关注点。

百事公司总裁 Zein Abdalla 也表示关注

到中国消费市场的差异化。他表示，公司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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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创新、所有商业化举措都是针对中国本地消

费者量身定制的。产品推出一定会跟本地消

费者需求密切联系，这样才能真正刺激消费。

另外，产品组合也非常重要，产品组合结构

也要针对本地消费者的喜好与需求。比如说，

我们有一些针对中国本地消费者早餐习惯推

出的相关产品。同时，作为一个不断发展的社

会，便利非常重要，大家每天的生活越来越忙，

所以怎么样让产品给消费者带来便利是非常

重要的方面。

赖 小 民 认 为， 研 究 中 国 的 消 费 差 异 化，

要特别关注加强推动扩大农村的消费。农村 7.4

亿人口，如果没有 7.4 亿农民这个消费群体就

没有小康，也无法实现扩大消费的根本目的。

在一个企业，应该扩大生产，提供更多符合老

百姓多层次需求的产品和服务。另外企业应该

要增加新的消费业态。一般人均收入 4000 美

元到 2 万美元过程当中，人们的消费将发生

质的变化，由传统物质生活转化到精神、文化、

消费、旅游、健康。新的消费业态应该增加

包括信用卡、绿色、环保等内容。

消费者本身有两种因素：一个是消费意

愿，一个是消费能力。现在民众都有消费意愿，

中国已经贫富悬殊很大了，老百姓收入贫富

悬殊越来越大，富人有富人的消费愿望，中

等收入有中等收入的消费愿望，穷人有穷人

的消费愿望，这种差异非常值得研究。

联合利华公司董事长 Michael Treschow

认为，非常重要一点就是要理解三四十亿消

费者金字塔底的人群，如何去开发这部分的

市场。

他说，我们总是靠如何去找到更多用户，

让他们用更多东西，同时获得更多益处。为

了触及那些消费者，就必须非常仔细考虑产

品的定价点。这和对于其他目标消费者是不

一样的，这是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必须要考

虑他们的购买力。比如包装方面我们一般会

用大包装，但是对这些人来说，很多时候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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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产品是一次性使用，不管是汤料还是香波，

可能他们需要 1 元一包的产品，所以在包装上

必须要考虑。第二点就是物流。如何才能到

达那些人生活的地方，比如在印度，我们有 5

万名贫困的妇女，她们生活在贫困的村庄里，

她们本身就是企业家，她们能够获得一些贷

款，她们对我们产品进行分配。在印度很多

妇女没有办法获得贷款，我们通过这些妇女

来做产品的分配。我到一些贫困地区做家访，

对她们来说品牌是很重要的，她只有信任你

的品牌，才会购买你的产品，因为如果买错

了东西，对她们是很大的损失。

从另一个角度看消费差异，有一个现象

与日本有可比性。比如说大家谈及中国消费

率水平比较低，但是另一方面奢侈品消费率又

很高，很像日本那段所谓“炫耀式消费” 时期。

贝恩公司前不久出台报告，中国 2012 年已经

赶超日本，成为目前全球奢侈品消费最大国，

有些人买东西不一定为了它的使用价值，更

多的是它的象征意义，比如豪车、豪宅、名

表或者三亚举办的“海天盛筵”的大型奢侈品，

给大家心理上炫富的满足。

李剑阁表示，消费一般分两部分：一部

分为私人消费，一部分为公费消费。奢侈性

消费从某种意义上讲和公费消费以及腐败性

消费有关。最近中央出台了廉政措施，明显

的公费消费已经下来了。如果公费消费、腐

败消费下来，恰恰是一个健康的现象。

提振消费路径

“未来中国企业如何在提振消费上创新是

很重要的，不是小打小闹创新，应该是品类

的创新。”内蒙古蒙牛乳业（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总裁孙伊萍在会上表示。她说，快销品

行业很多都是来自国际快销品行业，只有蒙

牛是一个本土的，只有 13 年历史的中国企业。

提振完消费力，到底这部分消费力给到谁？

这令中国本土企业堪忧，如何在中国本土市

场和国际大公司同台竞争，提振中国消费？

孙伊萍提出几个值得思考的问题。第一

就 是 食 品 安 全。 中 国 企 业 虽 然 时 间 比 较 短，

但是非常有实力投资在技术上，比如蒙牛这

样的公司，欧洲很多公司来参观我们公司后，

对我们投资的生产技术非常感叹，整个生产技

术非常先进。未来继续在软件上、系统上提升，

通过系统投入保证品质，未来中国食品企业

一定是靠系统建设实现食品安全保障的。

第二点，中国公司应该最懂中国消费者

的需求。蒙牛是本土企业，应该对中国消费

者需求最了解，特别是底层的消费者。蒙牛

靠什么发家呢？创始人牛根生先生靠 50 万元，

跟利乐公司研究出非常便宜的产品，生产了来

自内蒙原汁原味的牛奶，迅速做到 100 亿元的

销售盘子。因为我们懂得中国消费者的需求。

另外，针对中国老龄化趋势，一定要在品类

上创新。我们最近推出第一个针对 50 岁以上

人群（现在可能算中老年人）的牛奶，也就

是说看到了这一点——中国中老年人除了把

钱花在子女身上，对自己的健康也非常关注，

所以就研制出这款品类。

第三是商业模式。调查数据显示，在中

国三四线城市电子商务需求非常大。中国三四

线城市由于超大市场开发非常慢，物流配送

慢，电子商务带来了新的需求，也许就是专

家称之为“金字塔底层”的消费者，他们会

通过电子商务来购物，所以对中国企业来说，

商业模式也很重要。

信用消费将成消费主力

有很多人对虚拟生活非常上瘾，很多人

都去网购，怎么去满足他们的需求，怎么捕

捉这块的潜力？

“现在年轻人有钱就投资，没钱就透支。”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执行董事、行长兼首

席执行官马蔚华认为，整个亚洲发生了变化，

亚洲是信用卡一个非常有潜力发展的地方。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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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了像万事达、AEE 等信用卡公司到亚洲来

发展。中国持卡量目前超过 3.3 亿，信用卡每

年增长将近 20%，我们现在拥有信用卡 4000

万－ 5000 万户，而且每年增长非常快。

马蔚华认为，中国原来和亚洲其他国家

一样，量入为出，重储蓄、慎消费，信用消

费更谈不上。“十年前我们开始搞信用卡的时

候，很多人劝我，包括国际上大的咨询公司

说千万不要搞信用卡，中国人不会借钱买东

西。文化是一个方面，另外要看收入的预期。

当时招行对中国经济未来一二十年都是看好

的。现实证明了这一点，我非常感谢中国这

一大批年轻人。”原来招行预计信用卡八年盈

利，结果四年就盈利了，盈利里面利息的贡

献将近 40%，这是没有想到的。用信用卡透支、

付息这个贡献完全就是信用的贡献。这 40%

里，一半是年轻人，一半是有钱人，所以我

改变了这个观点，我们年轻人不像父母辈了，

天天储蓄存款，到最后钱也没有花出去。不

像美国老太太先贷款买房子，然后再慢慢还。

针对这一问题，Zein Abdalla 表示，青

年消费者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他们代表未来

的消费趋势。如果看亚洲的青年人，我们对

于他们的消费是非常乐观的，当然亚洲有很

大的多样性。但是有些共通点，首先他们占

据了经济的主体，他们是消费者当中的生力

军，在许多国家，青年人仍然占据人口很大

的 比 重。 第 二， 他 们 是 非 常 乐 观 的 一 群 人。

第三，他们对电子产品非常熟悉，几乎生活

在网络环境当中，不断去通过网络和品牌打

交 道， 和 我 们 生 长 起 来 的 环 境 完 全 不 一 样。

我们需要为他们提供电子商务的渠道，让他

们能够接触我们的品牌、消费我们的产品。

信用卡消费越来越成为中国消费很重要

的一个习惯。尤其是年轻人，不仅用信用卡，

特别重视移动支付，就是现在智能手机的支

付。据悉，招行等机构现在又根据这个趋势

推出移动支付的这种形式，通过安卓版、IOS

版推出手机钱包，中国信用消费将会成为推

动消费的重要力量。      

　

关注绿色消费

目前，面对紧缺的水资源，土地、空气

的污染，人们开始注重绿色环保消费。这一

趋势亟待企业捕捉，并研发相应的新产品。

绿色消费是指消费者对绿色产品的需求、

购买和消费活动，是一种具有生态意识的、高

层次的理性消费行为。绿色消费是从满足生

态需要出发，以有益健康和保护生态环境为

基本内涵，符合人的健康和环境保护标准的

各种消费行为和消费方式的统称。

目 前， 国 际 上 绿 色 消 费 内 容 非 常 宽 泛，

不仅包括绿色产品，还包括物资的回收利用、

能源的有效使用、对生存环境和物种的保护

等，已经涵盖生产行为、消费行为的方方面面。

并且，倡导消费者与自然协调的绿色消

费观也日益流行。提倡健康适度的消费心理，

弘扬高尚的消费道德及行为规范，并通过改

变消费方式来引导生产模式发生重大变革，进

而调整产业经济结构，促进生态产业发展的

消费理念值得商业企业发掘。

联合利华公司董事长 Michael Treschow

表示，在世界各地水都是稀缺资源，提供水

净化设施是一项非常重要工作。对洗衣机制

造厂商来说，水资源保护是重要责任。洗衣

机会浪费很多水，以前用一桶水就可以洗两

三桶衣服了，而现在洗衣机要用好几桶水才

能洗一桶衣服。未来要开发出新的产品。并

调控水的温度，提高它的清洁能力等，以及

其他方面可以提高节约用水的渠道。另外洗

澡液、洗头香波等的设计和水也有密切关系。

洗澡的时候会直接影响到用水量，这些也是

联合利华积极创新的工作，我们其实有很多

产品的设计和创新都是和节约用水、保护环

境相关的。另外还有一些卫生设施，用中水

冲厕所等等的设计正在进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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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老龄化隐忧
——“人口结构、政策与经济”分论坛综述

数十年来，“人口红利”推动了中国经济

的长期增长，然而随着中国的劳动力人口迅

速老龄化，“未富先老”成为中国经济的深层

隐忧。随着各地“用工荒”一再出现，“劳动

力无限供给”的时代在中国渐行渐远。中国

时间：4 月 7 日   16：45 － 18：00

主持人

朱文晖｜凤凰卫视主持人

讨论嘉宾

Dennis Bracy ｜ 中美清洁能源论坛主席  

Kent Calder ｜约翰 . 霍普金斯大学东亚研究中心主任  

赵小兰｜美国前劳工部长  

戴相龙｜社保基金全国理事会党组书记

西室泰三｜东芝株式会社董事会（终身）顾问 

秦朔｜《第一财经日报》总编辑  

A. Didar Singh ｜印度工商联合会秘书长  
 

Summary

会议综述

是否已到人口红利增长拐点？人口结构转变

带来的不利影响是否将阻碍中国经济的可持

续性增长？ 4 月 7 日，博鳌亚洲论坛举行的“人

口结构、政策与经济”分论坛上，与会嘉宾

讨论认为，中国人口老龄化趋势并非对经济

发展完全产生负面影响，不会影响中国梦的

实现。然而中国人口老龄化速度过快，养老

机制应该早做规划。

快速增长的老龄化人口将为国家社会保

障体系带来巨大挑战，到 2050 年，中国将成

为金砖国家中人口老龄化最严重的国家，且

老龄人口规模巨大，这要求公共部门与私营

部门应当共同努力，以应对人口老龄化带来

的机遇与挑战。

中国处于“人口红利”末端

随着中国人口结构的转变，中国传统的

国家盈利模式受到严重冲击，中国的内生增

长动力与比较优势发生了深刻改变。数据显

示，2012 年， 中 国 60 岁 以 上 人 口 占 比 已 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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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14.3%，再过 30 年，这一比例将会上升至

25%，到 2050 年，60 岁以上人口将达到中国

总人口的 30%。

社保基金全国理事会党组书记戴相龙在

论坛上指出，中国人口老龄化步伐正在加快，

这是一个事实，然而中国人口老龄化并不会

影响 2050 年实现“中国梦”，人口老龄化的

负面影响被相对夸大了，我们应当有更为积

极 的 态 度： 人 口 老 龄 化 意 味 着 生 育 率 降 低、

人口素质提高、寿命增长，这是社会的进步，

也为养老产业提供了积极的发展空间；但与

此同时，人口老龄化也会造成劳动人口减少、

财政支出扩大，因此要处理好人口老龄化与

经济可持续发展之间的协调关系。

戴相龙指出，2013 年，中国将面临劳动

力增长的拐点，劳动力增长将逐渐放缓，应

当说中国正处于人口红利的末端，但这与发

达国家不同，中国今后 20 年仍然将有两亿农

民进城，年均 600 万名大学生毕业，如果退

休时间延长，人口老龄化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将不会很大。

老龄化对劳动力增长的另一变量取决于

中国人口政策的调整。现今中国人口自然增

长率约为 5‰，再过 10 年 -15 年，中国人口

总量将开始下降，因此改善人口政策将成为关

键问题。“十五”“十一五”与“十二五”发

展规划中，对人口政策的表述都为“坚持计划

生育基本国策”，然而，前两个五年规划中表

示要“稳定和完善现行人口政策”，而“十二五”

发展规划则更改为“逐步完善政策、实行人口

结构均衡发展”， 戴相龙表示，表述上的微妙

变化表明中国在适当时机可能会调整现行人

口政策，在基本人口政策不变的情况下，计

划生育政策有可能实行微调。

《第一财经日报》总编辑秦朔在论坛上表

示，中国通过几十年计划生育政策，将人口总

量控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但事实上人口结

构出现了严重失衡，这促使中国应当更加开放

和负责任地展开关于人口结构的认真的讨论。

根据官方统计，中国 15 岁 -59 岁劳动年

龄人口 2016 年到 2017 年将出现拐点，劳动年

龄人口绝对值下降，然而事实上，最新数据显

示，2012 年 15 岁 -59 岁劳动年龄人口绝对数

值已经开始下降。与此相对，60 岁以上老龄

化人口则快速上升，今年老龄化人口将超过 2

亿，2025 年将超过 3 亿，这一人口结构将对

未来劳动力供应造成风险。中国依靠劳动力

禀赋发展经济的模式在未来需要有较大转变，

与此同时，未来中国养老与财政支出也会面

临巨大挑战。

老龄化下的经济增长路径

除中国外，世界上的许多国家都面临人口

老龄化的问题，人口老龄化与经济长期竞争力

是否存在相互关联？东芝株式会社董事会（终

身）顾问西室泰三以日本经济举例表示，日本

是老龄化十分严重的国家，但是没有证据表明

人口老龄化与经济衰退之间存在必然联系。

西室泰三指出，人口减少、老龄化的确

对日本经济造成了很大的影响，过去 20 年中，

日本经济增长只有 0.7%，任何发达国家都没

有出现如此之低的增长速度。但是老龄化并

非是经济不振最根本的原因，通货紧缩以及

汇率的巨大波动才是造成日本经济衰退的主

要推手。事实上，过去 20 年中日本劳动人口

总数并未发生太大变化，而是劳动生产率发

生了停滞，从而导致经济状况日益恶化。

日本的经验表明，人口老龄化与经济衰

退并无直接关联，但在印度工商联合会秘书

长 A.Didar Singh 看 来， 人 口 问 题 将 会 对 经

济产生直接影响。从国内角度来看，人口老

龄化会导致移民问题，随着劳动力增长放缓，

经济发展需要的人才、技能也会相应出现不

足，从而造成移民需求。然而在国际上，商品、

技术已经可以自由流动，但人的流动是非常

困难的，因此这一问题必须得到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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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工商联合会秘书长 A.Didar Singh 指

出，印度目前每年可向海外输出 2700 万人，

随着印度人口的不断增加，到 2025 年，印度

将可提供 1.3 亿的国际劳动力，目前印度人口

平 均 年 龄 28 岁，51% 的 人 口 在 25 岁 以 下，

印度非常重视技能培训，希望能够提高劳动

力素质，这不仅是印度经济发展的资源，也

是全球经济发展的动力。

美国是受益于劳动力流动性的国家，劳

动力流动性是其经济不可忽视的方面。美国

前劳工部长赵小兰指出，美国现在有 1.57 亿

的劳动大军，是世界上最年轻的劳动大军，这

主要应当归功于移民的政策，同时也正是由

于大量的移民，美国劳动力最显著的一个特

点就是具有流动性，这种流动性会创造新的

收益，提供便利性。

大量的移民保障了美国现今具有全球相

对年轻的人口结构以及源源不断的劳动力。赵

小兰表示，目前婴儿潮时期出生的美国人已经

到了退休年龄，同时人口寿命不断增长为社

会保障带来的压力，都要求美国必须重视移民

政策，以更宽松更有效的政策保障经济发展。

公共养老独立难支

老 龄 化 不 仅 影 响 经 济 发 展 及 政 策 制 定，

同时也为社会保障带来了巨大压力。到 2050

年，中国 80 岁以上的老人将超过 1 亿， 60 岁

以上的老人超过 4 亿。戴相龙指出，中国目

前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养老金缺口太大，解决

这一问题的途径在于要发展公共养老保险、普

通养老保险、个人保险三种方式相结合，不

能单纯依赖国家，必须坚持实行统筹账户与

个人账户相结合的政策。

中 国 养 老 金 有 多 大 缺 口？ 戴 相 龙 表 示，

如果单纯衡量国家统筹账户，前几年养老金

确实存在缺口，若用个人账户补充就能使当

年收支平衡，不存在资金缺口。但若统筹账

户与个人账户分开，特别是到人口老龄化的

高峰期，资金缺口将是很大的。

戴相龙进一步指出，解决养老金资金缺

口有两个途径，一是适当延长退休年龄。选

择适当的时机延长一年退休，不仅是为了财务

平衡，更重要的是为了发挥人的作用，使人

的价值得到更好地实现；其二，可划拨国有

资产从事社保基金，中国约有 70 万亿家国有

企业，30 万亿家中央企业，到 2012 年中央上

市企业市值超过 12 万亿元，因此通过划拨国

有资产从事社保基金，使社保基金、战略储

备基金到 2020 年达到 3 万亿至 5 万亿元，是

可以做到的。

与此同时，参照中国的特殊国情，人口

老龄化社会不可能单纯依靠公共养老保险。目

前中国城镇职工基本养老金为 2.3 万亿元，补

充 养 老 金 为 5000 亿 元， 加 起 来 不 到 GDP 的

5%，不足以支撑全社会的养老保障需求，与

会嘉宾普遍认为，未来中国应当借鉴西方的

成功经验，发展普通养老保险、个人养老保险。

国际普遍经验为，养老金 30% 为公共养老金，

30% 来自企业或个人的补偿养老，40% 靠个

人养老，未来几十年中，中国需尽快改革社

会保障体制，健全养老保险体系。

这一过程中，应当鼓励私营机构发挥积

极作用，这方面中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例

如中国人寿保险公司目前总资产约 6 万亿元，

但真正跟养老相关的资产总和只有 1 万亿元，

远远不能满足实际的需求。

除此以外，养老机制面临的另一大问题

是资金的保值增值，戴相龙表示，目前全国

社保储备基金接近 2000 亿元，12 年来的投资

收益率是 8.4%，剔除 2.4% 的通货膨胀率，投

资回报率可高达 6 个百分点。

在戴相龙看来，社保基金总体而言有一定

缺口，但通过制度改革，这一缺口在未来可以

被填平，中国人口老龄化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

还处于初期，不会影响 2050 年中国梦的实现，

但其可能造成的负面影响应当充分予以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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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进行时
——“产业空洞化 ：制造业的隐忧”圆桌论坛综述

中国等新兴的制造业国家，由于劳动力

成本上升、币值坚挺、原材料上涨等因素，部

时间：4 月 7 日   20：50 － 22：20

主持人

马红漫｜第一财经主持人

讨论嘉宾

陈瑞隆｜华聚基金会董事长

董明珠｜格力电器董事长

Rajeev Dubey ｜印度 Mahindra & Mahindra 集团总裁

轷震宇｜华夏幸福基业投资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

李润雨｜ 三星电子前 CEO 

林左鸣｜中国航空工业集团董事长 

任洪斌｜中国机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宋海良｜上海振华重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党委书记 

吴国迪｜中国国际能源公司董事长 

袁懋振｜南方电网前董事长、改革开放论坛副理事长 

Jordan Hansell ｜美国 NetJets 航空公司 CEO 

分制造业开始外迁，并开始感受“产业空洞化”

之痛，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成为全球关注焦点。

与会嘉宾认为，产业空洞化分为区域产

业的空洞化和核心技术的空洞化，中国低端

制造业的产业外移而造成的区域产业空洞化，

是产业升级转型所会面临的必然现象，无需

过分担忧。

中国经济仍在繁荣发展。4 月 7 日上午，

在博鳌亚洲论坛 2013 年年会开幕式上，中华

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重申了中国经济发展

的目标，他表示，到 2020 年国内生产总值和

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在 2010 年的基础上翻一番，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他强调，当前和今后一

个时期，中国经济将继续保持健康发展势头，

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将持续扩大，对外

投资也将大幅增加。据测算，今后五年，中

国将进口 10 万亿美元左右的商品，对外投资

规模将达到 5000 亿美元，出境旅游有可能超

过４亿人次。

因此，在这种大背景下，与会嘉宾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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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制造业空洞化最根本的原因是企业缺

乏核心竞争力。而企业的创新意识对于企业保

持核心竞争力非常重要。多位嘉宾都认为企

业自身需要不断培育创新意识，在自主研发、

复杂产品集成、营销服务等核心环节要有自

身的品牌。

政府亦应在产业转型升级中发挥重要作

用，首先要重视制造业的发展，在结构性减

税和金融上支持制造企业；第二，把资源要素

向制造业倾斜；第三，要创造好的环境，如

创作良好知识产权保护环境。

此外，产业外移不一定会造成就业问题，

只要企业的转型升级能够跟上，同样可以提

供足够的就业机会，拉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与会嘉宾对所谓的“产业空洞化”多数持乐

观态度。

　　

“产业外移”乃转型必经阶段

中 国 制 造 业 一 直 生 长 在“ 光 环 ” 之 下，

中国亦被誉为全球制造工厂。但最近几年中

国制造业面临两大问题：其一，很多企业将制

造工厂从中国大陆搬迁至东南亚、南亚、非

洲等地，或回迁至美国、中国台湾等地；其二，

中国制造业在高端技术和核心技术上仍存在

巨大的缺失。这两大问题，便构成了中国制

造业的“空洞化”。

当 主 持 人 将 这 一 问 题 抛 给 与 会 嘉 宾 时，

出人意料的是，在座的企业家们并不认可“空

洞化”会给中国制造业造成巨大伤害。

首先发言的格力电器董事长董明珠认为：

“制造业空洞化最根本的原因是因为企业缺乏

核心竞争力，因为它们在开始建设期间眼光

短浅，只看到了近期企业利润，并没有做出

长期规划，使得产业空洞化成为一种必然发

生的现象。”她认为，产业空洞化实际在淘汰

一些没有竞争力的企业，是市场发展的必然

结果。

华聚基金会董事长陈瑞隆亦认为，产业

外移本来就是经济发展过程当中必然的现象，

因为产业的经营者或者国家政策要追求资源

合理化地利用，为了要提高整个经济的附加

价值，必须经常会有一些产业外移的情况。

华夏幸福基业投资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副

总裁轷震宇表示，所谓“产业空洞化”实际

是喜大于忧的事情，这些年中央政府到地方政

府产业结构的调整其实希望有一些低附加值

产业流向低成本或者其他的区域，末端企业

反映出来的情况恰恰是宏观政策调整的结果。

三星电子前 CEO 李润雨以韩国制造业的

发展经验总结称，2000 年前后韩国制造企业

将工厂转移至中国等地，这一步是各企业战

略性规划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主要目的并不

是为了廉价的劳动力，更大的目的是进入中

国市场。

董明珠亦表示，格力目前去巴西等地建

厂，目的也是为了占领当地市场。从这个角

度上来说，“产业空洞化”实际上是中国制造

业自然生长的必然结果，是转型升级的必经

阶段。

南方电网前董事长、改革开放论坛副理

事长袁懋振表示：“产业转移历史发展趋势，

是市场的需要，是资源优化配置的需要，是

某一个国家、某一个区域结构调整的需要。”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董事长林左鸣则以欧

美国家为例，指出“产业空洞化”对欧美国

家来说是个伪命题，因为它们的核心高科技、

前沿高科技产业从来就没有外流过，其整个

国家产业非但没有“空洞化”，反而更加“内

核化”。

与会嘉宾一致认为，与探讨“产业空洞化”

