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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ao News 

 

CNN: What to expect the Manila Conference, Boao Forum for Asia 

2019-4-22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warming ties between the Philippines and China, over 300 

top Chinese business leaders fly to Manila to attend the Boao Economic Forum for 

Asia Conference this week. 

 

The newly-elected President of the Federation of Filipino Chinese Chambers of 

Commerce & Industry (FFCCCII), Henry Lim Bon Liong, confirmed to CNN 

Philippines that most of the Chinese investors participating are involved in 

agriculture, tourism, infrastructure and labor sectors. 

 

“I think right now the Philippines and China relationship has never been so close 

than before. We would like to do our best to impress the 300 Chinese businessmen 

coming in next week,” said Lim in a phone interview from Shanghai, China. 

 

The FFCCCII-sponsored forum, with the theme "Concerted Action For Common 

Development In The New Era,” will be held at the Shangri-La at the Fort, Manila in 

Taguig City on Monday and Tuesday. 

 

This is also the first time that the forum will be held in the Philippines, and President 

Rodrigo Duterte himself will deliver the keynote speech at the opening ceremo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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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day early evening. 

 

The chief executive will then fly to Beijing, China to attend the 2nd Belt and Road 

Forum for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long with dozens of heads of state from Asia, 

Africa, Europe, and Latin America. 

 

Other speakers at the Boao economic forum would include House Speaker Gloria 

Macapagal-Arroyo, former Thai Deputy Prime Minister Surakiart Sathirathai, Boao 

Forum for Asia (BFA) Vice Chairman Zhou Xiaochuan and Secretary General Li 

Baodong, among other high-ranking officials. 

 

What’s in it for Filipinos? 

Lim said investment deals between Filipino and Chinese business leaders, especially 

on job-creating infrastructure projects, are expected to be made during the two-day 

forum. 

 

“Once these are realized, if the infrastructure is there, the economic benefits are 

flowing because of these (infrastructure projects) and then poverty will be alleviated 

because of that,” added Lim. 

He also said that Chinese-origin multinational internet conglomerates like Alibaba 

and Tencent have been on talks with some Filipino big names. 

 

“I think Tencent has some agreement with the Ayalas and all of these and I think 

there will be more that will be coming in especially tourism,” recounted Lim, who is 

also the chief executive officer of Sterling Paper Group of Companies. 

 

The taipan himself said he is currently building a resort hotel in Mactan, Cebu to 

accommodate the influx of rich Chinese coming into the Philippine islands. 

 

“With great beaches and all of these things I think we can overtake Thailand. How 

can you not beat the other countries when you have three or four of the best 

beaches in the world?” said Lim. 

 

He added the deals will open more opportunities for Filipinos to be employed as 

caregivers and workers in retirement homes in China, where population aging is 

more acute based on research studies. 

 

What’s in it for China? 

The Filipino-Chinese businessman said the forum is really for the benefit countries 

joining in like the Philippines more than China itself. 

 

He further stressed that it is high-time for the forum to be held in Manila s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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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ngible benefits of Chinese investments and loans have not been so much in the 

Philippines for the past years. 

 

Critics have been saying that that China's loans to poorer nations came with strings 

attached and could build up staggering debt. 

 

“If you're going to ask a lot of countries, even from Europe or Eastern Europe and 

even from African countries, there's really no debt trap, I mean there's no strings 

attached,” responded Lim. 

 

The BFA also aims to build consensus on further cooperation regarding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BRI), which is China’s effort to improve regional cooperation and 

connectivity on a trans-continental scale. 

 

The World Bank website said the BRI aims to strengthen infrastructure, trade, and 

investment links between China and some 65 other countries that account 

collectively for over 30 percent of global economy, 62 percent of population, and 75 

percent of known energy reserves. 

 

The BRI consists primarily of the Silk Road Economic Belt, linking China to Central 

and South Asia and onward to Europe, and the New Maritime Silk Road, linking 

China to the nations of South East Asia, the Gulf Countries, North Africa, and on to 

Europe. 

 

“I don't think there's any other country that can really follow China's way of trying to 

do all these things, not even economic powers like America or Japan,” said L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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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y is it called ‘Boao’? 