带来的隐忧相比，探讨如何进行产业转型升

级则显得更加有意义。

强化中国竞争内核

要避免形成对跨国企业核心技术的依赖

造成更严重的技术“空洞化”，企业应该加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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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型升级，形成自己的竞争内核。

中国机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任洪

斌认为，产业外移是积极的，但是技术“空

洞化”确实比较严重。他称：“产业转移产生

的空洞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外移以后向高端

转型升级需要的产业不能及时补充下来，这

个比较可怕。”

上海振华重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

事长、党委书记宋海良对此持同样的看法：产

业外移是全球资源的重新分配，是产业链的重

新调整，而对于核心技术而言，中国很多企

业本来就没有，所以不存在“空洞化”的问题。

如何快速形成企业的竞争内核，林左鸣

的观点得到与会嘉宾的认同，他认为我国绝

大多数制造业长期处于国际产业链的低端，一

些企业实际上只是国外企业的生产车间，被发

达国家所绑定或者控制，在全球经济一体化

的进程中“碎片化”。解决之道是，一要围绕

金融、信息服务业、前沿和高科技产业形成

整个国家产业的“元宝曲线”。二要大力发展

广义虚拟经济，包括金融服务业、信息服务业。

三要大力发展高科技产业，形成中国的竞争

内核。

不过，与会嘉宾对中国制造企业的转型升

级持有不同态度。全球最大的私人商务机运营

企业——美国 NetJets 航空公司 CEO Jordan 

Hansell 表示，目前中国制造业占 GDP 的比例

高达 47%，服务业占 40%，而美国制造业仅

占 GDP 的 20%，服务业占 79%，中国与美国

相比经济尚处于一个逐渐成熟期，在这一过

程中，中国企业可在服务业领域获得很大的

成长空间。他说：“如果有一个国家可以避免

空洞化而走向成熟，那就是中国了。”

陈瑞隆则认为，转型企业一方面受自身

能力的限制，另一方面员工可能会有抗拒心

理，因为转型太快会造成结构性失业。他特

意强调，全世界转型升级成功的企业非常少。

尽管对升级转型有乐观态度者亦有谨慎

态度者，但多数与会嘉宾发表观点均认为，政

府应出台相应政策以推动产业转型。

急需政策推动

“一个制造企业想把资源腾出来发展服务

业，这个时候不仅需要考虑投资问题，还需

要一些政策配套，比如说原来工业用地要改

商业用地，就需要政府支持。”林左鸣虽然给

出了“元宝曲线”的转型方向，但是真正落

实到具体的产业结构调整时，他亦感觉问题

很严重。

林左鸣认为，中国大环境在金融及其他

政策方面都不利于产业转型升级。他举例称，

在美国有军工背景的企业照样可以上市，但

在中国却是被禁止的。此外，政府对央企或大

型国企的意见是不要过度多元化，要专业化，

但实际上在金融危机中很多先死的企业大多

都是专业化企业。

任洪斌认为，在转型过程中，政府层面

要重视制造业的发展，比如制定结构性减税

政策，以及在金融上给予支持。他列举了一

组数据：5 家商业银行的销售收入只占 500 家

企业的 5.7%，它们的利润却占 500 家企业的

32%， 272 家制造企业的销售收入占 500 家企

业 的 总 收 入 比 例 为 43%， 利 润 只 占 到 25%。

任洪斌认为，这样的比例将导致资本不愿意

投向制造业，一旦如此，中国制造业转型高端

制造就变得很难。而解决的方法就是，政府

可通过结构性减税让制造业的利润上升，以

吸引投资。 

除在用地、税收、金融投资等方面可对

制造业转型起推动作用之外，政府最急迫需

要做的事情是，创造好的环境（比如建立知

识产权保护体系），鼓励并支持企业自主创新，

把创新的要素向制造业企业集中和倾斜。

轷震宇表示，未来中国的产业升级就是

一种创新文化的培养。宋海良说：“如果没有

战略创新的引领和体系创新的保障，我们的

局部创新就只是短暂的繁荣。”

Summary

会议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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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如何释放改革红利？
——“中国改革议程 ：释放新的制度红利”分论坛综述

经过 30 多年的快速发展之后，中国改革

开放也取得了巨大成就。已经有 5 亿中国人摆

脱了贫困。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近日也曾指

出，释放制度红利，是下一步经济增长的动力

时间：4 月 8 日  9：00 - 10：30

主持人

杨锐｜中央电视台主持人

讨论嘉宾      

Barshefsky（巴舍夫斯基）｜美国前贸易代表

樊纲｜国家经济研究所所长

Martin Jacques ｜伦敦经济学院客座教授

林毅夫｜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世行原高级副行长

点评嘉宾

Laurence Brahm ｜美国作家

Robert Lawrence Kuhn ｜库恩基金会主席

王一江｜长江商学院教授
 

Summary

会议综述

之一。但与此同时，中国继续改革的动力却有

可能面临利益集团的种种干扰，尤其是政治体

制改革裹足不前，很可能成为阻碍经济继续发

展的一种制度性壁垒。

当此之际，博鳌亚洲论坛与会的嘉宾们，

如美国前贸易代表巴舍夫斯基，世界银行前副

行长、经济学家林毅夫等济济一堂，对此给出

了自己的解释和分析。经济中的薄弱问题固然

给予中国以新的挑战，但中国是不是有勇气和

远见，来克服在经济改革中面临的深远的问题，

如何进一步深化经济政治改革，就成为不得不

解决的现实问题。

林毅夫认为，要完成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

的转型，很重要的是将生育的扭曲清除，并有

能力解决收入的不平等和腐败问题。而巴舍夫

斯基认为，中国有两个主要的挑战。一个就是

从农村到城市的迁移，新的经济增长模式需要

很好地建立起来。第二点，是中国内部的决策

过程需要更加高效，特别是要建立一些结构的

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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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经济研究所所长樊纲认为，迫切需要

打破垄断，清除很多行政管理和控制，成立自

由平等竞争的环境，鼓励新的思想不断涌现出

来，使我们的经济更加推向前进发展。

“保八”可能性

嘉宾首先讨论的问题是，中国经济今后的

增长，保持在 8% 这样的增速是否可能。

林毅夫和樊纲首先认为，中国 GDP 增长

保持在 8% 左右的速度，的确有这样的潜能，

但需要做出很多努力。比如，完成一系列改革，

中国就有这样的能力。

美国作家 Laurence Brahm 对为什么中国

需要 8% 的增长率这一问题感到困惑。她觉得

与数量型增长相比，质量型增长更重要。中国

目前的增长率并不是高效率的增长。另外，社

会需要的是幸福感，而不仅仅是增长数字。比

如美国有一个新的幸福感指数。

巴舍夫斯基认为，“保八”最重要的，取

决于改革的程度。但这一问题是非常复杂，会

引起很多的争议。她认为，50% 的 GDP 来自

于投资，投资是包括生产推动的，人口少了，

人口红利减少，所以必须利用全球市场，这

种模式不可能持续下去。第二，中国的消费占

GDP 的比例太低，只有 30% 左右，增长模式

必须转向消费拉动增长。在这其中，户口制度

改革是否成功等因素，将成为经济增长是否有

效率的一个重要指标。要想让经济提高效率的

话，首先在于让劳动者可以成为有生产效率的

劳动者，就需要让他们融入到中国的劳动力大

军当中去，同时提高中国整体的消费率。

从提高和改变劳动者的制度环境这一角度

看的话，中国将有一个非常巨大的国内市场。

她举例，美国过去 200 年的发展经验表明，美

国的国内市场支持了美国经济的快速增长。美

国过去可能在出口方面做的不是很好，但是在

国内的消费方面需求非常旺盛，生产效率也非

常高，使用资本效率也是非常高的。同时，美

国的服务业发展非常快。中国或许可以借鉴这

样的经验。

林毅夫不赞成巴尔舍夫斯基提到的中国需

要从投资转化为消费拉动型的增长观点。他认

为，中国需要进一步促进技术创新、工业革新

和结构的转化，但是，中国过去的廉价劳动力，

在过去的 30 年中是非常重要的。他认为，必

须承认中国在过去 30 年增长是非常快的，而

如果中国有消费拉动型的增长，就会出现像美

国曾经出现过的危机。

Laurence Brahm 赞同林毅夫关于中国不

能简单采用美国消费主义的增长模式的观点。

他认为美国社会和中国社会不一样。在中国，

人们面临着很大的不确定性，中国现在还没有

良好的社会保障的体系，劳动者无法从城市养

老计划中获得收益。在改革进程中，城市资金

投入到农村中也面临各种障碍。所以中国的储

蓄率高，中国人希望通过买房获得资本上的收

益。他认为，要等很长时间才能使中国建立起

以消费拉动的经济增长模式。

樊纲同意，中国有未来持续增长的潜力，

而 这 一 增 长 可 能 将 会 20 年、30 年 继 续 保 持

8%，也可能是 7%，但仍然是高增长率。但是，

中国需要很多改革，不仅是改革，也需要防

止危机。中国还有 35% 的人口是在从事农业，

把他们转移出来安置在其他的部门，增加就业，

就业从哪儿来呢？只能是增长。

另外，消费不仅仅是消费的问题，消费取

决于收入，中国的工资收入仍然比较低，政府

就必须要做一些再分配的工作，但是本身不能

决定工资的水平。为什么中国的工资水平低，

因为中国还有剩余劳动力，所以我们必须同时

解决数量问题和质量问题。

樊纲认为，资源永远在那儿，问题是如何

高效使用这些资源，并为此付出了多大的代价

成本。改革就是改进机构制度，红利就是效率

的改进。对中国来说，取决于我们如何能够改

进我们的效率，资源使用的效率、能源的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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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如何防止进一步的污染。

改革是否需要顶层设计

中国改革进入深水区，不再能够摸着石头

过河。去年以来，用顶层设计还是实行从下至

上的办法来启动改革，成为中国改革路径之争

的一个话题。与会嘉宾们也对这一问题展开了

讨论。

林毅夫首先表示，两种改革方式中国都需

要。如果看一下中国改革的进程，我们总是有

这样两种情况：一方面我们最高领导人制定了

自己的目标，为中国社会发展制定自己的目标；

但是，这样的目标必须要得到激励和补充，需

要基层的参与。樊纲也同意，路径上从上到下、

从下到上都是需要的。

巴舍夫斯基认为，任何领导都需要两件事

情才能够改变经济，一个是经济上的目标，同

时要制定一系列计划目标；第二点政治上的能

力，能够把他们所做的决定得到良好的执行。

对于中国来说，后者在邓小平先生身上得到了

良好的体现。所以我们现在关注的是，中国政

府是不是能够继续进行改革。她同意，从下到

上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在最高层必须要有人作

出决策。在改革中，一些官僚部门可能会失去

权利，如果决策的机制目标是不一致的话，要

想在中国社会达成一致的改革，就会变得越来

越困难。

伦敦经济学院客座教授 Martin Jacques

认为，中国在过去 30 年的经济管理中技术是

非常高超的，但中国需要进一步解决未来的问

题。而这不是依靠一个简单的办法，就能够在

复杂的生活中解决所有问题。他认为在中国历

史中，政府总是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未来也

很难改变，但可能具体的形式会有所调整。

改革中很重要的另一点是，如何改革中央

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关系。樊纲认为，中国的中

央政府是集权的而不是联邦制的政府，本地政

府和地方政府是由中央任命的。央地关系中最

重要的是财政关系。现有的预算法禁止地方政

府借债，这种法律使中国没有受到金融危机的

冲击，从而没有出现希腊那样的问题。但现在，

中国面临重新思考一下央地关系中的法律和系

统关系。如果在未来要大力推进城市化，地方

就需要为未来借债，那么如何让你现有的结构

适应这种需要，就面临考验。

在 库 恩 基 金 会 主 席 Robert Lawrence 

Kuhn 看来，中国的各个省像美国的各个州，

地方政府的权利非常重要，但是中国又不是联

邦制政府。

林毅夫认为，中国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

济的过程中，中国必须要竞争支付转移资源，

带来了很多腐败、贪污。现有的财政支出结构，

必须要改变成为一种以法制为基础的结构，增

加透明度和效率。

汇率与金融改革

人民币汇率在过去的十几年中一直不停地

升值。在国际关系和外贸领域，汇率问题已经

成为一个政治问题。现场嘉宾对此产生了争议。  

在巴舍夫斯基看来，汇率问题已经成为一

个政治问题。但实际上汇率很难发挥这么重要

的作用。比如当汇率变化对美国更加有利时，

实际上对美国的贸易赤字影响很少，汇率也不

是美中贸易赤字的治疗办法。但对中国这样实

行汇率管制的国家来说，如果有一个灵活的汇

率，如果中国的人民币汇率进一步升值，那中

国购买能力加强，消费增加，也是一个积极的

步骤。但她的确认为不断专注于汇率，是混淆

了其他更加重要的问题。

Martin Jacques 也同意巴舍夫斯基的观

点。他觉得，对中国来说，进行自由的汇率是

非常好的。中国的外汇储备投资美国的国债不

断上升，对中国来说是一个荒谬的投资。如果

汇率直接自由化的话，当然会带来各种困难、

就业问题，但是目前中国这种极高的外汇储备

是错误的，从长远来说也是非常危险的。他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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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好美元，他认为，有时候美元的价值也出现

问题。

樊纲则认为，真正的问题不光是汇率问

题，而是可兑换率问题。在资本账户下，资本

市场的资本是不是能够自由流动，特别是能够

允许中国的公司、中国的个人自由在国外进行

投资，这才是更重要的问题之一。

林毅夫同时谈到了金融领域的改革。他认

为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现在中国金融体

制过度集中在几家重要的银行和股市，只有中

国大型的国企和有钱人才有渠道获得好的金融

服务。收入的不平等是和腐败有着联系的。他

认为，这些收入不平等和腐败方面的问题必须

要得到解决，虽然解决需要时间。现在需要进

行改革，包括进行利率改革及降低成本。同时，

要有更多的中小型金融机构来满足农民的金融

需求。

樊纲也赞成，银行体系的改革很重要，但

是直接融资更重要。人们能够有直接投资，比

如说私募股权和投资基金包括风险基金融资，

这种市场在中国已经相当发达了，所以中小企

业现在得到更多的资金。我们的结构改革、金

融体系很重要，但不是专门侧重于银行体系。

我们的结构改革要求有更多的、总的金融结构。

民主会解决反腐败吗？

王一江教授提出，民主会给国家带来什么

不一样的未来？

林毅夫认为，竞争性或咨询性的民主当然

需要。对于政府来说很重要的一点是，在决策

的过程中听到公民的声音，这是政府治理一个

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在过去，这仅仅是人们

的愿望，但是现在已经成为了现实，因为我们

有英特网、有微博、有短信，我们还有一些社

会调查的网站，所以政府可以依赖很多的技术

来了解人民的愿望和希望。无论是在旧的民主

社会、传统的民主国家，比方说英国，还是像

中国这样的转型国家，政府都可以依靠这个渠

道来改善它们的决策。同时，中国的改革进程

和方向，毫无疑问，中国的发展和政治制度包

括政府等等都是以一种渐进的方式向前推进。

现在时代已经发生了变化，在未来会有更多的

变革。

樊纲认为，民主的重要要素是制衡，就是

要取得权利结构的平衡。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要素，在党内和政府内都是如此，它们都需要

有制衡。在中国的传统上，中国历代政府都有

制衡的机制。在这一方面有很多的事情可以做，

包括机制的和非机制化的，我们需要英特网来

跟踪人们的行为，我认为中国新的政府是非常

重视的。当然，作为经济学家，他经常会感觉

它们在经济改革上有点滞后，花了过多的精力，

比如在政治和反腐方面。

Martin Jacques 认为，中国可以做的一

件事情就是，政府主要官员，中央和省级官员

包括他们家庭的收入和财产的公共登记制度，

要公开这些信息，才是民主化和制约腐败的最

终途径。

巴舍夫斯基不认为中国会成为一个民主国

家。但她赞同中国要鼓励更多的政治多元化。

她认为，中国的公众不会接受越来越严重的腐

败，而腐败问题日益严重，光靠增长无法弥补。

Martin Jacques 说，他有一个惊奇的发

现。他发现，他所在的国家——英国，大家一

直认为是一个善于主张辩论和民主的国家，但

是现在在英国、在整个西方世界都存在一个问

题，就是真正有意义的辩论其实很有限，人们

感到正在出现的大变革，它们也是无能为力的。

但他感觉，中国现在具有非常积极的、热烈的

对于许多问题的讨论，比如说中国的外交政策

等等，中国人对于中国外交政策的辩论，比英

国对于外交政策的辩论有意思的多。所以有时

候，他认为一个国家的活跃和制度之间并没有

直接的关系。他认为中国正在进行的辩论，规

模非常大，比如在微博上的辩论等等，这对未

来将产生极大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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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经济如何实现良好复苏
——“全球复苏与亚洲的共同发展”分论坛综述

全球经济仍然处在复苏当中。如何提振

全球经济，各发达经济体国家的财政能否支

持量化宽松不停地刺激？亚洲的经济发展在

全球经济复苏中占有什么样的地位，制造业

时间：4 月 8 日  10：45 - 12：15

主持人

张燕生｜国家发改委学术委员会秘书长

演讲嘉宾

曾培炎｜中国国务院原副总理    

讨论嘉宾      

Richard Boucher ｜ OECD 副秘书长

Stephen Groff ｜亚洲开发银行副行长 

金立群｜中投公司监事长  

骆家辉｜美国驻华大使、前商务部长

Sachin Pilot ｜印度企业事务部长

郑晓松｜中国财政部部长助理 
 

Summary

会议综述

回流美国是可能的吗？欧洲要走出阴影，最

必要的改革有哪些？

聚焦上述问题，4 月 8 日“全球复苏与亚洲

的共同发展”分论坛上，与会嘉宾展开了热烈讨

论。演讲嘉宾——中国国务院原副总理曾培炎首

先发表了演讲。在演讲中他认为，提振亚洲经济

的一个重要途径，是增加亚洲基础设施建设投资，

用投资的方法来拉动经济，提升效率。他还提出

了亚洲基础设施合作倡议，希望开展各经济体之

间基础设施规划的交流与合作，携手解决亚洲基

础设施开发的巨大融资缺口。

讨论嘉宾就全球经济复苏的时间、方法

和路径进行了更广泛地探讨，并对亚洲和中

国的恢复增长提出了更具体的建议。经济结

构转型、产业链上的价值提高、增加基础设

施建设投资均非常重要。而对欧洲各国来说，

过紧日子，改变过去的生活方式也相当必要。

全球经济如何复苏？

嘉宾们首先一致认为，全球经济已经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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渐企稳。

OECD 副 秘 书 长 Richard  Boucher 说，

经济危机五年之后，我们看到了趋稳的迹象，

但是一种“沉淀的复苏和趋稳”。日本、美国

的增长一季度大概达到了 3% 左右，德国欧洲

的一些国家也做得不错。虽然欧洲另外一些

地区也有一些负面的增长，但很多欧洲经济

体正在呈现复苏的迹象。更重要的是，新兴

经济体的增长保持了较高的水平，这是史无

前例的一个脱钩的现象。

在中国，增长引擎非常良好。中国一季

度达到 8.5% 的增长率，这个是非常快的增长

率。巴西和印度的增长在 4% 到 5% 这个区间，

比较健康。印度尼西亚的增长则超过了 6%，

而且近十年来一直是这样。值得一谈的是印度

的增长。印度增长缘于国内需求，并不是因为

国际需求，所以它的增长才这么强劲和稳定。

而在中国，也正在进行平衡国内的需求增长。   

具 体 到 中 国 而 言，Richard  Boucher 认

为，中国新的增长来源，应当来自于中国制

造在价值链当中的上移。中国目前在全球价

值链当中的位置不高，因此中国生产的增值

部分有限，在价值链当中处于比较低的位置。

如何上移呢？在价值链当中上移有各种各样

的方法。首先要有很好的基础设施，包括贸

易的设施和国内的设施必须有效地进行；其

次，要投资于知识资产，这个知识资产可以

带来大的增值。在很多发达经济体当中，如

芬兰、英国、美国等，大公司投资的资产往

往是知识产权而不是投资于工厂和实体设施。

技术是价值产生的一个重要来源，80% 的增

值部分来自于 OECD 国家的技术产出。中国投

资于技术的比例现在达到了 7.5%。另外一点，

就是要发展服务行业。不能对服务行业有过

多限制，如果有更多的服务部门，就会增加

和提升在这个价值链当中的位置。

他还认为，中国需要改革现有的户口系

统，并提供可移动的养老金和医疗保护制度。

另外基础教育也非常关键。环顾世界，那些

表现最好的国家，它们的教育水平都是非常

高的。教育和技能教育不但对于个人的发展

非常重要，对于国家的发展也非常重要。只

有将这些措施结合起来，中国在价值链上的

位置才能得到提升。

亚 洲 开 发 银 行 副 行 长 Stephen  Groff 认

为，区域之间的合作越来越重要。区域之间

的贸易增长或者说服务贸易的增长，仍然少

于实体贸易的增长，需要增加。同时跨境的

程序也必须加以简化，以便使得这些贸易可

以得到促进，而且这些程序应该统一和一致。  

亚洲的金融一体化方面，虽然取得了一

定的进展，但是金融架构仍然是以银行业为

主导的，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仍然发展不足，

而且不够高级和精深。亚洲还需要一些工具，

使这个区域大量的储蓄可以用于投资。现在

这些大量的储蓄，都只是投资于回报很低的

欧元区和美国的国债。目前有大量的储蓄还

未能用于回报更多的投资，而且也没能给本

地区区域发展带来更多的贡献。他同意曾培

炎所倡议的加大基础设施投资和区域合作。

中投公司监事长金立群说，“其实没有全

球复苏这样一回事。”因为，在他看来，全球

复苏的假设存在着全球衰退。但是，有一些经

济体却从来没有衰退，中国就从来没有衰退

过。“中国一直在飞翔，并没有着陆。”也因此，

中国的宏观政策会和美国、欧洲国家的宏观

政策非常不一样。

在金立群看来，全球经济复苏最重要的

是欧洲复苏。虽然亚洲国家尤其是中国发展

不错，而且亚洲也非常愿意拯救欧元区，但是

欧洲和美日要先拯救自己。中国一个 8 万亿

美元的经济体，如何拯救一个总 GDP 达到 35

万亿美元的美欧日经济体呢？这是不可能的，

每一个经济体、每一个区域都得把自己的事

情干好。而中国最需要做的是，改善增长的

质量而不是保障它的速度和数量。但欧元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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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美国等国，必须考虑速度的问题。

在中国，必须要注重质量增长如何扩大。

我们要使我们的空气、水、医疗服务、教育等

等都要量化，我们要更重视质量而不是数量，

对于欧洲，真实的问题在于它们的社会福利制

度过时了。他认为欧洲各国政府如果不能够想

出真正的解决办法，又如何能够解决问题呢？

如果你觉得一周工作 30 个小时最好，那你如

何和亚洲国家进行竞争呢？因为亚洲每周工

作 40 个小时甚至 50 个小时。欧洲学生们在

街上抗议，抗议两年的合同，因为他们想签下

终身合同。而在中国，中国的学生会去找任

何一个公司的人力资源部门说，给我一天的时

间，我干一天活都可以，第二天还会让我回来。

而中国区域人口众多，有非常多的年轻人口，

社会负担再过二三十年也会非常的重。

美国驻中国大使骆家辉强调，中国、亚

洲国家和美国，都必须实现经济体的再平衡。

对于中国而言，应该更关注国内消费而不是

先 出 口； 对 于 美 国 而 言， 更 应 该 关 注 储 蓄，

减少消费者的驱动，金融市场应该更有秩序。

美国在努力增加收入、减少支出，使财政更有

秩序，美国家庭也正在减少自己家庭的负债，

所有这一切，使得我们已经看到了美国的经

济开始得到改善。

他认为，美国经济的增长速度正在提起

来，或许在 2014 年可以达到 3%。不过关键

在于美国努力实现再平衡的时候，亚洲如何

前进。亚洲要以对环境友好的方式增长，增

长的同时要保护环境。美国已经认识到保护

环境有利于促进就业。对于亚洲来说，一个

特别重要的领域就是水，饮用水、农业用水、

清洁的水，需要基础设施协调。中国和东南

亚一些国家都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因此在环

境方面也应该有更多的规划，基础设施特别

是水领域的基础设施，还有交通基础设施都

很重要。

骆家辉还谈到教育的重要性。在努力实

现亚洲经济再平衡的时候，教育对于减少城

乡差距特别重要。因特网的便利使得高质量的

教育得以普及。贫困地区的学生不仅可以听

到自己老师的课程，而且可以听到北京、上

海最好老师的课程，可以听到世界上最好老

师的课程，听到最著名大学教授所讲的课程。

因特网的力量使得人们可以连接在一起，可

以拯救亚洲人民，也可以拯救美国人民。

中国财政部部长助理郑晓松认为，全球

复苏和亚洲发展是相互联系的、不可分割的

一种关系。因为亚洲的经济发展必将对全球

经济复苏起到积极的作用。但是亚洲经济的

发展需要良好的外部环境。

当世界上主要的经济体，特别是货币储

备发行国一直推行数量宽松的货币政策时，对

亚洲对世界经济会有什么影响？当然首先会

对稳定金融市场起到一定的作用，但是，如

果长期无休止对金融市场投入大量的过剩流

动性的话，必然会导致国际跨境资本的无序流

动，不仅不利于本地区金融市场的稳定，推

高大宗商品的价格波动，而且也会使亚洲国

家特别是新兴市场国家面临更大的输入性通

货膨胀的压力，也可能会导致资产泡沫。

所以，郑晓松建议，主要的货币发行国

在制定宏观经济政策的时候，一方面要考虑

自己本国的利益，同时也要更多地考虑一些对

其他国家的负面的溢出效应。亚洲国家特别是

新兴市场国家由于经济增长率和投资相对较

高，过剩的国际资本出于追求高回报肯定要

把资金流向亚洲国家，特别是新兴市场国家。

这种情况一方面造成了输入性通胀的压力，另

一方面是在发达国家实施退出政策之后，一

旦国际资本大量流出，逆向流出新兴金融市

场的话，新兴市场国家很可能就会造成资产

泡沫破灭，甚至引发金融危机。这在历史上

有过教训。所以，亚洲国家特别是亚洲的新

兴经济体一定要有一种风险意识，在今后的

发展过程当中，一方面要注意提高宏观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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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的针对性和灵活性，一方面要妥善管理、

建立和完善经济金融的监管框架，防止金融

市场的波动产生不稳定性。

印度企业事务部长 Sachin Pilot 认为，全

球经济复苏的重要引擎在亚洲。亚洲最大经

济体是中国和印度，人口占世界的三分之一。

中国的增长速度在 8% 到 11% 之间已经持续了

20 年，印度增长长期保持在 8% 到 10%，去

年是 5.5%。5.5% 的经济增长对于印度来说，

几乎意味着衰退了。印度在未来的五年到七年

当中需要 2 万亿美元来投资于基础设施，包

括这个水陆空的基础设施。他希望在亚洲可

以进行合作，能够建立新的金融机构和组织，

可以理解这些项目的重要性，能够共同进行

融资。他认为曾培炎关于亚洲基础设施合作

的倡议，是一个非常好的想法。应该关注的是，

这个倡议如何变成可实施的计划。

他还认为，地缘政治也非常关键。稳定

的经济增长来自于相互理解和相互信任。全

球复苏可能会需要十年二十年的时间，这取

决于亚洲做得怎么样。在亚洲国家，价值链

提升是共通的任务。我们必须有自由的想法、

人员和货物的移动，这样印度和中国才能够进

行创新，才能够有创意、有好的技术管理水平。

为什么复苏漫长？

嘉宾们对于全球经济复苏的时间表，认

识并不统一。

印度企业事务部长 Sachin Pilot 认为，全

球经济五年到十年才会复苏。这既有经济上

的答案，也有政治上的答案。

从经济上来看，看看历史就知道，金融

危 机 和 信 贷 危 机 总 是 需 要 花 上 更 长 的 时 间。

人们要做各种各样的事情，开始逐步地还债，

逐步地重新储蓄，这需要一个时间过程。另外

还有一个政治上的答案。各国如何作出相应

的政治决定，也都需要耗费时间成本。欧洲

最大的问题是欧盟无法作出政治的决定。它

们说，它们没有办法加强单一的市场，无法

加强对于银行业的统一监管，这些问题其实

都是政治性的。对于印度而言，则是是否还

要再进行一轮选举。去年 9 月开始，整个政

府都处于不稳定的状态，所以很难进行改革。

对于美国来说，就预算结构问题拿出一个政治

决定也并不容易。中国也在进行再平衡，同

时中国也出现政治的过渡，所以政治上决定

很重要。当然每个国家都需要进行改革，而

每一次进行改革的时候，总有一些人会从现

有制度当中获益，他们会抵制改革。所以我

们确实要有政治的勇气。

金立群补充说，更深层次地看，并不是

金融问题导致了危机，而是人们的生活方式

必须面临调整。美国大量的债务是十多年间

积累的，经济没有高增长，这些债务如何解

决？以希腊为例，虽然希腊的生活标准下降

了 25%，但是还要花上许多年才能摆脱危机。

这对于亚洲国家来说，也是一个巨大的教训。

各国要从根本上解决自己的社会问题，修整自

己的社会福利体系，修改自己的劳动法，鼓

励人们辛勤工作。除非辛勤工作，否则没有

人会为你付账单，这一点非常重要。

另外，经济的重组和改革只能以创新为

基础。美国人一直在谈，要确保或者说重振制

造业。这个听上去很美，但是这只是在竞选当

中听上去很美，如何能让制造业回到美国呢？

美国的价值链已经上移了，它必须高水平地发

挥自己的经济优势，不可能再回到生产这种低

水平的、劳动密集型的产业上去了。而在中国，

我们也在逐步地在价值链上上移，而且要为

未来的更多挑战做好准备。如果没有技术方

面的新的突破，就不可能出现经济的重组。

骆 家 辉 说， 所 谓 的 价 值 链 上 升 和 上 移，

要实现这一点，劳动力大军要受到很好的教

育。第二点，也取决于每一个人能够公平地

参 与 竞 争。 如 果 中 国 和 亚 洲 国 家 开 始 创 新，

而不再依赖于低成本的劳动力的话，就必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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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保护知识产权。劳动者、发明者和企业家，

他们如果担心他们所付出的鲜血和汗水被别

人偷走，那么就不可能出现创新。先进的技

术和先进的创新，就会在西方国家和美国继

续而不会在中国出现。

美国确实不会有美国国产的袜子，也不

会重振这个方面的制造业。但是一些先进的

制造业会留在美国。很多的先进制造业实际

上应该设在思想者比较集中的地区，要设在

研发集中的地方，因为你要检验自己的想法，

要使发明者和制造者进行密切地交流，如果

制造者说你这个想法不错但是不可行，那么

这个设计者就需要进行调整和改变，因此先

进制造业的制造者和设计者之间的密切关系

是非常重要的。要做到这一点，首先要有一

个受到高程度教育的劳动力大军，每个想要

价值链上升的国家必须专注于教育，要创造

就业和就业的培训；第二，你要保护人们提

出来的想法，否则的话，你就没有办法在价

值链上上移，先进的研发和制造就会流向其

他的国家。

中国财政部部长助理郑晓松认为，这次

金融危机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传统上世界

经济的三个主要的发动机或者主动推动力都

出了问题，这在过去很少有过。所以此次危

机可能持续的时间比较长。成长速度恢复慢，

关键是找到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点。但新的经

济点在什么地方，恐怕对于发达国家也确实

是一个课题。

金融危机也导致了国际金融组织的改革

和变化。郑晓松相信，随着形势的发展，世界

经济的这种格局还会发生进一步的变化，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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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的发展中国家会和发达国家携手合作。国

际舞台应该是一个合作的舞台，而不是一个

互相较力的平台。

Stephen  Groff 也赞同，价值链的转移和

上升非常重要。但他认为金融业的发展尤为

重要，因为金融业的根本作用就是关于资本

和资源的配置，也就是在哪些方面进行投资，

如果不看到金融行业的继续发展和扩张以及

深化和细化的话，不管在教育方面进行多大

的投资，也无法看到取得进步。

中国增长如何启动？

嘉宾提问，现在讨论全球复苏，中国的

复苏更加关键。中国问题更大，增长乏力，中

国复苏要可以看得见的话，该从何做起？

中国国务院原副总理曾培炎笑着说了一

句，“就是经济结构要调整，国民经济要转型。

抓住这句话，你的企业肯定能做好。”

亚洲开发银行副行长 Stephen  Groff 说，

这一进程面临的挑战是巨大的，有很多工作

要做。但中国经济正在开始实现再平衡，而

且更多地突出了国内的消费，有了更多的消

费 和 服 务 的 发 展， 更 多 的 贸 易 和 服 务 贸 易，

这是一个很好的出发点和起始点。另外一点，

转变一个国家经济增长，从出口驱动转向消

费驱动，就要强调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中

国的社会保障制度还不像西方那么发达，但

是很显然需要做出更多的投资，投资于教育，

并进行税收改革，使得各省市可以有更多的

收入来进行投资，投资于教育和医疗保健，从

而推动内需的增长，并帮助整体实现增长。

金立群认为，中国短期如一年或一年半

就实现恢复过去的增长率不现实。首先，教

育要转变。教育不光涉及更多的教育投资，还

涉及教育的投入产出效果。我们的投入产出效

果不够。就创新而言，中国需要把“拷贝的

天才”变成“创新的天才”，中国经济才会有

希望。环境方面，医疗卫生及农业等方面也

都并不容易实现目标。另外，中国城市化和

其他发展中国家和欧洲国家有一个很大的差

别，中国户籍制度确实是限制了农民到城里。

其他亚洲国家或者发达国家的城市化，是要

消化吸收在城市落根的贫困人口，跟中国的

情况不太一样。城市化另外一个方面是怎么

样在农村实现现代化。而这一切的变革都需

要时间。

OECD 副秘书长 Richard  Boucher 认为，

长期来看高速增长可能无法持续。对中国来

说，7%、8% 的 增 长 已 经 很 好 了。 关 键 是 要

关注消费者，他们手上拿到了什么，什么样

的医疗服务，什么样的教育服务，能否得到

就业，教育是否帮助他们获得就业等等，要

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地去解决。如果普通人可

以从增长当中获益，即使增长的速度放缓了，

那么它的质量也可以使所有人都得到好处。

骆家辉补充说，中国国内是有巨大需求

的，但是问题在于，要使中国人手上有钱并

且敢花钱买这些产品。所以金融服务改革，或

者社会保障的改革是非常关键的。一些行业应

该有更公平的竞争环境。如果让外国企业进入

一些行业的话，它们就会雇佣中国人，而且外

企工资很高，有很好的福利。它们也可以帮

助进行培训，并且有助于改进这动力的结构。

所以他觉得，如果使现在一些禁止外资进入

的行业开放，特别是金融服务行业开放的话，

对中国增长将会非常有帮助。

Sachin  Pllot 也 认 为， 增 长 速 度 的 数 字

对于社会而言没有那么重要。重要的是我们

的公民拿到哪些实质好处。在中国和印度，1

美元比世界上很多国家 1 美元可以买到的东西

多得多，所以生活质量更重要。人们是否每

天都需要找工作，能否有吃喝，能否得到基

础的教育，所有这些都比增长数字来的重要。

一个政府的宗旨，就在于提供更好的经济机

会，提供使得人们能够更健康、更安全、更

可持续的生活，这些比 GDP 的数字重要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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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连增”背后的粮食安全隐忧
——“粮食安全 ：亚洲携手 共同面对”分论坛综述

中国连续九年粮食大丰收是好事，也不

是好事。“九连增”麻痹了一些农民和官员，

认为中国粮食问题无忧。然而，今年西南地

时间：4 月 8 日   10：45 － 12：15

主持人

牛盾｜中国农业部副部长

讨论嘉宾

韩长赋｜中国农业部部长

陈志荣｜海南省副省长

袁隆平｜中国工程院院士、杂交水稻之父

陈章良｜广西壮族自治区副主席

张玉玺｜北京新发地农产品有限公司董事长

YUKoilimiamthong（钰昆·林岚通）｜泰国副总理兼农                      

业和合作社部部长

Alejandro Jara ｜ WTO 副总干事

Zein Abdalla ｜美国百事公司总裁

Stephen Badger ｜美国玛氏董事长

于旭波｜中粮集团总裁
 

区大旱，也许是对未来粮食隐忧的警醒。

2012 年， 中 国 粮 食 总 产 量 达 到 11791 

亿 斤， 实 现 了“ 九 连 增 ”。 连 续 五 年 稳 定 在

10500 亿斤以上；与此同时，小麦、玉米、稻

谷和大米等谷物进口量却大幅上升，净进口

1296.7 万吨，增长 3.1 倍。

进口激增背景下，国内粮食安全形势究竟如何？

近期，农业专家调研发现，随着工业化、

城镇化进程的加速，以及水资源日益缺乏、干

旱面积扩大、气候灾害频发、农村劳动力匮

乏等问题的出现，粮食连年丰收的背后，粮

食安全问题依然是抹不去的隐忧。

“九连增”背后是繁杂的政策保障，不堪

重负的投入支撑；不合理的施肥；只种不养

的掠夺式生产方式，无法休闲的耕地不堪重

负；土壤酸化、沙化、盐碱化，有机质含量

下降等问题不断暴露。

与此同时，城市建设占用大量优质耕地，

补充的往往是复垦或新开垦的中低产耕地，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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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耕地总量没减，但综合质量却下降了。数

据显示，目前我国中低产田面积由“十五”末

期的 65%，上升到现在的近 70%。今后继续

承担粮食增产重任的持续性前景并不乐观。

“中国的粮食安全状况到底怎样？”粮食

安全问题亦成为博鳌亚洲论坛 2013 年年会上

的焦点话题。博鳌亚洲论坛首设农业议题，并

将主题定位为“粮食安全：亚洲携手 共同面

对”。4 月 8 日上午举行的这场圆桌讨论会上，

嘉宾围绕“粮食安全挑战与应对”“国际合作

与粮食安全”等题目阐述了各自的观点，并

传递出携手应对粮食安全的声音。

立足国内保安全  

近年来，受国际金融危机、气候变化和

能源政策等因素的影响，世界粮食供求总体

处于紧平衡，全球粮食库存目前降至五年来的

最低。国际粮价在高位剧烈波动，世界粮食

安全面临严峻的挑战。据联合国组织的估测，

全球仍有 8.7 亿饥饿人口，实现千年发展目标

还远。   

针对粮食进口激增等问题，农业部部长

韩长赋在圆桌会上表示，  解决好 13 多亿人的

吃饭问题是治国安邦的头等大事。当前，中

国的粮食等重要农产品供应充足，价格总体

稳定，特别是水稻、玉米和小麦三大主粮的

自给力达到 98.1%，应该说 13 多亿中国人的

饭碗还是牢牢端在自己手里的。

虽然这两年玉米、大米和小米的进口增

长幅度较以前有很大提高，但是国产总量还

很大。我们的目标是夺取第十个丰收年，今

后五年是发展现代农业的关键时期，我们坚

持走有农业特色的现代化道路，深化农村改

革，加快农业的科技进步，促进城镇一体化，

促进农业现代化、工业化的同步发展，未来

中国有信心、有能力立足国内保证粮食安全。   

“解决粮食安全问题，除了通过改善基础

设施、提升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更重要的是

重视种业的发展。”海南省副省长陈志荣在圆

桌会上说：“目前中国有 30 个省份的 500 家科

研单位近 5000 名育种人员在海南从事工作，

育种面积达到 20 万亩，应该说在保障国家的

粮食和种业安全上发挥了不可替代的关键作

用。”

有 专 家 说， 种 子 对 农 业 的 贡 献 率 高 达

30%，这也就不难理解“一颗种子可改变世界”

的说法。陈志荣表示，海南省提出了南繁基

地正规化建设的总体思路，“重点建设好南繁

育种科研区和制种区等”。

在圆桌讨论会上，作为杂交水稻之父的

中国工程院院士袁隆平用一系列数字阐述了

种 业 对 于 农 业 生 产 和 粮 食 安 全 的 重 要 作 用。

“现在全球的水稻面积是 1.5 亿公顷，每公顷

年产 4 吨，我们的杂交稻有 1700 万公顷，在

我 国 平 均 产 量 是 7.5 吨 / 公 顷， 占 水 稻 总 面

积的 58%，杂交稻每年增产的粮食可以养活

7500 万人口。”

“如果全世界有一半的水稻种上杂交稻的

话，所生产的粮食会有 1.5 万亿吨，可以多养

活 4 亿至 5 亿人口。”袁隆平表示，希望通过

各级政府、组织和企业的共同努力，为解决

全世界粮食安全作出新的贡献。

中国广西壮族自治区副主席陈章良建议，

希望继续重视农业。不能因为粮食九连增，就

不太重视粮食生产了；希望亚洲各国对农业

有更多政策和资金上的支持。目前小额贷款，

特别是大的农业担保非常困难，希望有一些倾

斜。中国农业走到了一个变革的路口，从分田

单干到承包，今天已经没有办法竞争，如果没

有规模化的竞争，没有现代农业、没有机械化，

我们已经很难在单位面积上生产出足够的粮

食。我们今年谈到土地流转，小块土地要变

成大块土地，田埂拆开可以增加很多面积。  

与会专家普遍认为，中国连续九年粮食

大丰收是好事，也不是好事。担心“九连增”

麻痹了所有的农民和官员。今年西南地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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旱，也许是对粮食隐忧的警醒。

北京新发地农产品有限公司董事长张玉玺

提出未来化解粮食安全隐忧的几个渠道：

第一，种子因素。目前国外种业公司已垄

断世界种业的 70%，中国大豆从 2001 年之后

就全部变成美国的转基因大豆，现在中国东北

种植的玉米产量高，但是美国的先锋种业品种，

中国的棉花、玉米、花卉等，它们都是洋种子，

都已经被国外种业公司垄断了半壁江山，控制

了定价权。这些国外种子威胁着我们的安全。

第二，耕地因素。保证 18 亿亩耕地红线，

确保土地的质与量。资料显示，1995 年中国耕

地 12 亿亩，当时有一个美国大使喜欢剪中国

的报纸，报纸常登，每年沙漠化会减少很多耕

地，每年修公路可以减少一个县的耕地。经统

计，2001 年他发表文章说中国每年土地减少

1000 多万亩。即使 18 亿亩保住了，但是有一

个质的问题，是亩产囤粮田的土地，还是收获

着微薄量的土地？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

长、办公室主任陈锡文说，虽然耕地总量在 18

亿亩，但是有灌溉面积的只有 17 亿亩。

第 三， 人 口 因 素。 中 国 用 世 界 上 7% 的

土地养活了世界上 22% 的人口，这不是荣耀，

而是危机。           

提高粮价安全才有保障

粮食价格太低，导致种地积极性差已经

成为普遍关注的问题。专家调研表明，种水

稻一年挣 300 元 -500 元，农民打工一月的收

入就超过一年的收入，无法提高粮食价格就

无法提高农民的积极性，也就无法真正保障

粮食安全。

针对这一话题，广西壮族自治区副主席

陈章良表示，近来有三件事让他感受很深：第

一件事情，去年底习总书记说了一段话，“中

国有 13 多亿人口，如果粮食出问题的话，谁

会来救我们，谁能够救得起我们？”当时听

过之后感受很深。第二件事情，连续九年中

国粮食增产，在当今农业形势下连续九年粮

食增产非常不容易，现在接近 1.2 万亿斤。但

是去年进口的粮食达到历史最高水平。进口

大豆 5800 万吨，小米、水稻、玉米，去年加

在一起进口 1100 万吨。去年整个农业贸易逆

差接近 500 亿美元，都创历史最高水平。

“广西甘蔗榨糖占全国 60% 以上，中国十

块糖中有六块糖来自广西，但是糖的价格从

去年 1 吨 7000 元一直掉到 5500 元，2200 万

蔗农的命运系在一根甘蔗上，这种跌价情况

下蔗农越来越艰苦了。”陈章良对价格问题非

常忧虑。他说，为什么价格掉成这样？因为

中国去年进口白糖达到历史最高水平，原糖进

口了 361 万吨，面对组织强大有补贴的外国蔗

农，广西蔗农一亩地只拿 40 元到 50 元的补贴，

不如一头能繁母猪。

有人担心，提高粮食价格会影响低收入

人群。陈章良建议，希望政府通过低保给很

多低收入家庭进行补贴。以保证粮食价格有

所提升，保障粮食安全。

北京新发地农产品有限公司董事长张玉

玺也赞同提高农产品价格，让种地农民增收，

来保障粮食安全。

他在圆桌会上表示，目前中国粮食自产

率保持在 95% 以上，对粮食贸易的依存度还

是比较小的，但是不得不注意，在某些农作

物中已经失去了控制力，比如大豆，现在大

豆生产量已被粮食供应商所控制。来自挪威

的数据统计，2012 年中国进口大豆数量 5700

万吨，几乎买空了国际市场的大豆现货，美国、

巴西的大豆市场一旦有风吹草动，必然造成

中国市场的狂风巨浪。

Summary

会议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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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安全需要亚洲合力

在圆桌讨论会上，众多讨论嘉宾表达了

同一个观点：解决世界粮食安全问题，需要

亚洲国家和地区的共同参与。

“近年来，中国积极参与‘10+1’、上合组

织等农业部长会议，加强区域粮食安全的协

调；与亚洲相关国家共同建立了‘10+3’大米

紧急处置机制；帮助印尼、柬埔寨等八个国

家建立了优质高产农作物示范基地，示范品

种及组合 240 多个，推广面积接近 80 万公顷，

增产幅度平均在 30% 以上；帮助越南、缅甸

等周边国家开展跨境的动植物疫病防控，为

稳定亚洲的粮食市场发挥了积极作用。”韩长

赋表示。

韩长赋呼吁，亚洲各国和地区应携起手

来，共同应对粮食安全问题。“加大在国际及

区域组织中的协调力度，提升亚洲国家和地区

在粮食安全领域的影响力和话语权。积极开展

农业多双边合作，相互学习借鉴农业政策法

规、实用技术和先进经验。反对贸易保护主义，

建立公平合理、持续稳定的农业贸易秩序。”   

“泰国一直在加强技术研究来提高粮食产

量，同时在生产过程中关注环境保护，减少

温室气体排放，使农业生产做到可持续发展。”

泰国副总理兼农业和合作社部部长钰昆·林

岚通表示，必须通力合作采取更多的方法保

障粮食安全，中国将在其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WTO 副总干事 Alejandro Jara 在圆桌会

上提到粮食安全的另一视角——那就是渔业。

全球 80% 的渔业资源被过度开发和使用，今

天这个数据已经达到 85% 了。其中一个原因

是，一些富裕国家对自己的渔业活动进行补

贴，导致太多的渔船在公海上追逐鱼类资源，

这个情况没有好转。要扭转这个局面，起码

要几十年的时间，所以需要进行谈判来减少

或者消除这样一种有害的渔业。

“ 这 些 问 题 不 能 通 过 双 边 或 者 区 域 的 自

贸协定来解决，必须是多边机制的核心内容，

也就是通过 WTO 的机制来实行。我们在等待

那些政治明星做好准备，把这些事情变成可

能。”Alejandro Jara 呼吁。

农业亟待绿色革命

气候变化问题造成了粮食产量方面的很

多不确定性。这给每个国家都带来了巨大压

力。同时也使得全球粮食情况面临巨大的挑

战，许多国家都在考虑对农业部门进行结构调

整，将其作为新粮食革命和绿色革命的内容。

有一些国家通过生产和发展一些新的粮种，包

括一些抗病虫害的作物，来应对这样的危机。

针对农业部门的结构调整，泰国副总理

兼农业和合作社部部长钰昆·林岚通表示，“生

产对环境友好的一些产品是一个解决方案。”

泰国作为一个重要的粮食出口国，开始对农业

部门进行结构调整，包括土壤改良等未来提

高农民生产效率的战略做法。同时，帮助农

民提高农产品质量以及及时的运输，泰国政

府将重新建立运输结构和基础设施，包括高

铁和其他公路等，把市场和生产基地连接起

来，这个网络甚至连接到旅游地点，食品分销，

不光是在国内，一直波及到东盟国家。

另外，在粮食生产过程当中泰国关注环

保，保护自然资源，使其可持续发展，减少

污染带来的影响，减少排放温室气体。“泰国

正致力于关注可持续性发展的农业生产。”钰

昆·林岚通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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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革多哈
——“被冷落的多哈”主题午餐会综述