The forum is named after Boao town in the eastern coast China’s Hainan province. 

Since the BFA was formally inaugurated on February 27, 2001, the town serves as 

the permanent site of the BFA Headquarters. 

 

According to its website, BFA is a “nongovernmental and non-profit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with a fixed conference date and a fixed domicile.” 

 

Proposed in 1998 by former President Fidel Ramos, former Australian Prime 

Minister Bob Hawke, and former Japanese Prime Minister Morihiro Hosokawa, the 

BFA was created to “promote and deepen the economic exchange, coordination, 

and cooperation within Asia and between Asia and the world.” 

 

The BFA, often compared to the World Economic Forum's own annual meeting in 

Davos, Switzerland, has become a high-end platform for dialogs among leaders of 

national governments, business circles, and academicians about the important 

issues in Asia and even the whole world. 

 

“This is equally important although it's not as popular as the Davos economic forum, 

but I think it's going to attract a lot of countries to join also,” said Lim. 

Former United Nations Secretary General Ban Ki Moon of South Korea currently 

chairs the BFA, with Arroyo sitting as board member. Arroyo was also the one who 

also invited the BFA board to hold the forum in the Philippi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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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Global Health Forum of Boao Forum for Asia to Be Held in June in 

Qingdao Was Specially Promoted 

Qingdao Daily—At the closing press conference of the Boao Forum for Asia Annual 

Conference 2019 on March 29, Li Baodong, Secretary General of the Board of 

Directors of the Boao Forum for Asia, highlighted the first Global Health Forum of 

Boao Forum for Asia to be held in Qingdao in June this year. 

 

“The first Global Health Forum of Boao Forum for Asia is second only to the Annual 

Conference in terms of scale among all the conferences that were held and are to be 

held this year. By launching the Global Health Forum, we aim to build a 

comprehensive platform in the health field for high-end dialogues and practical 

cooperation that integrates governments, businesses and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and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global health industry”, Li Baodong 

said. 

 

“To achieve health for all, we need to explore new ways to promote health, and hold 

comprehensive discussions on the current global health industry. The attendees to 

the forum will include government officials, experts and scholars, as well as 

entrepreneurs, financiers and experts i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By that time, there 

will be a display of various new health products and new technologies, in addition to 

meetings”, Li Baodong said, “This conference will certainly play a very positive role 

in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the health industry.” 

 

The first Global Health Forum of Boao Forum for Asia will be held from June 10 to 12 

in Qingdao. The conference, with the slogan of “Health Beyond Health – In the Year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2030” and the theme of “Health for All”, will hold talks 

on hot issues in the population health industry to pool all parties’ wisdom and thus 

promote global coop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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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retary General Li Baodong Meets with FICCI President Mr. Sandip 

On May 24, 2019, Secretary General Mr. Li Baodong met with the delegation led by 

Mr. Sandip Somany, the President of the Federation of Indian Chambers of 

Commerce and Industry (FICCI), an initial member of the Boao Forum for Asia (BFA), 

at the Secretariat of BFA. 

 

Mr. Li thanked FICCI for its long-term support as an initial member of BFA. He 

welcomed FICCI to organize more Indian companies to attend the BFA Annual 

Conference and hoped that the two sides would deepen cooperation and exchanges 

to contribute to the peaceful and stable development in the region. 

 

Mr. Somany said that as an initial member of BFA, FICCI has been actively 

participating in the BFA Annual Conference and other events, and it is encouraging 

to see the Forum’s recent expansion into new areas where new progress has been 

achieved. In the future, FICCI will encourage more Indian companies to engage in 

the BFA events. 

 

It is agreed that both sides will further strengthen exchanges and cooperation to 

jointly uphold globalization and multilateral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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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ao People 

Zhou Xiaochuan: BFA a platform for communication among leaders 

Boao Forum for Asia has concluded this year's annual conference in southern China's 

Hainan Province. The meeting has attracted 2,000 delegates from 60 countries and 

regions. It has about 50 official sessions covering various topics, and some round 

table meetings with CEOs. 