多 哈 回 合 谈 判 是 世 界 贸 易 组 织 成 员 自

2001 年展开的新一轮多边贸易谈判，其宗旨

在于促进世贸组织成员削减贸易壁垒，通过更

公平的贸易环境促进全球特别是较贫困国家

经济发展。然而，自 2001 年至今，多哈回合

在 150 个成员国中经历了十余年讨论，却没有

达成任何决定或决议，使多哈谈判陷入僵局。

在博鳌亚洲论坛 4 月 8 日举行的“被冷

时间：4 月 7 日   12：30 － 14：00

主持人

Deborah Kan ｜华尔街日报执行制片人

讨论嘉宾

Barshefsky ｜美国前贸易代表         

Alejandro Jara ｜世界贸易组织副总干事

俞建华｜商务部部长助理
 

Summary

会议综述

落的多哈——多边贸易体制博弈困境”主题

午餐会上，与会嘉宾均认为，虽然发展中国

家与发达国家之间农业补贴问题矛盾使多哈

谈判陷入僵局，但多边贸易体制仍然是贸易

政策的主渠道，区域一体化和区域自贸协定

只能起到补充作用。

博弈困境难解

自 2001 年 11 月 启 动 以 来， 历 经 12 年 辛

苦谈判的多哈回合至今尚未达成任何最终协

议。谈判之所以异常艰难，在于美欧等发达

成员无法对取消本国农业补贴作出承诺，而

发展中成员在未分享到发达国家农业市场“蛋

糕”的情况下，亦不愿真正进一步开放本国

市场。双方在农业与非农产品市场准入这两

大关键问题上的经年“扯皮”，导致谈判一再

陷入僵局。

外界普遍认为，2012 年 12 月 3 日召开的

WTO 第九届部长级会议将成为多哈回合缔结

协议的“最后期限”，然而博鳌论坛上，与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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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宾普遍认为，届时多哈农业补贴难题仍然

难以解决。美国前贸易代表 Barshefsky 坦承，

目前外界对于美国及欧盟等发达成员削减农

业补贴的期望无法实现，发达成员削减农业

补贴的力度难以满足发展中成员要求。

农业补贴在美国、欧洲、日本、韩国等

发达国家及地区普遍存在，取消农业补贴后

所牵涉的政治考虑，使大多发达国家领导人

难以抉择。美国几乎每个选区都有农场，其

他国家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如日本自民党

有相当比例的农民选民，欧洲也同样需要保

护小型农场主，这些小型农场主不但为国家

带来了出口收入，同时也代表着一种无法抛

弃的传统生活方式。

Barshefsky 表示，对于美国和欧洲而言

能否消除农业补贴，答案是否定的，但农业补

贴确实已经给发达国家财政支出造成了不小

的压力，近期美国即将通过立法部分削减现

有农业补贴，在未来的某一时间，考虑到财

政压力，美国有望实现更大力度的补贴削减，

最终满足发展中成员的要求。

然而，美国迫于财政压力所可能作出的

远期让步，对于年底 WTO 第九届部长级会议

上能否达成最终一揽子协定，可谓远水难解

近渴。博弈困境难以调解，如若要使多哈回

合在“最后期限”有所进展，革新谈判模式

便成为唯一选择。

打破“一揽子协定”

这一轮金融危机后，面对并不尽如人意

的世界贸易形势，推进多边自由贸易谈判的

压力更甚， 世界贸易组织副总干事 Alejandro 

Jara 在论坛上表示，随着时间的推进，多哈

回合谈判肯定会发出更多积极的信息，通过

渐进式的变革获得生机。例如，多哈回合每

一议题需要所有成员国一致通过的谈判原则

需要重新思考与检验，是保留一致通过原则，

还是先在主要利益相关方中取得一致再向外

推广，还需要更多探讨。

除此以外，“平衡”的理念在今后的谈判

中将继续得以施行，特别是在关税减让、农

产品补贴等方面。然而，针对个别议题，多

哈回合谈判将打破“一揽子”的限制，就分

歧较小、容易形成共识的问题首先达成协议，

其中重点就是促进贸易便利化的全球推进。

商 务 部 部 长 助 理 俞 建 华 在 论 坛 上 表 示，

预计年底 WTO 第九届部长级会议将达成多哈

回合早期收获协议，就贸易便利化议题单独

缔结协议，同时部长级会议还会制定下一个

十年工作计划，讨论多哈回合剩余的议题。

若此次部长级会议得以达成早期收获协

议，将有助于国际贸易走出阴霾。数据显示，

目前国际贸易交易成本主要来自各国海关的

管理方式，约占总成本的 5%，若贸易便利化

协议得以达成从而简化海关程序，即使不降

低关税，也将极大地促进国际贸易发展。

此 外， 对 于 特 定 议 题， 多 哈 回 合 未 来

亦 可 能 采 取 分 行 业、 分 领 域 的 谈 判 方 式。

Barshefsky 表 示， 服 务 贸 易 在 多 哈 回 合 20

余个议题中属于难度较大的议题，服务业很

难实现入境自由贸易，从上世纪 90 年代开始，

美国对于服务贸易的谈判策略，即分行业在

金融、通讯等关键服务贸易领域中，将有共

同意愿的国家结合在一起，这一谈判方式未

来应当为世贸组织所采取，推动各成员进行

合作。

Barshefsky 介绍，美国在过去十余年服

务贸易谈判中，采用分行业的谈判思路，首先

达成协议去除所有信息产品关税，特别是与

因特网有关的信息产品关税。全球信息通讯

业中只有少数一些国家占据着比较重要的地

位，他们在通讯业产品服务贸易中构成了全

球贸易的大部分份额，而大多数国家在这一

领域中只是边缘玩家，因此美国在开始通讯

领域贸易谈判时，最初只有十余个国家参与，

此后谈判的规模不断扩大，逐渐打破了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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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垄断并创建了良好的合作框架。

在未来服务贸易谈判中，全球约有 20 个－

25 个国家是核心国家，这些国家可以先进行

开放，并邀请没有参加的国家逐渐加入进来，

对于服务业来说，这是较为高效的谈判方式。

Barshefsky 表示，服务贸易领域最值得

关注的行业是通讯与金融服务，一些国际企

业也在为金融、通讯跨国交易自由化而努力，

进行多方的游说活动，正是因为它们认识到这

个行业对它们的重要性，因此美国分行业的

服务贸易谈判思路是非常有效的，这一思路

未来应该在世贸组织下进行，例如如果评价

WTO《信息技术协定》（ITA），可以发现其经

济收益比整个乌拉圭回合收益都要大。

“区域”VS“多哈”

近年来，FTA（自由贸易协定）、TPP（跨

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RCEP（区域全面经济

伙伴关系）等新的双边与区域贸易机制如雨

后春笋，快速发展。变革后的多哈能否赶上

FTA 发展的脚步进而“不死”？ TPP、RCEP

等地区多边机制将替代还是激活多哈？成为

论坛热议的话题。

与会嘉宾普遍认为，由于推动全球自由

贸易的 WTO 多哈回合谈判受阻，面对经济全

球化的需要，需要加强区域经济一体化，但与

此同时，双边和区域贸易机制将对未加入合作

机制的国家产生贸易转移与替代效应，从而

会造成全球贸易自由化进程中新的多重不公，

因此多边贸易机制不应被边缘化。

Alejandro Jara 表示，之所以现在大家

愿意选择双边与区域贸易机制而冷落多哈回

合，在于双边与区域贸易机制中不需要处理农

业补贴等问题，政治上有争议的问题也往往不

会在双边与区域贸易机制中显示，因此自由

贸易协定容易达成。这一形式的方向是正确

的，可以提高效率，打开各个国家的国内市场，

但双边与区域贸易机制并非贸易自由化最好

的选择，这只是一个次优方式。

Alejandro Jara 进一步指出，特别是各

双边与区域贸易机制在谈判过程中，将会创

造出一些新规则，尤其是服务贸易领域，未

来若要统一各个分散的自由贸易协定，形成

统一规则，将会遇到较大困难。

俞建华表示，尤其发展中国家需要多哈

回合这样的多边贸易体制，多边贸易机制可以

更好地保护各方的利益。中国首先会在 WTO

的框架内做更多工作，除此以外，中国还将

做一些额外工作，目前中国已经加入了很多

自由贸易协定。

中国上一轮全球多边贸易谈判是在 15 年

以前达成的，各国需要进一步实现服务贸易自

由化、改善市场条件，同时，双边与区域贸易

安排能够覆盖更多的领域和部门。俞建华表

示，中国需要积极参与自由贸易协定，但自

由贸易协定之间不同的规则与标准可能会导

致多边贸易体系的分割化，因此对中国而言，

多边贸易体制仍然是中国贸易政策的主渠道，

区域一体化和区域的自贸协定只是起到了补

充的作用。

对于中国是否会参加 TPP，俞建华表示，

日本近期宣布正式加入 TPP 谈判，对此中国

表示关注，中国希望 TPP 是包容的、透明的、

非歧视的。目前亚太地区存在 TPP、RCEP 等

不同的机制渠道，希望彼此在成员构成上能够

相互融合，这样的区域合作才是安全的、稳

定的、可持续的。然而，目前 TPP 标准过高，

希望这一标准不要人为定得太高，让一些包

括中国在内的国家因为高标准而被排除在外。

对 此，Barshefsky 回 应 说， 美 国 希 望

TPP 能够制定较高的标准，超越 WTO 标准并

包含 WTO 没有涉及的领域。美国不太可能会

降低 TPP 的标准。但即便是在高标准的协定中，

各成员也会有自己的例外之处，尤其是可能

会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消除某些壁垒。

Barshefsky 认为，高标准并不应当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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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加入 TPP 的瓶颈，中国在最初开始入世

谈判时，WTO 规则对当时的中国而言也是难

度很大的，但中国用了较长的时间谈判并实

践 WTO 标准，TPP 可通过增加灵活性使中美

谈判各方都得到满足，进而将整个区域纳入

其中。随着时间的推移，TPP 也可能会和其他

协定进行组合，或纳入 APEC（亚太经济合作

组织）的框架之中。

在 Barshefsky 看来，世界上大多数自贸

区协议都是围绕关税而展开的，并没有太多新

意，而美国的自贸区协议则更加全面，其中

包含了农业领域，这并不是一个普遍的做法，

但考虑到多哈回合谈判中有关关税的议题与

自贸协定中零关税的差别不大，因此只关注

关税降减的自贸协定不会对国际贸易产生多

大影响，在多边协定达成之后，这些只关注

关税的自贸协议最终都会消失。

Barshefsky 表示，自贸协议有塑造国家

软实力的考虑，如果观察亚洲地区，我们会发

现，这些国家希望能够发挥自己的实力和影

响力，他们希望制定和主要国家相比的规则。

比如说中国的自贸协定和美国的就很不一样，

这是两种不同的制度。我们需要加强了解，并

注意这些能够体现软实力的工具，和只关注

关税的自贸协定不同，它们毫无疑问会在未

来继续存在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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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握中国电影的好时候
——“博鳌文化分会”分论坛综述

今年，中国电影继续保持良好发展态势。

2013 年一季度票房突破了 51 亿元人民币，市

场份额超 69％，比去年同期增长了三成，创

造了有史以来中国电影一季度最好成绩，涌

现一批高票房的国产电影，例如《北京遇上

西雅图》《西游降魔篇》等。 

时间：4 月 8 日   16：30 － 18：00

主持人

苏彦韬｜好莱坞中美电影节组委会主席

讨论嘉宾

李察 . 安德森｜美国电影导演、编剧、电影音效设计师         

陆川｜ “川制作”导演兼总裁

安德鲁 . 摩根｜美国鲁迪摩根集团总裁

王中军｜ 华谊兄弟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张纪中｜制片人、导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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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中国电影自 2012 年下半年开始

就有了令人欣喜的变化，不仅出现了首部票

房破 10 亿元的影片《泰囧》，而且全年国产片

票房也达到了 173 亿元人民币，市场份额超过

48％，远远高于当年 2 月和美国签订协议之

初的预期，这给中国电影提振了信心。 

在快速的发展过程中，中国电影从业者

们亦开始思考未来和中国电影全球化的问题。

本次分论坛重就这一问题展开了讨论。

娱乐化、产业化势不可挡

与会嘉宾在发言中均表示，2013 年的中

国电影正面临着一次很大的变革，在电影的

选材、制作、运营，包括观众及影院的成长

都会推动电影界发生巨大变化。至于究竟将发

生什么变化？与会嘉宾亦发表了各自的看法。

陆川导演认为，首先，娱乐化是未来中

国电影的一个必然趋势，它会对电影本体带

来冲击；其次，观众会成为影片或导演选片

的因素，甚至是主流因素，而观众更倾向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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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的评判，艺术性退为其次，甚至更其次。

他认为 3D 技术会引领潮流，并表示，“我觉

得未来电影在中国短期内能看到的结果是市

场化、类型化。”

美国电影导演、编剧、电影音效设计师

李察·安德森同意陆川所说，并强调，电影

的最终宗旨就是娱乐大众。

他进一步解释道：“对于观众来说他们不

懂技术，他们只是想看一个感兴趣的故事。” 

不过，他认为，电影显示技术对观众的影响

是不可避免的，电影将来肯定越来越走向数

字化，3D 化不断地成为一种标准，像我们的

色彩标准、音响标准一样。“现在还没有走到

3D 的尽头，虽然很多人不太喜欢 3D，但在未

来一段时间这将继续是一种选择。”

华谊兄弟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首

席执行官王中军亦表示：“起码短时期内中国

电影有点娱乐化，起码是泛娱乐化。”

他认为，所谓娱乐化就是怎么迎合观众

开心甚至是一瞬间的娱乐，与此相反的是，这

一两年那种严肃题材或者是导演个性化的艺

术探索，虽然每个导演都很执着，但没有人

给他买单了，“这也就造成了投资人和导演之

间肯定会有些不同的看法”。

关于电影产业娱乐化的问题，上世纪 70

年代和李小龙合作过的美国鲁迪摩根集团总

裁安德鲁·摩根的一句话变成了当天会议的

经典语录，他说：“今天的娱乐是明天的文化，

我们都不应该怕，我们的机会越来越多，不

放弃。”

此外，王中军认为，在电影娱乐化的同时，

中国电影亦快速地成长并产业化。

“ 电 影 院 由 于 终 端 及 各 种 媒 体 技 术 的 发

达，现在中国电影单日票房已经挑战了 1 亿多

元人民币，所以我觉得电影起码是可以谈产

业化的一个文化产品了。”他表示，在座的电

影人都赶上了中国很好的机会，中国电影甚

至从商业上有可能挑战国际最高标准，“我觉

得三五年后中国一部电影可以冲击三五亿美

元。”他回忆称：“我记得拍陆川第一个戏时，

他坐在我办公室跟我说了半天才给了他 100 万

美金，今天给他 100 万美金连演员都请不到

了。”

安德鲁·摩根，对中国电影的发展历程

有 着 切 身 的 感 受， 他 将 昔 日 看 到 的 电 影 市

场， 与 当 今 做 了 对 比 之 后 表 示：“ 现 在 你 们

真的可以说有一个很大的国内市场，但五年

后还会更大，届时中国将成为全世界最大的

市场。”

关于未来电影，张纪中表示：“不管是昨

天、今天还是明天，电影总是一个集合了所

有艺术元素的一个最佳的表现形式，这才是

电影的魅力。所以，不管是 3D 还是什么，它

的内容决定了它的魅力，它的形式也决定了

它的魅力。”

在针对中国电影市场发展方面，他亦认

为，应该向电影产业化的方向去走，“所谓的

产业化，我觉得就是各个部门专业化的集成。”

王中军亦表示，中国电影最大的趋势首

先是越来越专业，其次是规模越来越大，逐

渐向世界第一流的电影靠近。

走出国门需专业化

中 国 电 影 面 临 的 市 场 机 会 已 毋 庸 置 疑，

下一步的关键任务便是如何走出国门，形成

全球化竞争优势。与会嘉宾在发言中均表示，

走出国门就需要专业化运营，但在全球化的

同时亦会促进中国电影的专业化运营。

张纪中表示，由于中国电影市场的繁荣，

使得很多好莱坞的专业制作团队，愿意到中国

来，给中国电影带来了学习的机会，“我相信

中国电影产业会像中国的汽车工业一样，在

与外资的合作中产生更具强大生命力的作品，

同时获得专业经验。”

王中军认为，中国电影国际化，并不是

因为内容不国际化而走不出去，而是电影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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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公司的实力和渠道走不出去。他以冯小刚

导演 2005 年拍的《集结号》为例称，如果将

电影中的中国士兵换成美国士兵，将华谊兄

弟公司换成华纳，可能就走出去了。

中国电影制作公司一度偏小成为中国电

影走出去的最大障碍，华谊兄弟公司市值只

有 20 亿美元左右，而美国一线传媒公司的市

值大都在 400 亿到 600 亿美元。王中军说：“非

说拍一部电影必须到美国跟迪斯尼竞争，我

觉得这个故事讲不圆。”

在中国电影公司如何做大的问题上，王

中军认为应大力拓展其产业链布局。

据其介绍，在国际成熟地区票房只占电

影公司总收入的 30%，有 70% 是来自它的衍

生品及知识产权保护。现在华谊兄弟亦在努力

拓展产业链，今年在海南将建成一个名叫“电

影公社”的电影小镇。

同时，王中军强调，在做大公司、促进

其全球化的同时，专业化的运营分工亦是实

现全球化的关键。

他说：“团队管理理念要国际化，首先是

分工的国际化，导演是干什么的、制片人是

干什么的、公司发行老板是干什么的，要分

清楚。”

但中国电影在分工运营上有诸多亟待改

进的地方。陆川认为，“在中国做导演特别累，

就是要做很多导演以外的工作，要去谈很多

事情，其实我并不想做这件事情。”

王中军认为，导演和投资人经常会形成

矛盾，这是行业现象，不管是制片人还是投

资人应该尽量完善导演的优点。他说：“一个

电影的核心还是导演。”

安德鲁·摩根称其经常问导演的三个问

题是：为什么我们拍这部片子；我们花了多

少钱，估计可以卖到多少票房；为什么老百

姓会来看我们的片子。王中军对此响应说：“我

觉得摩根几乎说出了制片人的精髓。”

陆川站在导演的立场称：“作为在中国的

导演，希望摩根也好、中军也好，能够把制

片人所有的工作都做掉，而导演就做导演的

事 情， 这 是 我 唯 一 的 想 法。” 李 察· 安 德 森

认为，制片公司和导演之间一定会出现分歧，

“ 我 们 必 须 互 相 尊 重 各 自 的 立 场， 他 肯 定 关

注资金的问题，我肯定会关注艺术角度的问

题。”

除 专 业 化 分 工 运 营 之 外， 王 中 军 认 为，

语言也将成为制约中国电影全球化的一个核

心问题。

安德鲁·摩根称，为什么美国人不愿意

看中国电影，第一，美国人很懒，他们不喜

欢读电影下的标注，不管是中文还是法语或

者是西班牙语、日语，都不喜欢；第二，美

国人不喜欢看到电影里的嘴唇、语言、文字

之间出现速度上的脱节。

同时，安德鲁·摩根认为，中国电影要

想走出国门还需要在国外建立专业的分销渠

道。

他表示，他的很多电影界的朋友在看到

很多中国影片时都觉得电影制作得很棒，但

是他们不做电影分销，而美国的电影分销成

本很高，渠道商们不愿意在得到票房收入保

证之前把电影卖出去。因此，在看到万达收

购美国 AMC 公司时，安德鲁·摩根表示这是

一件好事情。

虽然中国电影在全球化道路上刚刚起步，

但是对于未来，在座的电影人士均表示出了

强烈的信心。

陆川称，电影在传播文化和打破文化壁

垒、传递正能量和沟通中起到很重要的作用，

因此应有更多的中国电影通过这一次中国电

影市场的繁荣和中国电影公司的强盛，走出

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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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 the opening of the Boao Forum for Asia we have got great support from 
the participating countries. Here I wish to thank you all. This is the 12th year for the 
Boao Forum for Asia. Over the past 12 years, the Forum has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enhancing exchanges between Asian countries and the rest of the world. At this 
year’s opening ceremony, we have over ten state leaders and we have also attracted 
the attendance of business leaders from around the world. I look forward to seeing this 
Forum play a positive role in promoting mutual understanding between us. 

Attending this year’s Forum we have many foreign business leaders. Over the 
years, they have played a big role in enhancing the mutual understanding between the 
countries they represent. Business leaders have always been the main players in our 
Forum. Two-thirds of the total participation are business leaders. I hope that during this 
year’s annual conference you will have in-depth discussions and share your wisdom, 
this is what the Boao Forum for Asia is all about. This is also the appeal and spirit of 
the Boao Forum for Asia. 

Under the current global economic climate, the pursuit of one nation’s interests 
should no longer be the option of countries. We need to join hands to cope with the 
crisis facing us and pursue common development. The business community has been 
pursuing innovation. This is our responsibility. Without a sense of responsibility, we 
cannot achieve any success. 

There is a buzz word in China: positive energy. That is, we need to spend our 
energy where it is most needed and to gain the motivation for moving ahead. So this is 
the very purpose of our Forum. We hope that our Forum can be the source of this kind 
of positive energy. Thank you. 

Transcribed from the audio recording

Boao Forum for Asia 
Shall Become Birthplace 
of Positive Energy

 Chairman of the Boao Forum for Asia, Former Prime Minister of 
Japan  Yasuo Fukuda
Welcome Address at the Opening Plenary of the Boao Forum for Asia 
Annual Conference 2013

Welcome Address

欢迎致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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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 u r  E x c e l l e n c i e s ,  H e a d s  o f  S t a t e  a n d 
Government, Speakers of Parliament, Heads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Ministers, Members of 
the Board of Directors of the Boao Forum for Asia, 
Distinguished Guests, Ladies and Gentlemen, Dear 
Friends,

In this balmy season with clear sky and warm, 
coconut-scented breeze, I am so glad to meet all of you 
at the Annual Conference 2013 of the Boao Forum for 
Asia here in Hainan, a picturesque island embraced by 
the vast ocean.

Let me begin by extending, on behalf of the 
Chinese government and people and also in my 
own name, heartfelt welcome to you and warm 
congratulat ions on the opening of the Annual 
Conference of the Boao Forum.

In the past 12 years since its birth, the Boao Forum 
for Asia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forum with growing 
global influence. In the Chinese culture, 12 years form a 
zodiac cycle. In this sense, the Boao Forum has reached 
a new starting point and I hope it will scale an even 
greater height.

The theme of the current annual conference, 
namely,  "Asia  Seeking Development  for  Al l : 

Working Together Toward a Better 
Future for Asia and the World

 President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Xi Jinping
Keynote Speech at the Opening Plenary of the Boao Forum for Asia Annual Conference 2013

Restructuring, Responsibility and Cooperation", is a 
highly relevant one. 

I hope you will engage in an in-depth discussion 
on promoting development in Asia and beyond and thus 
contributing, with your vision and commitment, to peace, 
stability and prosperity in Asia and the world at large.

The world today is experiencing profound and 
complex changes. Countries have become increasingly 
inter-connected and inter-dependent. Several billion 
people in a large number of developing countries are 
embracing modernization. The trend of the times, 
namely, peace, development, cooperation and mutual 
benefit, is gaining momentum.

On the other hand, our world is far from peaceful. 
Development remains a major challenge; the global 
economy has entered a period of profound readjustment, 
and its recovery remains elusive. The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sector is fraught with risks, protectionism of 
various forms is on the rise, countries still face many 
difficulties in adjusting economic structure, and the 
global governance mechanisms call for improvement. 
Achieving common development for all countries 
remains an uphill battle.

Asia is one of the most dynamic and most promi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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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gions in the world, and its development is closely 
connected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other continents. 

The Asian countries have energetically explored 
development paths suited to their national conditions 
and greatly boosted global development through their 
own development. 

Working side by side with the rest of the world 
in time of difficulty to tackle the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risis, Asia has emerged as an important engine driving 
world economic recovery and growth. In recent years, 
Asia has contributed to over 50% of global growth, 
instilling much needed confidence in the world. What is 
more, Asia's cooperation with other regions of the world 
at regional and sub-regional levels has great vitality and 
promising prospects.

But we should also be keenly aware that Asia still 
faces many difficulties and challenges in boosting both 
its own development and joint development with other 
regions. The road ahead remains a bumpy and twisted one.

-- Asia needs to transform and upgrade its 
development model in keeping with the trend of the 
times. Sustaining development is still of paramount 
importance to Asia, because only development holds the 
key to solving major problems and difficulties it faces. 
It is important that we should shift the growth model, 
adjust the economic structure, make development more 
cost effective and make life better for our people.

-- We need to make concerted efforts to resolve 
major difficulties to ensure stability in Asia. Stability 
in Asia now faces new challenges, as hotspot issues 
keep emerging, and both traditional and non-traditional 
security threats exist. The Asian countries need to 
increase mutual trust and work together to ensure 
durable peace and stability in our region.

-- We need to build on past success and make 
new progress in promoting cooperation in Asia. There 
are many mechanisms and initiatives for enhancing 
cooperation in Asia, and a lot of ideas on boosting such 
cooperation are being explored by various parties. What 
we need to do is to enhance mutual understanding, build 
consensus, and enrich and deepen cooperation so as to 
strike a balance among the interests of various parties 
and build mechanisms that bring benefits to all.

Ladies and Gentlemen, Dear Friends,

Mankind has only one earth, and it is home to all 
countries. Common development, which is the very 
foundation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serves the long-
term and fundamental interests of all the people in the 
world. 

As members of the same global village, we 
should foster a sense of community of common destiny, 
follow the trend of the times, keep to the right direction, 
stick together in time of difficulty and ensure that 
development in Asia and the rest of the world reaches 
new highs.

First, we should boldly break new ground so as 
to create an inexhaustible source of power for boosting 
common development. Over the years, many countries 
and regions have developed a lot of good practices in 
maintaining stability and promoting growth. We should 
continue such practices. 

However, nothing in the world remains constant, and 
as a Chinese saying goes, a wise man changes as time and 
event change. We should abandon the outdated mindset, 
break away from the old confines that fetter development 
and unleash all the potential for development. We should 
redouble efforts to shift the growth model and adjust the 
economic structure, raise the quality of development and 
make life better for the people. 

We should steadily advance the reform of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ic and financial systems, improve 
global governance mechanisms and provide support to 
sound and stable global economic growth. Asia, with its 
long-standing capacity for adjusting to change, should 
ride on the waves of the times and make changes in Asia 
and global development reinforce and benefit each other.

Second, we should work together to uphold 
peace so as to provide security safeguard for boosting 
common development. 

Peace is the ever-lasting wish of our people. 
Peace, like air and sunshine, is hardly noticed when 
people are benefiting from it. But none of us can live 
without it. Without peace, development is out of the 
question. Countries, whether big or small, strong or 
weak, rich or poor, should all contribute their share to 
maintaining and enhancing peace. 

Rather than undercutting each other's efforts, 
countries should complement each other and work f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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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int progress.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should 
advocate the vision of comprehensive security, common 
security and cooperative security so as to turn our global 
village into a big stage for common development, rather 
than an arena where gladiators fight each other. And no 
one should be allowed to throw a region and even the 
whole world into chaos for selfish gains. 

With growing interaction among countries, it 
is inevitable that they encounter frictions here and 
there. What is important is that they should resolve 
differences through dialogue, consultation and peaceful 
negotiations in the larger interest of the sound growth of 
their relations. 

Third, we should boost cooperation as an effective 
vehicle for enhancing common development. As we 
often say in China, a single flower does not make 
spring, while one hundred flowers in full blossom bring 
spring to the garden. 

All countries in the world are closely linked and 
share converging interests. They should both pool and 
share their strengths. 

While pursuing its own interests, a country 
should accommodate the legitimate concerns of others. 
In pursuing their own development, countries should 
promote the common development of all and expand 
common interests among them. 

We should enhance South-South cooperation and 
North-South dialogue, promote balanced development 
of the developing and developed countries and 
consolidate the foundation for sustaining stable growth 
of the global economy. 

We need to work vigorously to create more 
cooperation opportunities, upgrade cooperation, and 
deliver more development dividends to our people and 
contribute more to global growth.

Fourth, we should remain open and inclusive 
so as to create broad space for enhancing common 
development. The ocean is vast because it admits 
hundreds of rivers. 

We should respect the right of a country to 
independently choose its social system and development 
path, remove distrust and misgivings and turn the 
diversity of our world and difference among countries 
into dynamism and driving force for development. 

We should keep an open mind, draw upon 
development practices of other continents, share 
development  resources  and promote regional 
cooperation. 

During the first decade and more of the new 
century, trade within Asia has increased from 800 
billion U.S. dollars to 3 trillion U.S. dollars, and its 
trade with other regions has grown from 1.5 trillion U.S. 
dollars to 4.8 trillion U.S. dollars. 

This shows that cooperation in Asia is open 
and it goes hand in hand with Asia's cooperation with 
other regions, and everyone has benefited from such 
cooperation. 

Asia should welcome non-Asian countries to play 
a constructive role in ensuring stability and development 
of the region. Likewise, the non-Asian countries should 
respect Asia's diversity and its long-standing tradition of 
cooperation. This will create a dynamic environment in 
which Asia and other regions enjoy mutually reinforcing 
progress.

Ladies and Gentlemen, Dear Friends,
China is an important member of the Asian family 

and the global family. China cannot develop itself 
in isolation from the rest of Asia and the world. On 
their part, the rest of Asia and the world cannot enjoy 
prosperity and stability without China.

In November last year,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held its 18th National Congress, which drew the 
blueprint for China's development in the years to come. 

The main goals we set for China are as follows: 
By 2020, China's GDP and per capita incomes for urban 
and rural residents will double the 2010 figures, and 
the building of a moderately prosperous society in all 
respects will be completed. By the mid-21st century, 
China will be turned into a modern socialist country that 
is prosperous, strong, democratic, culturally advanced 
and harmonious; and the Chinese dream, namely, the 
great renewal of the Chinese nation, will be realized. 
Looking ahead, we are full of confidence in China's 
future.

On the other hand, we are aware that China 
remains the world's largest developing country, and it 
faces many difficulties and challenges on its road to 
prog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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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 need to make relentless efforts in the years 
ahead to deliver a better life to all our people. We are 
unwaveringly committed to reform and opening up, 
and we will concentrate on the major task of shifting 
the growth model, focus on running our own affairs 
well and make continued efforts to boost the socialist 
modernization drive.

As a Chinese saying goes, neighbors wish each 
other well, just as loved ones do to each other. China 
will continue to promote friendship and partnership 
with its neighbors, consolidate friendly ties and deepen 
mutually beneficial cooperation with them and ensure 
that its development will bring even greater benefits to 
its neighbors.

China will vigorously promote development 
and prosperity in both Asia and the world.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he new century, China's trade with its 
neighbors has grown from 100 billion U.S. dollars and 
more to 1.3 trillion U.S. dollars. 

China has become the largest trading partner, the 
biggest export market and a major source of investment 
of many of these countries. China's interests have never 
been so closely connected with those of the rest of Asia 
and the world in both scope and depth. 

Going forward, China will maintain robust 
growth momentum. Its domestic demand, particularly 
consumption-driven demand, will continue to grow, and 
its outbound investment will increase substantially. It is 
projected that in the coming five years, China's import 
will reach some 10 trillion U.S. dollars, its outbound 
investment will reach 500 billion U.S. dollars and the 
number of its outbound tourists may well exceed 400 
million. 

The  more  Ch ina  g rows  i t se l f ,  t he  more 
development opportunities it will create for the rest of 
Asia and the world.

We are firm in our resolve to uphold peace and 
stability in Asia and the world. Knowing too well the 
agonizing sufferings inflicted by war and turbulence, 
the Chinese people deeply cherish peace. 

China will continue to develop itself by securing 
a peaceful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 and, at the same 
time, uphold and promote world peace through its own 
development. 

China will continue to properly handle differences 
and frictions with relevant countries. On the basis of 
firmly upholding its sovereignty, security and territorial 
integrity, China will maintain good relations with its 
neighbors and overall peace and stability in our region. 

China will continue to play a constructive role 
in addressing regional and global hotspot issues, 
encourage dialogue and talks for peace, and work 
tirelessly to solve the relevant issues properly through 
dialogue and negotiations.

We wi l l  energe t i ca l ly  p romote  reg iona l 
cooperation in Asia and around the world. 

China will  increase connectivity with i ts 
neighbors, actively explore the building of a regional 
financing platform, advance economic integration 
within the region and thus increase its competitiveness. 

China will take an active part in Asia's regional 
cooperation process and promote regional and sub-regional 
cooperation with non-Asian regions and countries. 

China will continue to champion and promote 
trade and investment liberalization and facilitation, step 
up bilateral investment with other countries and boost 
cooperation in new priority areas. 

China firmly supports Asia's opening up to and 
cooperation with other regions so as to promote their 
common development. China is committed to narrowing 
the North-South gap and supports other developing 
countries in their efforts to enhance capacity for self 
development.

Ladies and Gentlemen, Dear Friends,
Promoting good neighborliness is a time-honored 

tradition of China. To enhance peaceful development 
and win-win cooperation in Asia and the world is a race 
that has one starting point after another and knows no 
finishing line. 

We in China are ready to join hands with friends 
from across the world in a concerted effort to create 
a bright future for both Asia and the world and bring 
benefit to the Asian people and the people around the 
world.

In conclusion, I wish the Boao Forum for Asia 
Annual Conference 2013 every success! 

Transcribed from the audio recor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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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rstly, I would like to once again offer my 
congratulations to His Excellency Xi Jinping on his 
appointment as President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d my thanks to him for his kind invitation. 

I have visited China many times, and have never 
failed to be impressed by the overall development of the 
country. I am confident that under President Xi Jinping’s 
leadership, China will make further strides towards 
economic prosperity, progress, and development. 

I congratulate the organizers of this forum for 
choosing a very apt topic for our region, as we work 
together to seek development for all in Asia. 

Most of Asia has managed to recover well from 
th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We are fortunate that Asia’s 
continued success has increasingly been powered 
by China’s economic engine of grow, which in turn 
contributes to the recovery of the global economy as 
a whole. And all the success has brought Asia to the 
forefront of global progress. 

Global Challenges Demand 
Concerted Action

 The Sultan and Yang Di-Pertuan of Brunei Darussalam and the Chairman of ASEAN   
Sultan Haji Hassanal Bolkiah Mu’izzaddin Waddaulah
Keynote Speech at the Opening Plenary of the Boao Forum for Asia Annual Conference 2013

We will no doubt continue to face new challenges 
as uncertainty continues to cloud the global economic 
climate. These global issues call for a global response, 
making the Boao Forum and invaluable platform for 
sharing ideas on how we can address these issues. 

As the world becomes more and more connected, 
this success will contribute to a greater good in the 
global arena. We all share a connected responsibility 
in shaping a successful future. As nations strive to 
grow closer together, we are bound to face competing 
political and economic interests, and this will force a 
test of our resort for partnership and harmony. Among 
the issues which Asia and the world at large will be 
facing are climate change, global health, and poverty 
alleviation, all of which demand concerted action. 

As part of Asia, ASEAN has a role to play in 
promoting peace and greater collaboration among our 
nations. 

As the Chair of ASEAN for 2013, our the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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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year is “Our People, Our Future Together.” The 
founders understood that open conflict would endanger 
development prospects of their countries, and thus, 
committed to refrain from the use of force. 

This commitment remained the bedrock of the 
member states and ensured that in the 45 years of the 
Association’s existence disagreement did not escalate 
into wars. 

The ASEAN approach of cooperation and 
diplomacy is further reflected by its dynamic and 
inclusive in its community-building efforts which are 
mirrored in our work with dialogue partners in the 
ASEAN Regional Forum, the ASEAN + 3 Framework, 
and the East Asia Summit. 

Being inclusive also entails expanding and 
deepening our cooperation with other forums. For 
example, this June, Brunei Darussalam will host a 
joint humanitarian and military medicine exercise 
between the ASEAN nations, and partners including 
China, Japan, and the United States. This will not only 
enhance our capabilities in times of crises but also build 
confidence and understanding between our servicemen 
and women. 

In the realm of International finance, after the 
1997 financial crisis, ASEAN along with China, Japan, 

and South Korea built regional financial architecture to 
ensure great stability. This effort is a reflection of the 
commitment to each other and the understanding that 
our futures are tied together. 

In international trade, ASEAN continues to work 
on the establishment of a single market by 2015.

We will also form the world’s largest free 
trade area, the 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 with our dialogue partners.

Our collaborative efforts must also plan for 
the distant future, and our youth is our future. They 
will inherit the world we are building for them. They 
should be equipped with the wisdom and a mindset of 
cooperation and inclusiveness. 

Working together in addressing the world’s 
challenges is not a responsibility of the governments 
along. Other stakeholders in the private sector and 
civil society must also become involved. The shared 
responsibility should be supported and nurtured to form 
the foundation of our future society. 

I’m confident that the leaders in this room 
and beyond have the strength and wisdom to bring 
development to all in Asia. Thank you. 

Transcribed from the audio recording 



133 2013 博鳌亚洲论坛

Key Factors for a Common Action 
Agenda

 President of the Republic of Kazakhstan  Nursultan Nazarbayev
Keynote Speech at the Opening Plenary of the Boao Forum for Asia Annual Conference 2013

To begin with, I want to sincerely thank the 
organisers of the Forum and also President Xi Jinp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for the warm hospitality 
and also for the thoughtful arrangements you have made 
for this Forum. 

Asia is acquiring growing significance in the 
world, this has made the Forum more important. Firstly, 
the productivity of the world is concentrating in Asia 
and the economic centre is also moving to Asia. I 
believe Asia will become a source of creativity and 
development model in the future, as well. Today, we are 
going to discuss a number of global issues in economic 
and other fields. The strength of mutual trust between 
Asian countries is a very important guarantee for 
meeting our global agenda. 

Distinguished guests, sharing your experience 
among Asian countries is vitally important for setting 
out a common strategy and agenda. The Kazakhstan 
model is based on integration into the world market and 
development of an innovation-driven economy. It is 
attributed to a stable domestic political environment and 
the effective measures we have rolled out to counter the 
crisis. Thanks to these effective measures, Kazakhstan 
has maintained the momentum of positive economic 
growth. Since the independence of Kazakhstan, our 
economy has expanded by more than 16 times. In 2012 
our GDP grew by 5.8 percent and our unemployment 

rate was kept under 6 percent. For a country with a 
population of under 17 million, it is already quite an 
impressive achievement. Our foreign exchange reserve 
has exceeded US$87 billion. Kazakhstan is pursuing a 
modernization agenda by developing high technologies, 
for example, renewable energy and energy conservation 
projects with a theme of green technology. We welcome 
investment in deep oil and gas processing, fertiliser 
production, logistics and other areas. We are also 
making efforts to build a modernized transportation 
infrastructure network. We are building a transportation 
corridor linking Western Europe to Western China, 
so as to revitalize the Silk Road. The project will be 
completed in 2015. The capital of Kazakhstan, Astana, 
has gained the right to host the 2017 World Expo, under 
the theme of future energy. 

Having said that, we are not concerned with the 
achievements we have made and we have actually 
set out a number of new targets, as well and we 
are implementing the new governance strategy for 
2050. This is going to be a long-term strategy; it has 
identified a number of economic and social principles 
for achieving national development. We are ready to 
strengthen cooperation with all the countries concerned. 

The achievements made by each and every 
individual country are contribution to the entire 
Asian continent. In order to boost the efficiency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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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operation we need to work together and coordinate 
with each other. We need to have a common action 
agenda. Please allow me to discuss a number of most 
important factors. 

First, whether we can succeed in exploring a path 
of future development really depends on the decision-
making mechanism we have established. We should 
accommodate the positions of all countries, because no 
country can stay immune from global impact, especially 
the negative impact of other countries. And we need to 
open ourselves wider to the outside world as much as 
possible. 

Second, in order to overcome the difficulties 
we are facing now it is important for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to gradually establish an appropriate 
and effective financial structure. The development 
of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investment requires us to 
coordinate our respective financial policies, so as to 
reduce risks and prevent risks. Many experts are in 
favour of reforming the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system, 
including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system. 

Thirdly, to consolidate the trend of integration 
in the Eurasian area may become a very effective 
means for countering the new challenges we face. 
The Eurasian region enjoys all the conditions required 
for becoming the centre of the world. The Eurasian 
continent already accounts for over 50% of global 
production and two-thirds of the global population. We 
need to develop telecommunications infrastructures 
and promote trade and mutual investment. Energy 
partnership innovation and education exchanges are 
also very important. As you all know, we already have 
an integrated economic community of Kazakhstan, 
Belarus and Russia and this integrated economic 

community is linking the west and the east, it is the 
only continental bridge linking the European market, 
which has 50 million population, and the Chinese 
market, with has 1.3 billion population. This integrated 
economic community will play a positive role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Eurasian region. 

Four th ly,  we are  now faced wi th  h igher 
requirements for investment in science, technology and 
education. We need to enhance cooperation in science, 
technology, R&D and innovation. Therefore, we need 
to set up an Asian action plan for development and 
innovation cooperation. This action plan will provide 
important conditions for the emergence of a strong 
technological alliance in Asia. 

Fifthly, we should also expand cooperation in 
transportation, energy and agriculture. In the area 
of transportation we should establish a new global 
transportation and logistics network and centre, and in 
the area of energy we should strengthen cooperation 
in green technology and renewable energy. In the 
area of agriculture, we should strengthen cooperation 
in agricultural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planning. 

Ladies and gentlemen, next month Kazakhstan 
will host the sixth Astana Economic Forum in our 
capital, and also the World Anti-Crisis Conference with 
the support of the United Nations. I believe that the 
outcomes of the Boao Forum will help with the success 
of these conferences and I believe the success of the 
conferences will help us address the issues we face in 
ensuring long-term stability, security and prosperity. 
Thank you for your attention. 

Transcribed from the audio recor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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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ain theme for this year’s Boao annual 
meet ing ,  Asia  Seeking Development  for  Al l : 
Restructuring, Responsibility and Cooperation is truly 
relevant and timely. 

If we look at the scenario of the world economic 
situation today it is encouraging to note the economic 
growth in emerging economies in Asia and at the same 
time, the financial crisis in certain European countries 
and instability of the global economy led to decline 
in external demand, leaving impact on the economic 
growth in Asia and the Pacific region. In 2012 the rates 
of global economic and trade growth were estimated 
at 3.5% and 3.7% respectively. In order to maintain 
economic growth in the region, comprehensive 
economic cooperation has been carried out through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ASEAN Economic Community, 
AEC, by increasing regional demand, creating job 
opportunities and promoting regional production by 
inviting investments from regional economies and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and enhancing investment 
in the infrastructures of the ASEAN region with the 
appropriate policy framework. 

It is my firm belief that in spite of increasing 
global challenges, uncertainties and high risks, we 
are able to maintain the success in our region through 
upholding our regional political, social and economic 
stability continuously, striking a balance between food 

Regional Integration Helps Solve 
Global Concerns 

 President of Myanmar   U Thein Sein
Keynote Speech at the Opening Plenary of the Boao Forum for Asia Annual Conference 2013

and energy security and environmental safety and 
maintaining economic growth in the region. 

The government of Myanmar is placing a great 
emphasis on collaboration, transparency, accountability 
and inclusiveness in political, economic and social 
reform processes. As Myanmar is located at a strategic 
geographical position connecting East and West Asia, 
the development of Myanmar will contribute to the 
regional development in Asia. 

In line with the main themes of this year’s BFA 
Annual Conference, reform measures will be required 
for respective sectors, and collaborative initiatives 
will be taken for all-round development to overcome 
the challenges of the financial crisis, natural disasters, 
food insecurity and energy insufficiencies. Maintaining 
sustainability and resilience will play a vital role at 
national, regional and global levels, to overcome all 
forms of challenges. In fact, these new challenges are 
being faced globally and hence, a multi-dimensional 
approach will be the answer to overcoming these 
challenges. Since this is a daunting task, regional 
integration efforts all over the world will greatly 
contribute to solving the issues of global concern. Only 
through concerted efforts of each and every country is 
the success of the regional integration to be realised. 

Transcribed from the audio recor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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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uring the past 12 years the Boao Forum has 
established an outstanding reputation and track-record 
as the leading economic forum for Asia. I do look 
forward to our discussions.

The world today is truly united by challenges, 
decisions and opportunities. Challenges are common 
to us all whether it is the economy, environment or 
security. Decisions taken by nation states or regional 
entities have profound impacts on others. At the 
same time globalization provides opportunities never 
experienced before.

Europe and Asia are no longer distant or foreign 
continents, but close and valuable partners. Just look 
at the trade between China and the European Union. In 
just over twenty years it has become one of the most 
prominent trading relationships in the world. And trade 
in goods is just one dimension of the close economic 
relationship between Asia and Europe. We are strongly 
bound together by investment, services and ideas. The 
conclusion is crystal clear – it is impossible to imagine 
European and Asian economies without each other.

These past years have been very difficult for 
Europe and the euro-area. One fundamental reason has 
been a lax attitude to financial policies. Many countries 
allowed great imbalances to grow, both by taking too 
much debt and making unsustainable economic choices. 
As a result our economic foundation has weakened and 

Europe and Asia are Close and 
Valuable Partners 

 President of the Republic of Finland   Sauli Niinistö
Keynote Speech at the Opening Plenary of the Boao Forum for Asia Annual Conference 2013

competitiveness waned. The European Union has been 
able to agree on far-reaching reforms. Firm banking 
supervision is being built. Crisis-stricken economies 
have also engaged in structural reform. Many economic 
indicators show that the situation is indeed improving. 
It takes time for economies to turn for the better, but the 
turn is taking place.

If  Europe has i ts  weaknesses,  i t  also has 
great strengths. The European Union is the world’s 
biggest single market. European companies are great 
innovators. European countries have the highest ratings 
in terms of education, public institutions, transparency 
and lowest marks in corruption. These are qualities that 
matter more and more for the economy as innovation 
has become the prominent driver of economic growth.

We all need to remember our history. Europe 
used to be a leading power, but we recognize that the 
world has changed. We have witnessed strong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e world at large and the emergence of 
new powers. This is a global world that should be seen 
as a relationship between equals.

At this meeting we have a good opportunity to 
take steps towards a common vision for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stability, a true partnership for 
prosperity. Thank you.

Transcribed from the audio recor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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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am honoured and privileged to attend the Boao 
Forum for Asia Annual Conference 2013. The Forum 
has provided a good platform for the businesses, the 
government and the academics to exchange views on 
Asian development and I feel so honoured to be the 
first Mexican President to attend the Forum. I want to 
thank the organisers for inviting me and giving me the 
opportunity to address the audience. I want to take this 
opportunity to once again congratulate your President, 
Xi Jinping. 

Mexico and China are both committed to reforms 
within our countries to the benefit of our peoples. I want 
to take this opportunity to wish President Xi Jinping 
every success and greater achievements. I believe, 
with the work of the Chinese people and your wise 
leadership, China will achieve greater development 
and contribute more to the world. Since the new 
government taking office, Mexico has been committed 
to developing relations with China. We look forward 
to closer bilateral relations with China, to the interests 
of both of our peoples. Like what I said during our 
meeting yesterday, the purpose of my visit to China this 
time is to enhance relationships between Mexico and 
Asia Pacific countries. And I want to use this platform 
and this Forum to achieve that goal. The theme of the 
Forum is Asia Seeking Development for All. This is a 
wonderful opportunity to bring Mexico and this region 

Mexico Expects Closer Ties with 
Asia Pacific Entrepreneurs  

 Mexican President   Enrique Pena Nieto
Keynote Speech at the Opening Plenary of the Boao Forum for Asia Annual Conference 2013

closer together. We look forward to a closer relationship 
between Latin America and Asia Pacific regions. 

We have put in place CELAC, the Community of 
Latin America and Caribbean Countries, an organisation 
committed to a closer relationship with Asian countries. 
Today, we have presented here two leaders of the 
organisation, the President of Mexico and the President 
of Peru, which shows the commitment of our region 
to the Asia Pacific. We want to open wider and bring 
more benefits to people of the two regions. And I also 
want to invite business people from this region to make 
investments in Mexico. You will find in Mexico great 
opportunities for business. Mexico is able to provide 
excellent human resources and a stable macroeconomic 
environment and business environment and, at the 
same time, we can provide sound logistics conditions to 
facilitate the sales of products to North America, Latin 
America and South America. 

Mexican businesspeople also want to scale up 
investment in the Asia Pacific region and build closer 
ties with their Asian Pacific counterparts. The steady 
and sound growth of Mexico’s economy and the low 
inflation rate, the ongoing economic restructuring in 
Mexico and in Asia Pacific will present huge business 
opportunities for each o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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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s a great honor to be present at the opening of 
the Boao Forum for Asia; it is the first time a Peruvian 
President participates as a speaker at the annual 
conference of the most prestigious business economic 
forum in the Asia Pacific. Peru was one of the first Latin 
American countries to develop its social, commercial, 
cultural, political and economic ties with Asia. At present, 
this link has taken important dimensions, strategic alliances 
and free trade agreements have been signed and there is also 
a steady flow of Asian investment and a varied agenda of 
cooperation. This new situation outlines unprecedented 
opportunities and new challenges. 