 

On the sidelines of the conference, CGTN's Senior Correspondent Tian Wei 

interviewed Zhou Xiaochuan, Vice Chairman of Boao Forum for Asia. He talked 

about the role of the forum and also gave his views on som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events, saying it is important to deploy right skills in the face of economic bubb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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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鳌动态 

博鳌亚洲论坛全球健康论坛大会在北

京召开研讨会 

2019 年 4 月 16 日下午，博鳌亚洲

论坛全球健康论坛大会主席陈冯富珍

在北京主持召开了“健康中国 2030”大

健康产业研讨会，约 20 位学者代表、

行业协会及产业企业负责人出席研讨

会。 

陈冯富珍主席指出，博鳌亚洲论

坛全球健康论坛大会将助力于搭建大

健康产业的“政、产、学、研、用”新模

式，并在落实推进“健康中国 2030”战

略实施中发挥积极作用。她希望与会

企业和产业要紧紧抓住大健康产业的

发展机遇，为推动健康中国建设和大

健康产业走出去、引进来贡献力量。 

 

与会嘉宾交流分享了当前国际国

内大健康产业的发展现状和趋势，并

从政府、企业、协会和研究机构的角

度探讨了大健康产业的内涵和范围、

大健康产业面临的机遇和挑战以及如

何从发展大健康产业的角度出发，切

实推动“健康中国 2030”战略实施的策

略措施。 

 

博鳌亚洲论坛秘书处与华南理工大

学、越秀展览有限公司在京签订三方

合作协议 

2019 年 4 月 18 日下午，博鳌亚洲

论坛秘书处与华南理工大学、越秀展

览有限公司在京就举办博鳌亚洲论坛

粤港澳大湾区创新科技峰会签订三方

合作协议。 

 

周小川副理事长应邀在巴基斯坦央行

发表演讲 

4 月 19 日，应巴基斯坦中央银行

邀请，博鳌亚洲论坛副理事长周小川

在卡拉奇出席了巴基斯坦中央银行举

办的第 23 届“扎西德·侯赛因纪念讲

座”，发表了题为“中央银行在中国经济

崛起中的作用”的主旨演讲并答问。巴

基斯坦央行、相关政府部门、金融业

界和学界高层代表参加了讲座活动。

在演讲中，周副理事长全面介绍了在

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过程中，

中国人民银行在维护币值稳定、经济

增长、充分就业和国际收支平衡以及

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推动金融

部门改革等方面所发挥的作用，引起

了与会代表的强烈反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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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西德·侯赛因纪念讲座”是巴基

斯坦央行为纪念其首任央行行长扎西

德·侯赛因举办的讲座，每年邀请全球

杰出的政策制定者和经济学家发表重

要演讲，自 1975 年以来已成功举办了

23 届。 

博鳌亚洲论坛马尼拉会议开幕 

中新社马尼拉 4 月 22 日电 (记者 

关向东)应博鳌亚洲论坛理事、菲律宾

众议长阿罗约邀请，以“共同行动促进

新时代共同发展”为主题的博鳌亚洲论

坛马尼拉会议，22 日晚在马尼拉城堡

香格里拉大酒店开幕。博鳌亚洲论坛

副理事长、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中国人民银行原行长周小川，以及来

自菲中两国机构、企业、媒体的 500

多位嘉宾应邀参会。会议为期两天。 

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李保东在欢

迎晚宴致辞，感谢菲华商联总会共同

主办马尼拉会议，表示这是博鳌亚洲

论坛首次在菲律宾举办活动。 

李保东表示，杜特尔特总统上任

以来，菲律宾实施了以“大建特建”为核

心的国家经济战略，国家越来越繁荣。

菲律宾的成功故事是亚洲快速增长的

重要组成部分。菲律宾的发展机遇是

亚洲发展机遇的反映。博鳌亚洲论坛

致力于促进亚洲和世界的共同发展，

愿帮助菲方讲好成功故事，帮助各国

工商界分享菲发展机遇。这次会议的

主题正符合论坛 2019 年年会“共同命

运、共同行动、共同发展”的主题，符

合地区国家的共同呼声和菲律宾的发

展需要。 

李保东表示，2018 年 11 月中国国

家主席习近平对菲律宾进行国事访

问，同杜特尔特总统推动中菲建立全

面战略合作关系，中菲友好合作进入

新时代。两国致力于加强“一带一路”

倡议与菲律宾发展规划的对接，推动

经贸、基础设施、农业、旅游等领域

合作。本次会议希望以博鳌亚洲论坛

为平台，把中国和其他国家有实力的

企业家与菲方联系起来，促进菲律宾

与中国等国的交流与合作。 

菲律宾政府文官长萨尔瓦多·梅地

亚尔蒂到会，代为宣读杜特尔特总统

的致辞。 

杜特尔特在致辞中表示，菲律宾

将博鳌亚洲论坛视为一个重要平台。

博鳌亚洲论坛是一个长期聚焦亚洲发

展的国际论坛，是对东盟、亚太经合

组织、东盟东部增长区、澜沧江-湄公

河合作、世界经济论坛等区域发展组

织和论坛的有益补充。 

他感谢博鳌亚洲论坛关注菲律宾

2017-2022 年发展计划，积极为菲律宾

本届政府的社会、经济发展优先事项

提供合作，为菲律宾的进步和发展提

供机会。 

周小川副理事长会见菲律宾文官长梅

地亚尔蒂 

4 月 22 日，博鳌亚洲论坛副理事

长、中方首席代表周小川在马尼拉会

见菲律宾政府文官长梅地亚尔蒂。菲

律宾众议长阿罗约，博鳌亚洲论坛秘

书长李保东，中国国务院国有资产管

理监督委员会副主任任洪斌，菲律宾

华商联总会、工商会等社团组织负责

人和中菲企业家代表在座。 

周小川表示，博鳌亚洲论坛积极

推动亚洲国家实现包容和可持续发

展，关注经济竞争力、地区互联互通

和金融改革与发展等议题。此次应菲

方邀请举办马尼拉会议，希进一步凝

聚亚洲共识，深化在“一带一路”等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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倡议下的务实合作，推动区域经济融

合，共促发展。 

 

梅地亚尔蒂欢迎博鳌亚洲论坛来

菲律宾举办“马尼拉会议”，希望借助论

坛独特影响力，为中菲和亚洲的经贸

合作与商务交流搭建新的合作平台。 

博鳌亚洲论坛马尼拉会议鼓励中国企

业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和中菲合作 

4 月 22 日，博鳌亚洲论坛副理事

长、中方首席代表周小川在出席论坛

马尼拉会议期间同中国企业座谈。博

鳌亚洲论坛秘书长李保东，中国国务

院国有资产管理监督委员会副主任任

洪斌，中国电信、中国电建、中国机

械工业集团等十多家中国企业海外公

司代表参加座谈。 

周小川副理事长表示，去年习近

平主席成功访问菲律宾，杜特尔特总

统即将赴华出席第二届“一带一路”国

际合作高峰论坛。中菲关系不断巩固

提升为两国企业合作提供了新机遇。

鼓励中国企业为促进与周边国家共建

“一带一路”和中菲经贸投资合作做出

贡献。博鳌亚洲论坛将成为帮助政府

与企业和企业之间相互对接与加深了

解的重要平台。 

李保东秘书长表示，马尼拉会议

恰逢“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举

办前夕，呼吁在座企业积极响应“一带

一路”倡议，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原

则同当地开展经济合作，实现中国与

菲律宾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互利

共赢、共同发展。 

中国企业代表介绍了海外业务开

展情况，感谢博鳌亚洲论坛为企业“走

出去”牵线搭桥，希望论坛今后继续运

用独特影响力与平台，为企业提供更

多合作与发展机会。 

博鳌亚洲论坛马尼拉会议欢迎晚宴成

功举办释放中菲合作积极信息 

4 月 22 日晚，博鳌亚洲论坛马尼

拉会议在菲律宾举办欢迎晚宴。菲律

宾文官长梅地亚尔蒂发表主旨演讲。

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李保东，博鳌亚

洲论坛马尼拉会议菲方主席、菲华商

联总会前理事长黄年荣，菲律宾工商

总会荣誉理事长蔡聪妙分别致辞。博

鳌亚洲论坛副理事长周小川，菲律宾

众议长阿罗约、总统发言人帕内洛、

农业部长皮诺、能源部长古西、信息

通讯科技部长里奥、卡加延经济特区

管理局行政总裁兰比诺和中菲政、商、

社团与媒体代表约 500 人出席了晚宴。 

 