On the one hand, the question arises how to keep 
this good political moment ensuring the expansion 
of common agendas, and the need to continue and 
strengthen economic and trade ties. Moreover, the 
prospect of a need to create new models and cooperation 
schemes between the two regions, with a view to 
agreeing ways that ensure inclusive and sustainable 
growth of the world economy.

A good example of ways to encourage cooperation 
of both regions is the proposal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of an approach to Latin America with a new 
scheme of development cooperation. As expressed 
by former Chinese Premier Wen Jiabao, before the 
Economic Commission for Latin America (ECLAC), in 
June 2012, the Latin American region is important for 

China-Latin America Cooperation 
Schemes Replicable 

 The President of Peru   Ollanta Humala Tasso
Keynote Speech at the Opening Plenary of the Boao Forum for Asia Annual Conference 2013

China, so it is necessary to move toward some form of 
complementarity based on complementarity schemes 
for development. Among its proposals it offered the 
creation of a China-Latin America Cooperation Fund 
to which Chinese financial institutions will make a first 
major contribution that will be allocated to cooperation 
projects in manufacturing, high and new technologies,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addition, it was 
announced at the time that the China Development 
Bank will lead a major credit line for infrastructure and 
telecommunications; these innovative and beneficial 
cooperation schemes for Latin America could be 
replicated by other Asian countries.

On the other hand, places like this forum will 
allow us to continue to create channels of dialogue 
with the private sector in the region and convey our 
policies to encourage production, trade liberalization 
and attracting investment in the best conditions. 
The business factor is a key element in the creation 
of 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s that in turn represent 
one of the best ways to encourage investment for the 
development of Latin America and Asia. 

I hope to share then in more detail some thoughts 
on the dynamic between the two regions and the Peruvian 
experience. Thank you very mu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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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rst of all, I would like to advertise that Zambia, 
for the first time in 50 years, is applying for the post of 
Secretary General of UNCTAD, the former Minister of 
Commerce, Trade and Industry, the Honourable Felix 
Mutati. I hope all my brothers and sisters who are here 
support Zambia. As you can see, we are the only black 
people here. 

Let me from the onset state our appreciation for 
being invited to this Annual Conference for the Boao 
Forum for Asia. Allow me, Your Excellencies, to extend 
our sincere congratulations to his Excellency, President 
Xi Jinping, on his election as President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 also wish to thank my dear 
brothers and the Chinese government for hosting this 
very important Forum and for the hospitality accorded 
to our delegation since our arrival. 

This  year ’s  theme,  dubbed Asia  Seeking 
Development for All: Restructuring, Responsibility 
and Cooperation, could not have come at a better time. 
This theme comprehensively captures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development aspirations of the Asian continent. 
The theme is also a source of inspiration to countries 
such as Zambia, as it has similarities with our own 
vision of pursuing sustainable economic development. 

This Forum, therefore, presents a platform for 
us to tap into one another’s potential capabilities 
and endowments, with appreciating that in our 

Make Zambia Asia’s Entry into 
the Wider African Market

 President of Zambia  Michael Sata 
Keynote Speech at the Opening Plenary of the Boao Forum for Asia Annual Conference 2013

cooperation there lies the responsibility to safeguard 
our natural resources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Your 
Excellencies, Zambia shares borders with eight other 
countries in the South Central sub-region of Africa. It 
has free trade arrangements through the 15-member 
Southern African Development countries, which is 
a market worth over US$40 billion in terms of GDP. 
Zambia is also a member of the Common Market for 
Eastern and Southern Africa, called COMESA, which 
comprises 19 member states, including East African 
countries and Egypt. Zambia, therefore, offers you a 
market for your goods and services that extends well 
beyond the 752,000 square kilometres of land. The 
best climate, vast water resources, estimated at 40% 
of Southern Africa’s total water resources, abundant 
mineral wealth, and a welcoming and hard-working 
people. We have had five peaceful transitions from one 
administration to another, a strong testimony of the 
depth of our democracy. 

In pursuit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our 
government is  implementing programmes and 
projects to accelerate growth through the building of 
infrastructure such as roads, railways, airports, border 
facilities and power stations. In order to boost our 
private sector development our government is pursuing 
appropriate policy and regulatory frameworks in a 
manner consistent with national laws, to encour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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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well-functioning business sector and to facilitate 
entrepreneurship and innovation. Our investment 
climate is amongst the best in sub-Sahara Africa, if 
not in the world, offering a stable, macroeconomic 
environment which is conducive for private sector 
development and industrial growth. 

We uphold transparency and security for investors 
and have in place sound dispute resolution mechanisms 
and a policy of zero tolerance for corruption. Our fight 
against corruption and illicit financial flows is a priority, 
as these vices retard effective resource mobilisation and 
allocation, as well as divert resources from activities 
that are vital for education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ur government commits itself to fostering an 
enabling environment and strengthening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in the areas of diplomacy, investment, trad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this regard, we wish to call 
for increased investment from Asia in the development 
of export-oriented multi-facility economic zones, which 
will enhance value addition to our natural resources in 
targeted areas. 

I urge you to come to Zambia and make Zambia 
your entry into the wider African market. And I thank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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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volution of this Bo’ao Forum for Asia is a 
striking symbol of the evolution of our region itself: 
both of the successes and challenges which have 
endured and of the new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which have emerged. 

Here two great enduring responsibilities are 
discussed: continuing Asia’s economic growth while 
achieving human development – and maintaining Asia’s 
peaceful regional order while growth changes the 
strategic balance.

Growth in the region must continue and must 
strengthen.

The national economies of the region vary widely 
today, both in their overall degrees of development 
and in their immediate economic circumstances and 
prospects for growth.

This Forum reflects just this variety: from 
developed, knowledge-based economies needing to 
restart long-term growth – to emerging economies 
managing the challenges of urbanization – and 
incorporating the firms and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which operate across the whole of Asia. Through all 
these varying national contexts, the enduring challenge 
of economic growth merits an enduring response.

Unlocking the power of well-designed markets 
to create wealth – while harnessing the power of 
investment in the skills and knowledge of people to 

New Challenges Have Emerged
 Prime Minister of Australia    Julia Gillard

Keynote Speech at the Opening Plenary of the Boao Forum for Asia Annual Conference 2013

spread the benefits to all. Well-designed markets and 
well-targeted investment in human capital remain the 
key to Asia’s economic success.

We must also understand that continued and 
strengthened economic growth will keep changing 
the strategic order of our region. Militaries are 
modernizing. Economic growth will put more pressure 
on energy, water and food resources. This does not 
make major power conflict inevitable – all countries in 
the region share a deep interest in strategic stability – 
but the consequences of conflict are ever more severe 
for us all.

This is nowhere more clear than on the Korean 
Peninsula. There, any aggression is a threat to the 
interests of every country in the region. For this 
reason, I do welcome the growing co-operation of all 
regional governments to prevent conflict on the Korean 
Peninsula and to counter North Korean aggression. That 
co-operation is also a sign of what will be needed in 
future as we face other security challenges. Asia must 
be a region of sustainable security in which habits of 
co-operation are the norm.

Peace and prosperity are challenges which endure 
– but since this Forum’s inception, new challenges 
have emerged. While the climate change debate was a 
live one in Asia fifteen years ago, then it was a debate 
about the region’s future. Today, it is a debate about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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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gion’s present. We are living through the effects of 
carbon pollution and climate change now and we are 
moving to clean energy sources now.

Today, Australia has a comprehensive approach 
including record investment in renewable energy and 
energy efficiency, a price on carbon and emissions 
trading from 1 July 2015. 

Australia has deliberately pursued a market-based 
response to this pressing environmental challenge. 
Many Asian nations are doing the same. More than one 
third of the world’s clean energy investment in 2012 
was in Asia. Last year Japan introduced its carbon tax. 
South Korea’s national emissions trading scheme begins 
in 2015. 

Over the three years to 2015, pilot emissions 
trading schemes will commence in seven Chinese cities 
and provinces covering 255 million people.

Beijing’s emissions trading scheme, which will 
cover a population of twenty million people, will 
launch shortly. That will be a great day for Asia’s 
clean energy future. So will the commencement of 
China’s national scheme following 2015. The climate is 
already changing. Asia is already acting. All this will be 
important to your discussions this weekend.

This Forum reflects change in the region – as it 
reflects the enduring significance of growth and security 
as matters for us all. I want to conclude by observing 

that for Australians, Bo’ao is also a particularly 
significant symbol of the role we seek to play in the 
region. 

The statesmen of 1998 who presented the idea of 
this Forum to the Chinese government were of course, 
President Ramos and Prime Minister Hosokawa – and 
my friend and predecessor Prime Minister Hawke.

In this, our former Prime Minister took precisely 
the kind of role Australia seeks to play – cooperative 
and supportive, but more – accepting our share in 
the responsibility of collective leadership which 
falls to all regional leaders and nations. This was 
Australia’s approach to our engagement in the region 
as long ago as 1973: when my predecessor Gough 
Whitlam became the first Australian Prime Minister 
to visit China. This was Australia’s role in the origin 
of this Bo’ao Forum. This was Australia’s role in the 
founding of APEC and the expansion of the East Asia 
Summit. This is Australia’s role this week, when I lead 
the most senior Australian political delegation ever to 
visit China. 

Bo’ao is a vital forum for Asian conversations, 
and we have more to talk about than ever before. I 
look forward to the insights which emerge from your 
discuss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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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day I am honoured and pleased to participate in 
this opening plenary session of the Boao Forum for Asia 
and your conference 2013, held in Boao City, Hainan 
Provinc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On behalf of 
the Royal government and people of Cambodia, I 
would like to express my profound gratitude to the 
government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d the 
organising committees of this Forum for the invitation 
and the warm hospitality they have sent to me and the 
Cambodian delegation. 

On this auspicious occasion I would like to 
congratulate and commend the Boao Forum for Asia 
Annual Conference for having become a premier 
and influential platform for key leaders of public and 
private sectors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to exchange 
views on major regional and global issues. Truly, the 
theme of this Forum, Asia Seeking Development for 
All: Restructuring, Responsibility and Cooperation, is 
not only relevant to the current context and the futures 
of our region, but also reflects the necessity to work 
together among our stakeholders and countries involved, 
to ensure harmonious development at both regional and 
global levels. 

China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economic and 
political powerhouse in Asia. This has made China’s 
contribution and responsibilities to global and regional 
stability more necessary and indispensable. 

Build a Harmonized Regional 
Community Through Win-win 
Cooperation  

 Prime Minister of Cambodia   Hun Sen
Keynote Speech at the Opening Plenary of the Boao Forum for Asia Annual Conference 2013

We have indeed witnessed China’s efforts to 
deepen a good neighbourly relations with Asian 
countries, while participating in broader regional 
cooperation mechanisms. Moreover, China has 
established many forms of partnership with numerous 
countries in Asia and become either the biggest trading 
partner or the largest export market for many Asian 
nations. The development coope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Asian economies, as well as with all the countries 
across the world, will provide tremendous benefit not 
only to those countries in Asia, including ASEAN 
countries, but also to all the regions in the world, as 
well. 

For instance, China’s sustained high growth 
during th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has not only made 
significant contributions to the regional recovery, but 
also has driven ASEAN out of th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well ahead of all the regions in the world. Moreover, 
the expanding and deepening of relations in trade 
investment, tourism, education, and cultures between 
ASEAN and China is a testimony that reflects the 
closed strategic relationship between ASEAN and China 
and, again, that also emphasises the key role of ASEAN 
and China cooperation in the regional cooperation 
architectures, including ASEAN Plus One, ASEAN 
Plus Three, East Asia Summit, and all the sub-regional 
coop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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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so, I’m proud to take note of the rapid progress 
in the bilateral economic and trade cooperation 
between Cambodia and China. Cambodia has received 
a lot of investment from China, especially in energy,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 
telecommunication projects, agriculture and tourism, 
including significant cooperation financing from the 
government of China particularly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ransport infrastructures, irrigation networks, and 
electric transmission grids. 

Asia’s rise into the world’s most dynamic 
economic region will bring new opportunities, 
challenges, and responsibilities for Asia. 

Truly, rapid growth of the economy will make 
Asia become the engine of global economic growth, 
which is led by China and India. But, at the same time, 
the nation of Asia will face new challenges, including 
increasing domestic inequalities, rising disparities 
between countries, crises in the management and use 
of natural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middle-income threats and governance and institutional 
capacities. 

All these challenges cannot be tackled only at 
a national level or by one country alone. As a nation, 
economies, societies, cultures and people have become 
more related, linked, and interdependent. In addition, 
we all also share a common vision on peace, security, 

stability,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co-existence in 
a harmonised regional community, through close and 
mutually beneficial cooperation. 

Hence, all these require Asian nations to take 
ownership of, and great responsibility for the regional 
and global common challenges and to be ready to 
participate actively and constructively in advancing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region and the globe. 
In this context, as a member of ASEAN families 
and part of Asia, Cambodia has been preparing and 
promoting consistent and effective implementation of 
its domestic and foreign policies in order to fulfil her 
duties constructively and responsibly with a view to 
promoting regional cooperation and integration which 
will ensure peac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prosperity, 
and harmony for all of our nations. 

Finally, I would like to wish the Boao Forum 
for Asia Annual Conference 2013, with the theme 
Asia Seeking Development for All: Restructuring, 
Responsibility and Cooperation, a great success. 

I would like to wish Your Excellencies, Madam, 
ladies and gentlemen good health, happiness, and 
success in all of your missions and endeavours. And I 
thank you for your kind atten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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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s my great pleasure to be here once again at 
the opening of the Boao Forum. It’s a great pleasure to 
be back here in China here in the year of the snake to 
celebrate the 40th anniversary of diplomatic relations 
between New Zealand and China.

China, as we all know, is continuing its remarkable 
growth both as an economy and as a regional and 
global power. New Zealand is a much small country 
than China, both in size and population. But we are a 
committed partner and there are many areas where we 
complement one another. One of these, of course, is 
trade. Five years ago to the day today, China and New 
Zealand signed a bilateral freetrade agreement – the 
first developed country in the world to do so. Since 
then, trade between our two countries has grown very 
strongly. China is now New Zealand’s biggest source 
of imports and our second biggest export destination. 
In fact, since the freetrade agreement was signed, New 
Zealand has traded more with China in those five years 
than the combined value of all previous trade between 
our two countries.

Our FTA is also a contribution to reg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 which is progressing in a number 
of ways. China and New Zealand are foundation 
members of the 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 negotiations. China’s year as APEC’s host 
in 2014 will provide additional opportunities for our 

New Zealand and China: 
Complementary Partners  

 Prime Minister of New Zealand   John Key 
Keynote Speech at the Opening Plenary of the Boao Forum for Asia Annual Conference 2013

two countries to work together in progressing a free 
trade area across Asia and the Pacific.

Apart from strengtheningrelationships, FTAs 
can also bring about greater understanding between 
countries. The New Zealand-China FTA, for example, 
has helped underpin closer ties between our two 
countries, involving, for instance, scientists, academics, 
students, and cultural groups. Our neighborhood is 
increasingly becoming interconnected in all these sorts 
of ways. The gathering of so many international leaders 
at this forum is just one example of that.

We all have a shared interested in the growth and 
development of the Asia-Pacific region and how we 
can best contribute to its development. Populations in 
this region are growing strongly, and they are getting 
more prosperous and more aspirational. They want to 
know they can feed their families with safe, nutritious 
food (particularly protein) from reliable and trusted 
sources.

I believe the challenge over the next twenty 
years will not be about countries competing to meet a 
limited demand for high-quality food. It will be about 
countries striving to ensure there is enough supply. 
That is where I see New Zealand playing an important 
role in this region. We are world-class, highly-efficient 
food producers and we have very high food safety 
standards backed up with world-leading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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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 consumers can have the utmost confidence and 
trust in our products. We are not a threat to domestic 
producers in any country – far from it. While we are 
the world’s biggest dairy exporter, that is because we 
have a small domestic population. We produce around 
2-3% of the world’s dairy supply and global demand 
is growing at 2-3% a year. So effectively, the world 
needs to add New Zealand’s total production each and 
every year.

The future for New Zealand across all foods 
(not just dairy) is in partnering with other people and 
other countries in our region. We are already doing 
that and will continue to do so in the future. We can 
offer the knowledge gained over years of experience in 
agriculture, horticulture, foo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We may be small, but we have areas of expertise where 
we have deep experiences.

We are teaming up to produce food here in 
China and in other countries. Fonterra, for example, is 
producing high-quality, nutritious dairy products here 
in China for Chinese consumers. We are teaming up 
to add value to New Zealand-produced commodities. 
For example, as is happening in Canterbury, between 
New Zealand’s Synlait and China’s Bright Dairy. 
We are working with other countries to improve the 
productivity of their domestic sectors. We are helping 
build brands that stand for high quality and proven 

safety. As a partner for prosperity, New Zealand has a 
lot to offer this region.

Alongside our expertise in food production, we 
also have technical, scientific, and engineering expertise 
that can help other countries develop and add value 
to their natural resources. We are a high-quality, cost-
effective partner in educating the next generation of 
leaders from around the region. We have a transparent 
and highly-regarded business environment, and our 
changing society means we have a shared stake in the 
region and its future.

Asian New Zealanders are our fastest-growing 
ethnic group, and in a little more than 20 years, are 
expected to make up 15% of New Zealand’s population. 
New Zealanders see the Asian region as important 
to New Zealand’s future and understand the value of 
developing even closer cultural and economic ties.

We are firmly locked into this region and our 
connections are growing deeper each and every year. 
We want to work with our partners here in China and 
across the region to ensure prosperity and well-being 
for this and for future generations.

Again, can I thank you for the opportunity to 
be here at Boao and wish you all the very best for the 
forum. Than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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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wish to begin by thanking the organisers of the 
Forum for inviting my country to attend this Forum. 
Upon our arrival on this beautiful island we have 
received warm hospitality. I hereby wish to express my 
heartfelt thanks to the Chinese government. 

In a very long history the African continent 
experienced untold sufferings, with its rich natural 
resources being sought after by so many who came to 
Africa for exploitation. 

The African countries fought back and acquired 
independence. After independence from colonial rule, 
African countries have been committed to realising 
development. 

However, due to the negative impact of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ic crisis and the inequitable 
international economic order, African development has 
experienced many setbacks. Entering the new century 
the rapid growth of globalisation has further excluded 
Africa outside a circle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and 
political decision-making. 

However, thanks to the New Partnership for 
Africa's Development, of which Algeria is a founding 
member, African countries have found a comprehensive 

Algeria’s Reforms Have Achieved 
Remarkable Results 

 Algerian Speaker of the Council of the Nation  Abdelkader Bensalah 
Keynote Speech at the Opening Plenary of the Boao Forum for Asia Annual Conference 2013

and diverse model of economic growth that is suited to 
African circumstances. 

Against such a backdrop and following the 
initiative of the Algerian President, Algeria has started 
political reform with the purpose of deepening the 
democratic institutions of Algeria and strengthening the 
rule of law. Algeria has put forward a grand investment 
plan for boosting infrastructural development. It is also 
committed to improving fiscal conditions and cutting 
debts. Such measures have brought positive influence 
on its economic growth, as evidenced by the remarkable 
improvement of our macroeconomic indicators. 

As an open market in the Mediterranean, the Arab 
world and the African continent, Algeria has succeeded 
in securing a sound business environment which proves 
highly attractive to foreign investors. I want to take this 
opportunity to invite Asian countries to engage in the 
development efforts of Africa, make investment in the 
production activities in Algeria and run into partnerships 
with Algerian companies and achieve common interests 
on both sides. Thank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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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heme of today’s gathering is indeed timely. 
Asia has successfully overcome a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thanks to effective, proactive measures, as a result of 
which the region’s standing in the global economy 
has been strengthened. Growth in Asian countries has 
been nearly twice as fast as global growth and it is 
expected to be further maintained in the coming years. 
Mongolia’s steady growth could serve as an example of 
this successful trend. Our economy today is one of the 
fastest growing economies in the world, witnessing the 
growth of 17.5% in 2011 and 12.3% last year. 

The weak international economic environment 
requires us to continue to undertake structural 
improvements aimed at sustainable growth. As 
Mongolia’s speedy growth in recent years has 
been mainly driven by export of mineral products, 
restructur ing for  Mongolia  means,  above al l , 
diversification of our economy. Support for non-mineral 
sectors, growth and development in new products and 
services, as well as investing in essential infrastructure 
and industrial projects would serve as the main priorities 
in our strategy of a rainbow economy. 

Most Asian countries place high emphasis on the 
Forum and the structuring of their economies, however, 
their focus differs. There is no single method for 
structuring activities that suits all nations’ economies, 
but, in our view, improvement in institutional capacities 

Mongolia Restructures to 
Diversify its Economy

 Chairman of the State Great Hural of Mongolia  Zandaakhuu Enkhbold 
Keynote Speech at the Opening Plenary of the Boao Forum for Asia Annual Conference 2013

and making economic growth more inclusive are 
the necessities for all the economies in the region. 
Economic growth should be based on the notion that the 
gains from economic growth would be broadly shared. 
Ladies and gentlemen, there is a strong interest across 
Asia in building multi-lateral cooperation mechanisms 
and institutions. ASEAN, East Asia Summit, APEC and 
other mechanisms are becoming increasingly important 
in discussing and solving key political and economic 
issues in the region. Mongolia believes that the recent 
cooperation and integration should proceed in an open, 
fair and inclusive manner. It is our sincere hope that the 
region’s countries would support Mongolia’s desire to 
join APEC and East Asia Summit. 

Mongolia also believes that Northeast Asian 
countries should make more efforts in establishing 
intergovernmental cooperation mechanisms in the 
sub-region. Mongolia’s geographic location provides 
a competitive and cost-effective option for the major 
infrastructure in energy projects in the Eurasian region. 
In this regard I would like to reiterate Mongolia’s 
interest in participating in major infrastructure projects 
under discussion. Among them are crude oil, natural gas 
and electricity transmission projects to be built between 
our two neighbours, China and Rus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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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am truly humbled by the exceptional honor 
to address the Opening Ceremony of the 2013 Boao 
Forum for Asia. This is already the premier event of 
this kind in Asia, and in the future may very well be the 
world’s. 

At the onset of my remarks, allow me to warmly 
congratulate the newly-elected leadership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headed by President Xi 
Jinping. As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Nations General 
Assembly, I wish them every success in the discharge of 
their important national and global duties. 

For  over  three decades,  this  country has 
relentlessly pursued a policy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Both the scale and scope of this undertaking is 
without precedent in the annals of human history. Never 
before have the lives and prospects of so many millions 
changed for the better, so drastically and so fast. 

The Chinese dream of national rejuvenation is 
turning into a reality within a global environment beset 
by one of the most profound periods of transformation 

Sustainable Progress Requires 
Win-win Cooperation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Nations General Assembly   Vuk Jeremić
Keynote Speech at the Opening Plenary of the Boao Forum for Asia Annual Conference 2013

ever to occur in peacetime.
I think we are in the midst of a momentous pivot 

towards a more democratized world that puts people 
first — with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t the fulcrum of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efforts. 

This calls for a grand re-organization of human 
affairs, where proud and independent nations that bear 
no ill-will towards others will further grow in stature 
and respect. 

The developed and the developing need to come 
together through win-win cooperation, in order to 
deliver sustainable progress for all mankind. 

This is the fundamental ambition of the landmark 
document entitled “The Future We Want,” which the 
world leaders adopted in the Brazilian city of Rio de 
Janeiro last June. 

It mandates the United Nations General Assembly 
to set an aspirational and universally applicable post-
2015 agenda which define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put forth options for financing them, and la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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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t a workable intergovernmental arrangement for 
monitoring their implementation. 

In this context, the General Assembly can become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s key source of democratic 
legitimacy — fully respecting the singularity and 
sovereign equality of all states.

China is a proud and ancient civilization — 
the state with the longest continuous record of self-
government the world has ever known. 

Millennia ago, this nation entered the historical 
consciousness not as something new — but already 
present, without beginning or end. This is a great 
endowment of the Yellow Emperor: to impress upon 
posterity a faith in everlasting renewal, restoration, and 
reform. 

A key to China’s endurance is found in the 
teachings of the wisest of its sages, Confucius, who 
wrote of the ingrained virtue of ‘Ren,’ or benevolence. 
He described it as a sincere reconsideration for fellow 
human beings, a sense of reverence and compassion 

based on the equal dignity of each, in a community of 
shared values. 

As we resolve to commit to the generational 
task before us, let us strive, with every measure of 
our devotion, to cultivate ‘Ren’ in the conduct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 to advance the priorities of 
our respective peoples, while treating everyone as we 
ourselves would wish to be treated.