梅地亚尔蒂文官长在主旨演讲中

祝贺博鳌亚洲论坛年会成功举办，表



Boao Journal Vol. 10 

14 
 

示杜特尔特总统即将赴华出席第二届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中国是

菲律宾重要发展伙伴，两国贸易往来

和人员交流不断提升。为菲律宾和本

地区带来重大发展机遇。“一带一路”

倡议为促进地区经济增长发挥了重要

作用，相信双方在“一带一路”倡议下将

进一步提升能源、贸易、科技和环保

等领域合作水平。博鳌亚洲论坛已成

为推动各国发展、加强地区与多边合

作的重要平台。马尼拉会议有助于各

方深入了解菲律宾经贸政策与营商投

资环境，帮助中菲企业界建立对接联

系，从“一带一路”角度推进东亚合作。

希望论坛继续呼吁共同行动，推动包

容性增长，使经济发展成果全面惠及

两国及本地区人民。 

李保东秘书长指出，菲律宾是博

鳌亚洲论坛的发起国之一。杜特尔特

总统就任以来，菲律宾经济迅速增长，

成为本地区经济发展机遇的缩影。论

坛愿通过本次会议帮助菲律宾讲好经

济发展故事，发出共同行动、共同发

展的最强音。近年来，论坛东道国中

国与菲律宾双边关系不断提升，经贸

关系日益紧密。去年中国国家主席习

近平对菲律宾进行国事访问，两国领

导人一致决定建立全面战略合作关

系，加强“一带一路”倡议与菲律宾“大

建特建”计划的对接，引领两国关系进

入新时代。希望博鳌亚洲论坛马尼拉

会议产生务实成果，为中菲关系发展

及“一带一路”倡议地区合作发挥积极

作用。 

敞开大门交朋友——博鳌亚洲论坛马

尼拉会议中菲企业家对话会 

4 月 23 日下午，博鳌亚洲论坛马

尼拉会议举办中菲企业家交流座谈

会。菲律宾能源部长古西、卡加延经

济区管理局首席执行官兼行政官兰比

诺、外交部副部长塔马岳及菲华商联

总会、菲工商总会、中国青年企业家

协会等社团组织负责人和DFNN集团、

东盟股份有限公司、远大集团、中国

铁建、厦门航空、福建荟源国际展览

有限公司、三亚南果实业有限公司、

武汉烽火国际技术有限责任公司、枫

叶林集团等中菲企业代表出席座谈

会。 

 

兰比诺首席执行官就卡加延经济

区发展情况进行了重点推介。鲁道夫

副部长介绍了菲律宾投资环境与政

策。两国企业纷纷结合自身业务特点

进行了推介与对接。与会代表表示，

感谢博鳌亚洲论坛来菲举办马尼拉会

议，为两国企业的沟通与合作搭建了

有效平台。通过本次座谈会，中国企

业对菲律宾的贸易投资政策与营商环

境有了更深入了解，菲方也进一步认

识与感受到中国企业的竞争优势与合

作意愿，激发了双方的合作热情与潜

力，为“一带一路”倡议下开展更多

商业合作创造了良好条件。 

博鳌亚洲论坛 2019 年年会合作伙伴

工作总结会在青岛举行 

4 月 28 至 29 日，博鳌亚洲论坛

2019 年年会合作伙伴工作总结会在山

东青岛举行。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李

保东、博鳌亚洲论坛咨询委员、前世

界卫生组织总干事陈冯富珍博士及论

坛 2019 年年会合作伙伴代表出席。 

李保东表示，论坛 2019 年年会的

成功举办离不开合作伙伴的贡献。论

坛将继续携手合作伙伴，将年会办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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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大特色，为亚洲地区的经济、社会

繁荣发展做出贡献。陈冯富珍博士介

绍了将于 6 月 10 至 12 日在青岛召开

的“博鳌亚洲论坛全球健康论坛大会”

的筹备情况，欢迎年会合作伙伴积极

参与。 

来自沙特基础工业公司、SK、三

星、华夏幸福、茅台集团、FMG 集团、

美国金沙集团、伊利、腾讯、宏泰、

阿斯利康、《财经》和财新的中外合

作伙伴高管在总结会发言。大家热烈

祝贺 2019 年年会在新一届论坛理事会

领导下取得圆满成功，并对下一届年

会和论坛发展提出建设性意见和建

议。 

合作伙伴还出席了青岛市政府招

待晚宴，并参观考察了青岛啤酒博物

馆。 

李保东秘书长会见北京大学光华管理

学院院长刘俏 

5 月 21 日，李保东秘书长在论坛

秘书处会见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

长刘俏。 

李保东感谢北大光华管理学院对

论坛长期以来的支持和贡献，介绍论

坛已在积极向科技、健康、教育、文

化、媒体五大领域拓展以适应时代发

展的新特点。希望进一步密切与光华

管理学院的合作。 

刘俏介绍了光华管理学院的教研

情况，表示愿意发挥学院优势，加强

与论坛在卫生健康、科技创新及媒体

等领域的合作。 

李保东秘书长会见博鳌亚洲论坛发起

会员、印度工商联合会会长        

桑迪普·索马尼 

5 月 24 日，李保东秘书长在博鳌

亚洲论坛秘书处会见论坛发起会员、

印度工商联合会（FICCI）会长桑迪

普·索马尼先生（Mr. Sandip SOMANY）

一行。 

 

李保东对FICCI作为论坛发起会员

长期以来对博鳌亚洲论坛的支持表示

感谢，欢迎 FICCI 组织更多印度企业出

席博鳌亚洲论坛年会，并希望双方深

化合作交流，为地区和平稳定发展继

续做出贡献。 

索马尼表示，作为论坛的发起会

员，FICCI 一直积极参与论坛年会和各

项活动，很高兴看到论坛近期积极拓

展新领域，取得新的发展。FICCI 将鼓

励更多印度企业参加博鳌亚洲论坛活

动。 

双方一致同意进一步加强交流与

合作，共同支持维护全球化和多边主

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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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鳌亚洲论坛研究院在东京举办

WTO 座谈会 

5 月 27 日，博鳌亚洲论坛研究院

在日本东京举办了 WTO 座谈会。来自

中日两国的 20 多位专家就 WTO 改革

的主要关切与国际共识、WTO 如何适

应二十一世纪的经济新格局以及区域

贸易协定的前景等议题进行了深入探

讨。博鳌亚洲论坛周小川副理事长在

座谈会上作了主旨发言。 

 