In my culture, this is called the ‘Golden Rule’; 
others have different names for it, yet its message 
permeates ethical traditions across the globe, amounting 
to a universal appeal of our era. May it stand as a 
unifying principle for the shared quest to assure 
peace and sustainable prosperity to all nations in our 
globalized and interdependent world.

Ladies and Gentlemen, I wish you fruitful 
discussions and most successful Boao Forum.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your attention. 

Transcribed from the audio recor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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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 very happy to be here in Boao. But only for 
the first time, Mr. President. Yet an obvious destination 
for the managing director of the IMF. I will pay tribute 
to the Boao excellent forum by focusing on the three 
key principles that you’ve identified: restructuring, 
responsibility, and cooperation. 

First, "Restructuring." Massive demographic 
shifts, digitalization of knowledge, technological 
advances, and structural innovations mean that the 
world is entering a new economic era. The competitive 
manufacturing and export-driven model developed 
by Asia has delivered on both growth and poverty 
reduction accounts. But now the challenge, as many 
Asian leaders have recognized, is to "restructure" that 
model to promote new sources of growth that will be 
based more on creativity, innovation, ideas, a more 
people-based approach to development, with due 
respect to the environment. 

Second, "Responsibility." We at the IMF will 
try to measure the spillover effects of nations’ policies 
and regions’ policies, and those spillover effects are 
significantly accelerated and heightened. Monetary 
and fiscal policies, just like financial excess, are often 
the sources of spillover, usually through the channels 
of finance and trade. This means that all countries 
and regions need to act with an even greater sense of 
"responsibility", responsibility not so much for the 

Restructuring, Responsibility, and 
Cooperation

 IMF Managing Director   Christine Lagarde
Keynote Speech at the Opening Plenary of the Boao Forum for Asia Annual Conference 2013

consequences of their policy for their own nation, for 
their own regions, but also for the rest of the world. And 
that process is mutually reinforcing.

Three, "Cooperation." Strengthening cooperation 
amongst the 188 members of the IMF is the raison 
d'etre of the organization. But we cannot do it alone. We 
need each and every nation to cooperate in the process, 
because it’s a two-way street. At the beginning of this 
crisis, there was a very strong sense of urgency and a 
massive desire to cooperate, but let’s be honest about 
it, that sense of urgency has clearly abated as the crisis 
has been comforted and as recovery has been a bit 
more patchy. So what we need to do going forward is 
to reaccelerate this cooperation process. And I applaud, 
Mr. President, the call that you made to cooperation in 
the region and across the world. 

I’m sure the forum, like the forum of Boao, 
can contribute to that process and to this increased 
cooperation that is so much needed not just for Asia but 
for the rest of the world as well. 

On that note, let me again express my profound 
appreciation to our Chinese hosts — to all of you, and 
to  your efforts in helping to move the global economy 
for the benefits of people here in Asia and everywhere 
as well. Thank you.

Transcribed from the audio recor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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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ught in the dilemma of maintaining growth 
and undertaking restructuring, a growing number of 
developing economies in Asia have caught on to the 
“intersecting point” of these two issues -  expansion of 
investment to accelerate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China’s experience shows that infrastructure 
for economic development comes first and foremost, 
and the only way to maximize the benefits of such 
infrastructure is to ensure that they are connected 
to form segments or networks. With growing intra-
regional trade in Asia, full play can be given to the role 
regional road networks play if these networks could be 
connected to form segments.

To this end, I would like to propose the Asia 
Infrastructure Cooperation Initiative (AICI). In my 
opinion, two tasks are necessary to advance this 
initiative: 

First,  Asian economies need to undertake 
exchanges and cooperation in infrastructure planning 
amongst themselves so as to achieve close integration 
between their respective infrastructure development 
plans and the goal of promoting interconnection in 
regional infrastructure. This can be realized gradually 
and successively through the formation of consensus 
and planning in various fields, such as electricity,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to Foster 
New Areas of Growth in Asia

 Vice Chairman of the Board of Directors of the Boao Forum for Asia (BFA)   Zeng Peiyan
Speech at the Session "Global Recovery: Paths and the Role of Asia" of the Boao Forum for 
Asia Annual Conference 2013

railways, highways and communication. I believe 
explorations can be conducted in these fields to create 
plans based on professional consensus or shared 
visions. 

The second thing we must do is address the large 
financing gap in infrastructure development in Asia. 
Given that increasing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in 
Asia offers the best timing, or rather the best options, 
for promoting restructuring and maintaining growth, I 
would like to see the establishment of an investment and 
financing institution dedicated to serving infrastructure 
in Asia. It should be run by independent professionals 
and focus on the most authoritative investment and 
financing business in Asia, namely major infrastructure 
projects that benefit people's livelihood.

As the Vice Chairman of the Board of Directors of 
BFA, I hope everyone can see the value of the concept 
of Asian infrastructure cooperation. Implementation 
of this initiative will undoubtedly be highly complex 
and require the common wisdom from all parties 
involved. With this in mind, I hope BFA can give full 
play to its role as a platform for exchanges, and provide 
effective support towards the promotion of economic 
integration in Asia and the acceleration of infrastructure 
interoperability in the region. Thank you! 

Spee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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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ros stated that th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proved the inadequacy of the prevailing economic 
dogma of efficient markets and rational expectations. 
While banks have self-healing capabilities; economic 
theories don’t. More than ever before, there is an 
urgent need to develop new theories. The Institute 
for New Economic Thinking (INET) is committed to 
exploring new economic theories applicable to the new 
paradigm, in particular macroeconomic theories in order 
to avoid evitable mistakes. Chinese economists can 
make valuable contributions to new economic thinking 
because they are less firmly rooted in the dogma 
prevailing in the West.  

Soros contends the risk of a hard landing has 
increased in China, where state-owned banks have 
accumulated large amounts of bad loans. Slower GDP 
growth will delay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s in breaking 
even; economic slowdown will undermine consumer 
confidence; and improving productivity will take time. 
The household sector has now shrunk to 34 percent of 
GDP and its savings are no longer sufficient to subsidize 

Dialogue with George Soros

 Time: April 8, 12:30 - 14:00

 Moderator 
Wang Boming, Editor-in-Chief, Caijing 

 Speaker
George Soros, Chairman, Soros Fund Management

 

the other two-thirds of the economy. China must now 
change its growth model. It cannot rely on export- and 
investment-led growth any longer. The obvious solution 
is to build a new growth model based on household 
spending.

Soros thinks the euro is the main trouble spot 
in the world. He blames this on major flaws of the 
European Union: there is a monetary union, but there 
is no policy alliance; there is a European central bank, 
but there is no common fiscal policy. Current austerity 
measures implemented by member states could destroy 
the European Union. There have been loud calls for 
political unity, but there is a lack of resolution. Soros 
stressed that Germany’s support is indispensable for 
solving the EU’s problems.

Japan is switching to quantitative easing (QE), 
which is supposed to boost economic growth. Soros 
regards QE policy as highly risky, saying that even if it 
works, it will probably cause interest rates to rise, and 
in turn render debt service unsustainable. Soros thinks 
that Abe’s backers prefer risk to stagnation. 

Soros is optimistic about the United States. 
He thinks that shale gas and shale oil have given the 
United States an important competitive advantage 
in manufacturing. Meanwhile, both the banking and 
the household sectors have made some progress in 
deleveraging; the housing market has turned and 
construction has picked up; and quantitative easing has 
boosted asset values. Still, Soros calls for Republicans 
and Democrats to revert to trying to capture a majority 
by competing for the middle ground. 

Dialog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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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the "new structural 
economics" (New Structural Economics: A Framework 
for Rethinking Development and Policy) put forward 
by Mr. Lin Yifu has attracted wide attention from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ist community. 

At the Boao Forum for Asia Annual Conference 
2013, this dialogue session was especially set up to 
introduce Mr. Lin’s academic research experience 
and shed light on his research and thinking about new 
structural economics in recent years.

The new structural economics is essentially about 
the study on how to achieve the optimal allocations 
of resources in an economy. Lin asserts that the new 
structural economics can first of all help developing 
countries have a closer look at what they have, and then 
let them know what they can do well on the basis of 
their factor endowments so that they could grow such 
strengths.

While consumer spending is very important, 
it still can not be tapped as the predominant driving 

New Structural Economics

 Time: April 6, 15:30 - 16:15 

 Moderator 
He Gang, Executive Editor-in-Chief, Caijing 

 Speaker
Justin Lin Yifu, Former Senior VP/Chief Economist, World Bank 
Group 

force behind China's economic growth going forward, 
argued Li. China's economic growth should be based 
on continued improvement in labor productivity 
and rely on constant technology innovation, and 
resources should be reallocated into higher value-added 
industries. China’s move to ramp up investment is 
aimed at improving the level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household income, as consumer spending will only 
grow further on the back of increased income, according 
to Lin

Lin suggested that the characteristics of both 
productive activities and the scale of capital demand, 
together with cyclicality and risk profiles, should 
all be taken into account in determining whether an 
economic activity should be dominated by businesses or 
individuals. In this process, the government must play a 
role so that companies could enjoy a better environment 
and lower transaction costs for technology innovation, 
business upgrading, marketing, and operations.

Lin holds that although the comparative advantage 
of China's cheap labor has been gradually diminished, 
China now boasts relatively cheap capital and has built 
up abundant human resources, which indicates a change 
in its comparative advantage. China could set its sights 
on the development of capital-intensive and technology-
intensive industries going forward, according to Lin.

Lin believes that China still has the potential to 
maintain a growth rate of 8% over the next two decades. 
The question over whether the potential could be turned 
into a reality will hinge on whether China is really to 
deepen its reforms.



160  2013 博鳌亚洲论坛

As the operating environment for Chinese 
companies becomes increasingly complicated, this Q&A 
session between economists and entrepreneurs covers 
innovations, internationalization, and how  businesses 
and communities work together to reshape evolutionary 
changes in China. This will not only help companies to 
grow in an uncertain environment, sort out boundaries 
between the market, government, businesses, and the 
public, but also benefit average citizens and companies.

D o e s  C h i n a  l a c k  i n n o v a t i o n  c a p a c i t y ? 
Entrepreneurs think that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s 
have been slowly gaining steam and met with success 
in China. The economists, however, pointed out that 
there may be still a long way to go when it comes to 
institutional learning and cultivation of talented people 
for innovations in China.

As for internationalization, Zhang Yue said that 
internationalization should be based on innovation, 

Chinese Enterprises’ Innovations 
and Responsibilities

 Time: April 5, 20:15 - 21:45

 Moderator 
Zhang Yaqing, Corporate Vice President, Microsoft 

 Panelists
Chen Feng, Chairman, HNA Group 
Fred Hu, Chairman, Primavera Capital Group
Edmund Phelps, Nobel Prize Laureate (2006)  
Zhang Weiying, Professor of Economics, Peking University
Zhang Yue, Chairman & President, BROAD Group 

and there will be no internationalization without 
innovations. Given the technological competition 
worldwide, businesses without true innovations will 
have a hard time expanding into international markets.    

Zhang Weiying said that after the Chinese 
products loose their low-cost advantages, even 
companies that have already expanded into overseas 
markets will have to return if they run short of sustained 
innovation capacity. Fred Hu said that successful cases 
of Chinese companies going global are rather rare, as 
the “going global” mechanism is mainly dominated by 
the government and central SOEs.

The question over how to strike a balance between 
SOEs, private companies, multinational companies, 
national power, and market forces has become the top 
concern for entrepreneurs and economists.

From Chen Feng’s point of view, the government 
needs to be more resolute in pushing ahead with 
reforms of broader depth. But importance should 
also be attached to the balance between reforms and 
development and stability. Zhang Yue suggests that 
SOEs are incapable of running successful businesses as 
they are limited by their nature.

Zhang Weiying, however, is concerned that the 
true purpose behind some Chinese entrepreneurs’ move 
to tout innovations is probably to take advantage of 
the existing system to profit, rather than advancing the 
system in the right direction.

Edmund Phelps agrees that businesses as a 
part of the communities should proactively take the 
responsibility amid social transitions.

Summ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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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20 has been repeatedly criticized and called into 
question as being “inefficient” in recent years. On April 
5, at the session on “Global Governance Reform and 
G20”, panelists were of the opinion that raising G20 
efficiency is of great urgency. 

Robert Hormats said the first thing G20 should 
do is to play a bigger role in financial regulation. Next, 
it should resolve labor market issues with greater 
political impetus. Third, G20 should facilitate efforts 
aimed at forging global multi-lateral and regional trade 
mechanisms, in a bid to prevent various types of trade 
protectionism or nationalism. Vuk Jeremić indicated that 

Global Governance Reform 
and G20

 Time: April 6, 15:15 - 16:30 

 Moderator 
Steve Howard, Secretary General, the Global Foundation 

 Panelists
Craig Emerson, Minister for Trade and Competitiveness, Australia 
Robert Hormats, Under Secretary of State, USA
Vuk Jeremić, President, 67th Session of the UN General Assembly
Long Yongtu, Former Vice Minister, MOFTEC
Mari Pangestu, Minister of Tourism and Creative Economy, Republic 
of Indonesia
Ksenia Yudaeva, Russian G20 Sherpa & Chief, Presidential Experts’ 
Directorate 
Zhang Jun, Director Gener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Affairs,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P.R. China
Victor Fung, Chairman, Li & Fung Group 

the best way G20 can work with all countries across the 
world is to take sustained development as its core theme. 

Craig Emerson said that G20, as the highest-level 
global multi-lateral cooperation mechanism, should 
also focus on international issues such as food safety 
and climate security. Long Yongtu pointed out that 
an international governance mechanism that covers 
the 20-member group should be put in place first. He 
emphasized that building a G20 consultative mechanism 
does not, however, mean that all negotiations should 
have to be carried out on a G20 platform. 

Craig Emerson thinks that each member of the 
G20 has different interests, thus communication needs 
to be strengthened, with positions of other parties taken 
into consideration, but this does not mean that G20 
should turn itself into an organization with binding 
force. Zhang Jun indicated that G20's consensus 
implementation mechanism should be strengthened 
going forward, thereby enhancing G20’s representation 
and effectiveness. At the same time, G20 should step up 
its cooperation with non-member states. 

The next G20 Summit is scheduled to be held in 
St. Petersburg, Russia in September this year. According 
to Ksenia Yudaeva, growth will be at the top of the 
agenda at this year’s G20 Russia Summit, followed by 
investment. Aimed at exploring ways to drive growth 
and investment, the agenda of the summit will focus 
on several key topics, including how to accelerate the 
pace of investment, increase investment transparency, 
enhance mutual trust, and strengthen regulatory 
effici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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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lobally, underlying risks in sovereign debt still 
linger across countries, which is a cause of concern for 
national governments. At the break-out session - “Debt 
Crisis: Who’s Next?” –the panelists were of the view 
that the European debt crisis has not been fundamentally 
resolved. Meanwhile, China’s current debt situation has 
also sparked some concern,though it is still generally 
under control. 

Europe’s economy continues to face two key 
challenges - a liquidity glut and a fiscal crisis. At the 
session, Gary Parr indicated that Europe is working hard 
to resolve these two issues but progress has been too 
slow, allowing the crisis to spread. Zhang Qizuo said 
that chances are slim for the euro zone to emerge from 
a recession in 2013. Solving the European debt crisis is 
expected to be a long and complicated process. 

Debt Crisis: Who’s Next?

 Time: April 6, 15:15 - 16:30 

 Moderator 
Peter Costello, Former Treasurer, Commonwealth of Australia 

 Panelists
Tom Byrne, Asia Pacific Head of Sovereign Risk, Moody’s 
Investor Service
Hu Shuli, Publisher & Editor-in-Chief, Caixin
Fred Hu, Chairman, Primavera Capital Group
Gary Parr, Vice Chairman, Lazard
Xiang Huaicheng, Former Minister of Finance
Zhang Qizuo, Deputy Secretary General, Globalization 
Cooperation Forum 

Fred Hu indicated that the top priority for the euro 
zone currently is to eliminate structural obstacles, revive 
growth, and restore confidence. 

Aside from the European debt crisis, China’s 
overall debt levels, particularly local debt risks, are 
similarly troubling. 

Hu Shuli warned that local debt financing vehicles 
have continued to expand though the operating efficiency 
of their share of financial resources is low, thus resulting 
in a spill-over effect on the financial markets. Therefore, 
the central government should have a clear administrative 
goal in implementing control over the total size of such 
vehicles. However, Xiang Huaicheng said that the debt 
issue was not the most pressing matter as far as the 
Chinese economy is concerned. 

Fred Hu said that to keep local government debt 
in control, China should start with reform initiatives 
focusing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entral and local 
government finances. 

On the flash point for the next debt crisis, Zhang 
Qizuo said there is a greater risk in Europe in the short 
term, and either Spain or Italy is a likely candidate. 
From a longer–term or a long-term perspective, the 
United States could well be hit by a debt crisis. 

Hu Shuli indicated that the European debt crisis 
will continue to brew going forward, and a second wave 
of crises may emerge in a number of smaller economies. 
Over the longer term, debt risks in the emerging 
markets, including China, are a cause for concern. 

Fred Hu, meanwhile, pointed out that the next 
debt crisis flash point could be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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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search Institute of Boao Forum for Asia 
released a report March 26, stating it would be common 
for emerging economies to maintain moderate growth 
over the coming years. In response to such a trend, on 
April 6, at the sub-forum themed “Emerging Markets 
Losing Speed” of the Boao Forum For Asia, officials 
and scholars from emerging economies had extensive 
discussions over such topics as to whether the emerging 
economies would successfully avert the “growth trap.” 

Zhang Yuyan said that the external reasons why 
economic growth of the emerging world as a whole 
dropped to over 5 percent last year was the slowdown 
of global economic growth, as well as the comeback of 

Emerging Markets Losing Spe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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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dera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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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ang Yuyan, Director, Institute of World Economy & Poli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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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de protectionism. Zhang believes that strengthened 
cooperation and communication between emerging 
economies are crucial in tackling trade barriers and 
bringing all-win results to emerging economies. 

Zhang Xiaoqiang analyzed the intrinsic reasons 
why emerging economies are losing speed. “The 
rebalancing of growth towards domestic demand, 
especially consumption demand, will be a huge source 
of China’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ing forward,” 
said Zhang. Dr. Didar Singh said that although India’s 
economic growth has slowed down, the country 
is optimistic about future development as Indian 
businesses have been growing rapidly and economic 
growth in India has remained stable. 

Alan Buckle said that Brazil must reinforce 
investment in infrastructure and adjust its education 
mechanism. Sergey Nikolaevich Katyrin said that 
Russia’s long-term economic development priorities 
include supporting non-raw material industries, 
promoting investment in technology companies in 
order to improve economic diversity, and ramping up 
investment in infrastructure projects. 

Mari Pangestu said that emerging economies 
have benefited from new South-South Cooperation in 
combating the economic crisis.  

Officials and scholars attending the forum 
hold that emerging economies need to reinforce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cultivate skilled workforces, 
encourage the free flow of production factors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and commercialization, and 
remain committed to opening-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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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 Boao Forum for Asia's session “Government 
versus Market,” many economists and entrepreneurs 
did not deny the results achieved by some state-
owned sectors. At the same time, they also stressed the 
importance of implementing oversight. Professor Zhang 
Weiying believes China can only establish a path for 
sustained growth by minimizing the number of state-
owned sectors and the government’s control of these 
sectors, and allowing greater access and freedom to 
private enterprises to enter the domestic sectors.

However, Jean-Louis Beffa supports privatization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 arguing it would make state-
owned enterprises more accountable and transparent, 
thereby giving them a clearer development direction 

Government versus Mark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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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ing forward.
Antony Leung Kam Chung said the problem 

with China’s state-owned enterprises is not the fact 
they are state-owned, but instead how they are run. 
Thomas Piquemal said Europe’s experience has shown 
that increased competition in the market does not 
have to come at the expense of the role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

Naina Lal Kidwai stressed repeatedly the effects 
of a good regulatory model and corporate governance. 
She attributed much of the success of India’s banking 
sector to oversight, which is not subject to significant 
influence by the government. Its fully competitive 
banking market is another key success factor.

Stephen Engle questioned the sustainability of 
China’s economic growth in the next decade should it 
continue to rely on an investment-led growth model and 
pointed out that transition to consumption-led growth 
may be in order.

Professor Zhang Weiying said this is a choice 
for consumers to make, adding that economists should 
not debate whether such demand should be increased. 
Instead, this should be left to consumers to decide.

Xiang Bing said that innovation was lacking 
among Chinese enterprises in the past as one could 
become a billionaire without being innovative. With 
significant changes expected going forward, this will no 
longer be possible. Edmund Phelps felt that innovation 
should not be left to the government. He thinks small 
businesses and grassroots enterprises are the real source 
of economic dynamism.

Summ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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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ver the past 30 years of reform, opening up and 
consolidation, the Chinese auto sector has completed the 
basic layout for the entire industrial chain.  

In the discussion on development targets for the 
next three decades, the delegates thought that the auto 
sector continues to be dominated by products, with 
technology at its core. 

Looking back at the opening up and consolidation 
of the auto sector in the past 30 years, conference 
delegates generally agreed that the joint venture 

The Opening Up and Integration 
of the Automobile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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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ang Baolin, President, Chongqing Changan Automobile Co., Ltd. 

approach has led to the sector’s rapid development 
in China. Many also thought that the biggest benefit 
of joint venture cooperation was the accumulation of 
technology R&D experience, with this being the secret 
key that has been critical for unlocking the post-JV era. 

The next major goal of the Chinese auto sector is 
to explore the path to internationalization as it continues 
to open up and consolidate. 

The sector’s main export markets include Russia, 
the Middle East, North Africa and South America. These 
regions have attracted the entry of numerous automakers 
in recent years, which has resulted in a relatively strong 
squeeze on Chinese vehicle exports. Besides, the Chinese 
auto sector also continues to face pressure from trade 
protectionist measures by various countries. 

The conference delegates repeatedly stressed the 
importance of returning to quality and indigenous R&D, 
which constitute the foundation for the development of 
proprietary brands. As for new energy vehicles (namely 
electric vehicles and plug-in hybrid vehicles as currently 
specified by the government), the conference delegates 
could not reach a consensus. 

Despite the divergent opinions on the prospects 
of new energy vehicles, the conference delegates have 
all shown strong confidence. Standing at a new starting 
point marked by the 60th anniversary of the auto sector 
in China and 30th anniversary of the joint venture era, 
the Chinese auto sector is the most dynamic in the 
world and is most representative of the industry’s future 
development direction. It is also set to become the 
leader for the next 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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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ane l i s t s  o f  the  roundtab le  sess ion 
on  “S t ruc tu ra l  Re fo rm:  Rev i t a l i ze  the  Core 
Competitiveness of EU” felt that Europe is in fact facing 
a more severe political crisis than its economic crisis 

Structural Reform: Revitalize the 
Core Competitiveness of the E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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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derator 
Jean-Pierre Raffarin, Vice-President of the Senate; former Prime 
Minister, France

 Speaker
Sauli Niinistö, President, the Republic of Finland. 

 Panelists
Laurent Burelle, Chairman & CEO, Compagnie Plastic Omnium
Bernard Charles, President & CEO, Dassault Systemes
Enrique Baron Crespo, President, European Foundation for 
Information Society
Marie-Claire Daveu, CSO & Head,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al Affairs, 
PPR
Eelco Hoekstra, Chairman of the Executive Board & CEO, Royal 
Vopak
Juan Inciarte, Executive Member of the Board of Directors, Group 
Senior EVP for Strategy, Banco Santander
Leif Johansson, Chairman, Ericsson
Emmanuel Limido, Chairman, Centuria Capital Group
Geoff Riddell, Member, Group Executive Committee, Regional 
Chairman, Asia-Pacific, Middle East & Africa, Zurich Insurance 
Group Ltd.
Hans-Peter Sollinger, Member of the Voith Board of Management, 
President & CEO, Voith Paper
Jean-Pascal Tricoire , President & CEO, Schneider Electric 

and member countries need to demonstrate a stronger 
political will to build a more effective monetary and 
economic union within the EU. Sauli Niinistö said that 
the economic problems faced by the European Union 
need to be addressed through democratic negotiations 
within and between the European countries, otherwise 
Europe’s social cohesion and stability would be at risk. 

The panelists  generally believed that  the 
fundamental countermeasure to the European crisis is to 
promote industrial development and economic growth 
among nations.

Bernard Charle said that one must first recognize 
the significance of innovation, and then take action to 
protect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globally.

On the outlook of European integration, the 
consensus among the panelists was that the Euro 
zone would neither collapse nor disintegrate. Leif 
Johansson pointed out that southern European countries 
had implemented a wide range of economic reform 
initiatives since the outbreak of the debt crisis and the 
corporate sector is ready to actively get involved in the 
growth of emerging economies.