周副理事长强调，WTO 改革是当

前国际社会关注的重点议题，中日双

方应加强沟通与对话，寻求共识，提

高 WTO 机构运作的有效性，推动全球

贸易规则与时俱进，共同维护多边贸

易体系，期待 G20 大阪峰会在 WTO

改革上有所推进。中华全国侨联副主

席李波、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杨国华、

日本前经济产业省审议官今野秀洋、

东京大学教授河合正弘和一桥大学石

川城太等多位专家在座谈会上作了重

点发言。财新传媒协办了此次座谈会。 

“亚洲贸易、投资和金融合作”圆桌

会议在东京举行 

5 月 27 日，博鳌亚洲论坛研究院

会同日本亚太倡议理事会、财新传媒

在日本东京联合举办了“全球增长动

力：亚洲贸易、投资、金融合作圆桌

会”。来自亚洲实业界、金融界和学界

50 多名高层代表与会。博鳌亚洲论坛

周小川副理事长作了主旨演讲。 

周小川副理事长在发言中强调，

亚洲国家是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引

擎。作为世界前三和亚洲前两位的经

济体，中国和日本两国应该为亚洲的

繁荣发展、维护多边贸易体系和经济

全球化而共同努力。日本三得利控股

董事会主席新浪冈史、日本国际协力

银行董事长前田匡史、中国进出口银

行董事长胡晓炼等多位业界高层代表

也在会上就推进结构性改革应对老龄

化等深层次挑战、中日开展第三方市

场投资合作以及促进全球和区域贸易

自由化和便利化等议题作了重点发

言。 

博鳌亚洲论坛与日本财务省合作举办

中日金融合作高层座谈会 

5 月 28 日下午，博鳌亚洲论坛与

日本财务省在日本东京合作举办中日

金融合作高层座谈会。来自中日两国

金融管理部门和银行业、证券业近 30

位代表就中国金融市场开放新举措、

中日金融合作等议题进行了深入务实

的讨论。博鳌亚洲论坛副理事长周小

川、日本财务省财务官浅川雅嗣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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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金融厅副长官冰见野良三出席座谈

会并作了重要发言。 

周副理事长指出，中日两国关系

重回正轨并取得新的发展以及中国扩

大对外开放为两国金融界加强合作创

造了良好契机。双方在加强银行业合

作、资本市场互联互通和第三方市场

投资等方面有着广泛的合作空间，是

两国及亚洲实现贸易投资增长、可持

续和包容发展的重要源动力。浅川财

务官指出，习近平主席在博鳌亚洲论

坛上发表的扩大对外开放的讲话让日

本金融界深受鼓舞，欢迎中方推出的

一系列金融开放举措，希望看到两国

在银行业、证券业等方面快速推进合

作。冰见野良三副长官指出，日中两

国在创新金融等领域可以加强交流与

互鉴。 

周小川副理事长会见日本副首相兼财

务大臣麻生太郎 

5 月 28 日，在东京出席博鳌亚洲

论坛相关会议的周小川副理事长率与

会中方金融界高层代表赴日本财务

省，与日本副首相兼财务大臣麻生太

郎举行会谈。双方就国际经济形势、

G20 大阪峰会贸易和金融议题、中日

加强金融合作共促亚洲贸易和投资发

展深入交换了意见。 

中国进出口银行董事长胡晓炼、

中国投资公司副总经理祁斌、中国银

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秘书长并丝路基

金董事长谢多、上海证券交易所总经

理蒋锋、厚朴基金董事长方风雷等参

加了会见。 

中国进出口银行董事长胡晓炼、

中国投资公司副总经理祁斌、中国银

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秘书长并丝路基

金董事长谢多、上海证券交易所总经

理蒋锋、中国人民银行国际司副巡视

员艾明、厚朴投资董事长方风雷等中

方代表与三井住友银行董事长高岛

诚、三菱日联银行董事会主席园洁、

瑞穗银行执行官桥本泰彦、野村证券

副董事长饭山俊康、大和证券副董事

长田代桂子等日方代表在座谈会上就

如何推进合作做了发言。 

周小川副理事长会见论坛咨询委员会

主席、日本原首相福田康夫 

2019 年 5 月 29 日，周小川副理事

长在日本东京会见论坛咨询委员会主

席、日本原首相福田康夫。 

周副理事长高度评价福田担任论

坛理事长期间为论坛发展所做出的重

大贡献。周副理事长通报了此次访日

期间与日本经济金融界人士进行交流

的情况，表示愿通过论坛平台促进中

日以及本地区的经贸交流与合作。 

福田感谢周副理事长为促进日中

交流尤其在金融领域的合作所做努

力、祝贺周访日取得积极成果。福田

表示，周副理事长在金融经济领域有

着深厚积累，论坛又是以经济为主要

特征，相信在周副理事长的领导下，

论坛将取得更大发展。 

双方还就论坛全球健康论坛大

会、区域经济等交换了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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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鳌人物 

潘基文：期待博鳌走出亚洲，引领解决全球性问题 

“在这个世界上，无论你多富有、

多强大，都不可能单独完成一件事情。

当前，我们面临很多全球性的挑战。

气候变化、可持续发展、疾病防控……

这需要动员全球的智慧去解决，需要

全球性的解决方案。”博鳌亚洲论坛

理事长、联合国前秘书长潘基文在接

受人民日报海外网专访时这样表示。

他期待博鳌亚洲论坛与世界各国人民

携手合作，在解决全球性问题方面走

在世界前列。 

2018 年潘基文就任博鳌亚洲论坛

理事长后，持续在多个场合呼吁各界

关注并联手解决全球性议题，推动亚

洲走向可持续发展。他还多次提到在

这些问题解决过程中及亚洲转型发展

中的中国角色。 

 