Enrique Baron Crespo noted that in today’s 
Europe everyone can see the importance of integration 
and where the future of Europe lies.

Emmanuel Limido said that the European Union 
needs to address its internal imbalances in order to 
consolidate the fiscal alliance.

Juan Inciarte asserted that the problems facing 
Europe right now are more political than economical in 
nature.

Summ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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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the face of the mobile Internet wave, panelists  
discussed mobile innovations, mobile business models, 
the industry landscape,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operators and application providers. 

Wang Jianzhou said there are three categories 
of mobile Internet innovations: first, application 
innovations that give rise to the emergence of a litany 
of apps; second, device innovations including operating 
systems and input methods; and third, business model 
innovations. 

"We should not limit our thoughts. Don't just think 
of the mobile phone you put in your pocket. Plenty of 
new mobile terminals will continue to emerge,” said 
Ken Gullicksen.

The Sobering Side of the 
Mobile Internet

 Time: April 7, 14:00 - 16:00 

 Moderator 
Wang Jianzhou, Former Chairman, China Mobile
Ji Bin, Editor-in-chief, Outlook Weekly  

 Panelists
Ken Gullicksen, COO, Evernote
Henry Han, Founder & CEO, Viva Mobile Media
Martin Lau, President, Tencent
Liu Qingfeng, Chairman, iFLYTEK Information Technology
Qi Ming, Chief Senior Consultant of ZTE Corporation
Arthur Sulzberger, Jr, Chairman & Publisher, New York Times
Vijay Kumar Thadani, CEO, NIIT
Wu Ying, Chairman, China Capital Group
Brian Hui, Vice President, Amazon China

Ji Bin added that while continuing to seek 
innovations in the mobile Internet, we should also 
remain focused on preventing mobile phone viruses, 
Trojan horses, junk mails, chargeback malwares, and so 
on.  

Qi Ming proposed three solutions to addressing 
mobile Internet security: First, authorities should 
establish an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institute. Second, 
in terms of industry regulation, proactive adaptation 
and adjustment should be carried out for cross-industry 
business innovations. Third, at the judicial level, amidst 
rapid evolution of IT innovations, timely revisions and 
creative interpretation to existing laws and regulations 
should be carried out. 

Wu Ying was said the mobile Internet will create 
an enormous market, particularly after the dawn of the 
4G era. 

Vijay Kumar Thadani said the mobile Internet can 
transform global education and reverse inequality of 
medical resources allocation. Meanwhile, Martin Lau 
predicted that there is a reshuffling opportunity in China 
when it comes to global mobile social networking. 

Liu Qingfeng stated China can lead the world 
in terms of innovation and application of specific 
technologies over the next five to 10 years, and the key 
will lie in accurately identifying the entry point. 

Panelists also discussed the previously hotly-
debated topic of "Should users pay for WeChat?” The 
speakers were of the view that operators and application 
service providers should work together for mutual 
benef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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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at have the Asian emerging economies learned 
from th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How can countries 
strike a balance between financial innovation and 
financial regulation? What sort of policy effects will be 
triggered by the deconstruction between the fictitious 
economy and the real economy? 

The issues above were the focus of discussion at 
the panel session “Fictitious vs. Real Economy: The 
Balancing Art of Emerging Markets.”  

Wendell Willkie ll contend the United States 
has indeed faced the negative effects of the fictitious 
economy decoupling from the real economy. 

In Asian emerging economies, virtualization 
of capital is an increasingly salient trend. On the 
current short-termism in the economy and economic 
restructuring, the conference delegates generally agreed 
that banks could consider moving their core business 

The Balancing Art of 
Emerging Markets

 Time: April 7, 15:15 -16:30 

 Moderator 
Stephen Groff, Vice President, Asian Development Bank 

 Panelists
Roger Dassen, Global Managing Director, Clients, Services & 
Talent, Deloitte Touche Tohmatsu Limited
Edmund Phelps, Nobel Prize Laureate (2006) 
William Rhodes, Senior Advisor, CITI
Wendell Willkie II, Senior Vice President, MeadWestvaco
Zhang Yansheng, Secretary-general, Academic Committee, NDRC 

back to basic lending. 
Zhang Yansheng pointed out that as soon as the 

fictitious economy decouples from the real economy, 
it would pose a risk to global economic growth. He 
thinks that China’s next step should be to develop more 
fictitious economy market instruments to help lift the 
regions, countries, and people which are lagging behind 
out of poverty. 

Edmund Phelps also thought that the onset of 
th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wa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decoupling of the fictitious economy from the real 
economy. Asian countries can learn how to strike a 
balance between the fictitious economy and the real 
economy from the experiences of the developed world. 

On how the fictitious economy could better serve 
the real economy, the conference delegates propose that 
banks should increase lending to SMEs and innovative 
enterprises, and actively develop direct financing 
channels. 

The regulation of the financial services industry 
is another hotly-debated issue. Addressing this 
topic, William Rhodes said that Basel III should be 
implemented worldwide. 

Stephen Groff said that striking a balance between 
financial innovation and over-regulation of the financial 
industry, and replacing over-regulation with smart 
regulation, represents a huge challenge. 

Edmund Phelps stressed that finance should go 
back to basics. He thinks that a fundamental adjustment 
of the economic structure is what the majority of 
economies need most. 

Summ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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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 the panel session “Consumption is the Way 
Out” at the Boao Forum, most of the experts at the 
conference think that the issue of high savings and 
investment rates and low consumption rate, which 
China has been facing for many years, is inevitable. 
Li Jiange analyzed this phenomenon from the 
demographic perspective, while Lai Xiaomin predicted 
China will have to continue relying on investment for a 
“considerable period of time in the future.”

Carlos Brito proposed that differentiation in 
consumption should be exploited, adding that there is a 
large difference across regions in China, and consumers 
from different regions have hugely varying purchasing 

Consumption is the Way Out

 Time: April 7, 16:25 - 18:00 

 Moderator 
Lu Chen, Anchor, Phoenix TV 

 Panelists
Zein Abdalla, President, PepsiCo
Carlos Brito, CEO, Anheuser-Busch InBev
Lai Xiaomin, Chairman, China Huarong Asset Management 
Corporation
Li Jiange, Chairman, China International Capital Corporation
Ma Weihua, Executive Director, President & CEO, China 
Merchants Bank
Sun Yiping, President, Inner Mongolia Mengniu Dairy (Group) 
Co., Ltd
Michael Treschow, Chairman, Unilever
Junichi Ujiie, Senior Advisor, Former Chairman, Nomura 
Holdings Inc. 

power. Zein Abdalla also noted the differentiation in 
the Chinese consumer market. He said that as society 
continues to develop, it is important to think about how 
products can bring convenience to consumers. 

Lai Xiaomin said that in studying consumption 
differentiation in China, special attention should be paid 
to the promotion of rural consumption. 

Michael Treschow noted it is important to 
understand the 3-4 billion people (in the world) at the 
bottom of the consumer pyramid, and explore how to 
develop this segment of the market. Bain & Company 
recently released a report which ranked China as the 
world’s largest luxury goods consumer in 2012. Li 
Jiange said that luxury consumption is, in some sense, 
related to public funds spending and corruption-related 
spending. It would be a healthy sign if these forms of 
consumption fall, he added. 

“In the future, the innovation adopted by Chinese 
enterprises to boost consumption will play a very 
important role. This does not refer to small-scale 
innovation, but it should be an innovation in products,” 
said Sun Yiping. “Young people nowadays will invest 
if they have money, and apply for cash advances if they 
don't,” said Ma Weihua, adding that Asia is undergoing 
change which offers immense potential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redit card-related businesses. 

Besides, scarce water resource and land and air 
pollution are leading people to start paying attention 
to green and environmentally-friendly consumption, a 
trend which is urgently awaiting enterprises to capitalize 
on and develop new produ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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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 the session on “Adapting to the Demographic 
Shift: Policy & Economic Impacts,” panelists were 
of the opinion that the impact of the aging population 
trend in China on the country’s economic growth is not 
completely negative. However, with excessively rapid 
aging pace, early planning for a retirement mechanism 
must be put in place. 

Dai Xianglong pointed out that the pace of aging 
in China's population is indeed accelerating. However, 
China's aging population will not hinder the realization 
of the "China Dream” by 2050. Qin Shuo indicated 
that after implementing the family planning policy for 
decades, China’s total population has been controlled 

Adapting to 
the Demographic Shift

 Time: April 7, 16:45 - 18:00 

 Moderator 
Zhu Wenhui, Anchor, Phoenix TV 

 Panelists
Dennis Barcy, CEO, US-China Clean Energy Forum
Kent Calder, Professor,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Elaine L. Chao, 24th United States Secretary of Labor
Dai Xianglong, Chairman, National Council for Social Security 
Fund, China
Taizo Nishimuro, Advisor & Former Chairman, Toshiba 
Corporation 
Qin Shuo, Chief Editor, China Business News
A. Didar Singh, Secretary General, FICCI, India 

within a certain range, but serious demographic 
imbalances have emerged, prompting China to more 
openly and responsibly embark on serious discussions 
concerning its demographic structure. 

There is no evidence to suggest an inevitable 
correlation between an aging population and an 
economic recession, said Taizo Nishimuro, citing 
Japan’s experience. Didar Singh, however, thinks that 
population issues will have a direct impact on GDP. 

Elaine Chao noted that a large number of 
immigrants have ensured that the United States currently 
has a relatively younger population in the world, as well 
as a continued supply of labor. Americans born during 
the Baby Boom have reached their retirement age, 
while longer life expectancy will put social security 
under pressure; these factors require the United Statesto 
have an easier and more effective immigration policy to 
guarantee economic development. 

Dai Xianglong pointed out that the biggest 
challenge now facing China is the excessively large 
shortfall in the country’s pension fund. The only way 
to resolve this issue lies in combining the development 
of public retirement insurance, general retirement 
insurance, and personal insurance. Instead of relying 
solely on the public sector, China should remain 
committed to implementing a policy that combines 
social pool accounts with individual accounts. Dai 
further indicated that there are two ways to resolve the 
retirement fund gap: (1) appropriately postpone the 
retirement age; and (2) allocate state-owned assets to 
participate in the social security fund. 

Summ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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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erging manufacturing countries such as 
China are now beginning to feel the pain of industrial 
hollow-out. The conference delegates proposed that an 
industrial hollow-out can be divided into the hollowing 
out of regional industries and the hollowing out of 
core technologies. The hollowing out of regional 
industries due to outward relocation of Chinese low-end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 is an inevitable phenomenon in 
the process of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At the opening ceremony of Boao Forum for 
Asia Annual Conference 2013, President Xi Jinping  

Industrial Hollowing-Out: 
The Way Forward

 Time: April 7, 20:50 - 22:20

 Moderator 
Ma Hongman, Anchor, CBN

 Panelists
Steve Ruey-Long Chen, Chairman, SINOCON Industrial
Dong Mingzhu, Chairman, Gree
Rajeev Dubey, President, Mahindra & Mahindra
Hu Zhenyu, Vice President, China Fortune Land Development Co., Ltd 
Lee Yoon-woo, Executive Advisor & Former CEO, Samsung Electronics
Lin Zuomin, Chairman, Aviation Industry Corporation of China
Ren Hongbin, Chairman, China National Machinery Industry 
Corporation
Song Hailiang, President, ZPMC
Wu Guodi, Chairman, China International Energy Group
Yuan Maozhen, Former Chairman, China Southern Power Grid 
Jordan Hansell, Chairman and Chief Executive Officer, NetJets Inc. 

emphasized that the Chinese economy will maintain its 
healthy development momentum for now and for some 
time into the future. Domestic demand, consumption 
demand in particular, will continue to expand, and 
outward investment will also increase significantly, said 
President Xi. 

Therefore, against this general backdrop, the 
conference delegates unanimously agreed that the most 
fundamental reason for the manufacturing hollow-
out was the lack of core competitiveness among 
enterprises, whereas innovation awareness was critical 
in maintaining enterprises’ core competitiveness. Many 
delegates were of the view that enterprises have to 
keep nurturing innovation awareness, and develop their 
own brands in core segments such as indigenous R&D, 
complex product integration, and marketing services. 

The government should also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industries. 
First, it should put emphasis o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manufacturing sector and provide support to 
manufacturers in the form of structural tax cuts and 
financial initiatives. Second, the government should tilt 
the factors of resources in favor of the manufacturing 
sector. Third, it should create a good environment, for 
example protection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In addition, outward relocation of industries 
does not necessarily lead to an employment problem. 
As long as enterprises can keep pace in terms of their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they can still generate 
sufficient employment opportunities and drive the 
economy to continue growing healthi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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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ese Premier Li Keqiang said recently that 
unleashing dividends in the form of reform would be 
one of the drivers of economic growth going forward. 
However, the momentum for continued reform in China 
may face interference from various interest groups, 
and any hesitation in the reform of the political system, 
in particular, can very likely result in an institutional 
barrier that hinders continue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is regard, Justin Lin Yifu contends that 
to make the transition from a planned economy to a 
market economy, it is crucial to eliminate distortions in 
population growth and acquire the capacity to address 

China’s Reform Agenda

 Time: April 8, 9:00 - 10:30

 Moderator 
Rui Yang, Anchor, CCTV

 Panelists
Charlene Barshefsky, Former United States Trade Representative; 
Senior International partner, WilmerHale 
Fan Gang, President, National Economic Research Institute, China
Martin Jacques, Professor,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Justin Lin Yifu, Former Senior VP/Chief Economist, World Bank 
Group 

 Commentators
Laurence Brahm, Author & Lawyer
Robert Lawrence Kuhn, Chairman, The Kuhn Foundation
Wang Yijiang, Professor at Cheung Kong Graduate School of 
Business

income inequality, corruption and other issues.
Charlene Barshefsky said that China faces two 

major challenges. The first is rural-to-urban migration 
which requires the new model of economic growth 
to be well established. The second challenge is that 
China's internal decision-making process needs to be 
more efficient, which calls for some structural changes 
in particular.

Fan Gang sees  a  press ing need to  break 
monopolies, eliminate a large portion of administrative 
management and control ,  and establish a free 
environment that allows equal competition so as to 
encourage the emergence of new ideas and provide 
greater impetus to the Chinese economy going forward.

Justin Lin Yifu and Fan Gang noted that China 
has the potential to realize 8 percent growth, albeit with 
much effort. Laurence Brahm questioned the need for 
China to maintain 8 percent growth, arguing qualitative 
growth is more important than quantitative growth.

As to whether China should adopt a top-level 
design or a bottom-up approach in its reform, Justin Lin 
Yifu felt that the country needs both reform approaches. 
Charlene Barshefsky said that while the bottom-
up approach is important, someone must make the 
decisions at the highest level.

Martin Jacques suggested China establish a public 
registration system which openly publishes income 
and property of key government officials and central 
and provincial government officials, including their 
family members. This would be a great way to achieve 
democratization and combat corruption, said Jacques. 

Summ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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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lobal Recovery: 
Paths and the Role of Asia

 Time: April 8, 10:45 - 12:15

 Moderator 
Zhang Yansheng, Secretary-general, Academic Committee, NDRC

 Speaker
Zeng Peiyan, Former Vice Premier, China 

 Panelists
Laurent Burelle, Chairman & CEO, Compagnie Plastic Omnium
Bernard Charles, President & CEO, Dassault Systemes
Richard Boucher, Deputy Secretary General, OECD
Stephen Groff, Vice President, Asian Development Bank
Jin Liqun, Chairman, Supervisory Board, China Investment 
Corporation
Gary Locke, US Ambassador to China; Former Secretary of 
Commerce
Sachin Pilot, Minister for Corporate Affairs, India
Zheng Xiaosong, Assistant Minister of Finance, China 

Zeng Peiyan kicked off the session on “Global 
Recovery and the Role of Asia” with his speech. Mr. 
Zeng believes increasing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in 
Asia is an important way to boost the Asian economy. 
He proposed the Asia Infrastructure Cooperation 
Initiative (AICI), calling for exchanges and cooperation 
in infrastructure planning between economies, so 
as to address the large financing gap encountered in 
infrastructure development in Asia.

The panelists engaged in a broader discussion on 
the global economic recovery in terms of its timing, 
methods and paths, putting forward specific proposals 

for the recovery of growth in Asia and China. Economic 
restructuring, value chain enhancement and greater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s are crucial, said the panelists. 
A change in the lifestyles of European countries was 
also deemed necessary.

The panelists agreed that the global economy had 
gradually stabilized. 

Richard Boucher said China’s new source of 
growth should come from moving up the value chain in 
manufacturing. He also pointed out the need for reform 
of China’s current household registration system as well 
as its pension and health care systems. Basic education 
reform is also critical, added Boucher.

Gary Locke said that a well-educated workforce is 
necessary for a country to move up the value chain. Fair 
participation by all in competition is also a deciding 
factor.

Jin Liqun said recovery in Europe is the most 
important factor for the global economic recovery. Gary 
Locke stressed that a rebalance between China, Asia 
and the United States is necessary. Though the domestic 
demand in China is immense, the key lies in ensuring 
that the Chinese have the means and propensity to 
consume. As such, reform of financial services and 
social security reform are critical.

Zheng Xiaosong added that a good external 
env i ronment  i s  necessa ry  fo r  g rowth  in  the 
Asian economy. Hence, when formulating their 
macroeconomic policies, currency-issuing countries 
need to give greater consideration to any negative 
spillover effect that such policies may ha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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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 was the first time that the agriculture issue 
appeared on Boao Forum’s agenda. 

On surging food imports, Han Changfu said that 
China currently has an adequate supply of food and 
other key agricultural products, and prices are generally 
stable. The country is confident and capable of ensuring 
domestic food security going forward. 

Chen Zhirong said emphasis needs to be put on 
developing the seed industry to solve the food security problem. 

Yuan Longping added that if half of the world’s 
rice is hybrid rice, we would be able to feed another 
400-500 million people. Chen Zhangliang said that 
China’s agriculture is now at a crossroads of reform. We 

Hidden Food Security Worries 
Behind Nine Straight Increases

 Time: April 8, 10:45 - 12:15

 Moderator 
Niu Dun, Vice Minister of Agriculture, China 

 Panelists
Han Changfu, Minister of Agriculture, China
Chen Zhirong, Vice Governor, Hainan Province 
Yuan Longping, Academician, Chinese Academy of Engineering
Chen Zhangliang, Vice Governor, Guangxi Autonomous Region
Zhang Yuxi, Chairman, Xinfadi Farm Product
Yukol Limlamthong, Deputy Prime Minister and Minister of 
Agriculture and Cooperatives, the Kingdom of Thailand
Alejandro Jara, Deputy Director-General, WTO
Zein Abdalla, President, PepsiCo
Stephen Badger, Chairman, Mars. Incorporated
Yu Xubo, President, COFCO 

have been talking about land circulation this year. Small 
land plots have to be merged into bigger plots because 
removing the ridges will free up a large amount of land. 

Experts at the conference were generally worried 
that the ‘nine straight increases’ in total food output in 
China have numbed farmers and officials. The major 
drought in southwest China this year may have served as 
a wake-up call to the hidden problems of food security. 

Zhang Yuxi proposed several channels to overcome 
the hidden problems in food security, namely the seed 
factor, the farmland factor, and the population factor. 

To address the lack of enthusiasm in land 
cultivation due to excessively low food prices, Chen 
Zhangliang and Zhang Yuxi suggested raising the 
prices of agricultural produce to increase the income of 
farmers engaging in land cultivation. 

Many delegates were of the view that resolving 
the global food security issue requires the joint 
participation of Asian countries and regions. Alejandro 
Jara mentioned that 85 percent of global fish stocks 
have been over-exploited and utilized. Negotiations 
have to take place in order to reverse this situation. 

The climate change problem has led to numerous 
uncertainties in food production. Many countries are 
considering a structural adjustment for their agricultural 
sectors, and some countries are developing new breeds 
including crops which are resistant to diseases and pests. 

Yukol Limlamthong said that Thailand has 
adopted soil  improvement and other strategic 
approaches, and is focusing its efforts on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that can “develop sustainab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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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anelists at the luncheon session on “The 
Stalled Doha - Dilemma of the Multilateral Trading 
System” of the Boao Forum for Asia held April 8 felt 
that although the Doha negotiations hit an impasse 
due to differences between developing and developed 
nations over the issue of agricultural subsidies, the 
multilateral trading system remains the main channel for 
trade policies, with regional integration and free trade 
agreements only playing a supplementary role.

Since its launch in Nov. 2001, the Doha Round 
has yet to come to any final agreement after 12 years of 
arduous negotiations. 

Alejandro Jara said there is a need to rethink and 
review the negotiating principle of the Doha Round 
which requires that each decision be unanimously 
adopted by all member states. The concept of “balance” 
will also continue to be observed in future negotiations.

The Stalled Doha Round

 Time: April 8, 12:30 - 14:00

 Moderator 
Deborah Kan, Executive Producer, Wall Street Journal

 Panelists
Charlene Barshefsky, Former United States Trade Representative 
Alejandro Jara, Deputy Director-General, WTO
Yu Jianhua, Assistant Minister of Commerce, China

 

In terms of a few individual issues, however, 
negotiations in the Doha Round will break free from 
a “package” of restrictions and first seek to reach 
agreements on issues with smaller differences that are 
more likely to see a consensus.

New bilateral and regional trade mechanisms 
such as the Free Trade Agreement (FTA), Trans-
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 (TPP), and 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 (RCEP) have 
been springing up and developing rapidly in recent 
years. 

The panelists generally agreed there is a need to 
strengthen reg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 in the face 
of economic globalization, given that the WTO's Doha 
round of talks seeking to promote global free-trade is at 
an impasse. 

However, bilateral and regional trade mechanisms 
can have trade diversion and substitution effects on 
non-participating countries and in turn result in new 
situations of unfairness in the process of global trade 
liberalization.

Yu Jianhua said China hopes to see a TPP that 
is inclusive, transparent, and non-discriminatory. The 
current standards of the TPP are too high and, hopefully, 
the bar is not artificially set so high that countries 
including China are excluded, said Yu.

Barshefsky felt that high standards should not 
become the bottleneck preventing China’s participation 
in the TPP, contending that TPP could satisfy both 
parties in Sino-U.S. negotiations by increasing its 
flexibility so as to include the whole reg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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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ese films grossed over 5.1 billion yuan at box 
office in the first quarter of 2013, which represented a 
market share of more than 69 percent, extending the 
strong growth momentum that began in the second half 
of last year. 

Amids t  the  r ap id  deve lopment  p rocess , 
participants in the Chinese film industry have also 
begun to mull over the future and globalization of 
Chinese films.

Panelists at the session said Chinese films are set 
to undergo a shift in 2013, with the selection of subject 
matter, film production, operations, and growth in terms 
of audience as well as theaters set to drive tremendous 
changes in the industry.

“I see market-oriented and stylized films from 
China in the short term,” said Lu Chuan.

Richard Anderson pointed out that audiences do 
not understand the technical aspects of movies and all 

The Prospects for Chinese Films 

 Time: April 8, 16:30 - 18:00

 Moderator 
James Su, Chairman, Chinese American Film Festival

 Panelists
Richard Anderson, Director, Screenwriter, Sound Designer, USA
Lu Chuan, Film Director, Chuan Productions 
Andrew Morgan, President, Ruddy Morgan Organization
Dennis Wang,  President & CEO, Huayi Brothers Media Co., Ltd.
Zhang Jizhong,  Producer

 

they want is to watch an interesting story.
Entertainment today will be the culture of 

tomorrow, something that one should not be afraid 
of, said Andrew Morgan when referring to the film 
industry’s growing focus on entertainment. There will 
be more opportunities to come and one should not give 
up, he added.

As to how Chinese films can gain a competitive 
edge globally, the panelists said that going global calls 
for specialized operations while globalization in turn 
can also promote specialized operations in Chinese 
films.

“I believe our film industry will be like our auto 
industry,” said Zhang Jizhong. “We will produce works 
with even greater vitality and gain more professional 
experience through our joint ventures with foreign 
partners.”

In response to the question on how Chinese 
films can grow in terms of scale, Dennis Wang cited 
vigorous expansion across the industry chain as the key. 
He also stressed the importance of a globalized team 
management philosophy. “First of all, the division of 
labor needs to be globalized. The respective roles of 
the director, producer and distributor need to be well 
defined.”

Andrew Morgan pointed out that establishing 
professional distribution channels in other countries is 
also a must for Chinese films to go global.

Although Chinese films have just embarked on 
their journey of globalization, the panelists expressed 
strong confidence in their prosp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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