年会期间提出亚洲城市“333 战略” 

博鳌亚洲论坛 2019 年年会举行

“未来的乡村，未来的城市”分论坛，

潘基文在该分论坛上发表演讲，并提

出“333 战略”，即在亚洲为今后走向

城市的 30 亿人口创造 3 个新文明试点

城市，克服过去 30 年以来的不可持续

性矛盾。他强调，新文明城市要有机

统合 3 个原则：第一是要创建人与自

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的城市；

二是要创建技术创造幸福生活的数字

化城市；三是要创造人与自然都可持

续发展的城市。 

潘基文说，过去 30 年来，城市化

带来了经济繁荣，却又让人类命运共

同体面临两大不可持续性共同危机：

大城市的挑战与农村荒废问题。“因

此，我今天提议要创建 3 个试点城市

模式。”潘基文说，“这个试点城市

要超越技术驱动型未来城市，要以人

为本解决现时代矛盾。” 

“中国需要做引领角色。”潘基

文说，”中国还会有 5 亿多人口走向

城市，中国的变化将会影响全球 25 亿

以上人口的城市化。中国曾经创造过

周礼考工记，韩国、中国、日本等亚

洲国家城市规划数千年来模仿了考工

记，我们现在需要 21 世纪版本的考工

记，我们要在‘一带一路’上扩散新

文明城市。” 

 

持续呼吁践行气候变化相关协议 

韩联社报道，4 月 8 日，联合国前

秘书长潘基文出席在仁川松岛国际会

展中心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

公约（UNFCCC）适应周”活动开幕仪

式时表示，若不及时解决气候变暖问

题，仁川市将会在本世纪末被淹没。 

潘基文说，《巴黎气候变化协定》

生效已有 3 年，但全球温室气体排放

量却不减反增，我们急需付诸于实践，

切实落实相关协议。他还强调，联合

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

日前发布的特别报告提出了将全球气

温升幅控制在 1.5 摄氏度以下的目标，

这就是世界对全球变暖风险发出的警

告。 

潘基文说，气候变暖速度超出我

们的想象，我们要为子孙后代留下一

片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美丽家园。他

还强调，治霾是应对气候变暖的措施

之一，各方需要共同解决雾霾问题实

现全球可持续发展。 

潘基文在任联合国第八任秘书长

期间推动各国达成应对气候变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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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协定“。在年会期间接受媒体采

访时，潘基文高度评价了中国在促进

全球可持续发展、应对气候变化方面

发挥的作用。“中国一直扮演着非常

重要的全球领导角色。”潘基文说，

如果没有中国的积极参与和领导，《巴

黎气候变化协定》是无法达成的。这

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前总统

奥巴马的共同努力，之后有许多国家

也跟随加入。在履行这一协议的过程

中，中国能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 

 

在压力中接手韩国治霾 

有媒体注意到，潘基文还有一个

“韩国全社会治霾机构主席”的职务。 

韩国环境部国立环境科学院数据

显示，今年 3 月，韩国首都首尔细颗

粒物（PM2.5）平均浓度达每立方米

44.6 微克，创下了 2015 年开始相关统

计以来的最高水平。韩国总统文在寅

竞选期间承诺将空气中的细小颗粒物

排放减少 30％。韩国青瓦台秘书室室

长卢英敏 3 月 16 日与潘基文会面，邀

请他出任这个即将设立的全国性委员

会主席，寻求减排细小颗粒物，应对

大气污染。 

潘基文在接受邀请后表示，他为

有机会运用自己处理环境事务的经验

为韩国作贡献感到高兴，同时感受压

力，担心无法满足韩国民众的期待。

他建议，上述委员会应包含政界人士、

工业界人员、市民和其他社会阶层的

代表，呼吁政府为治理雾霾提供充分

支持。 

今年 4 月 1 日至 3 日，“元老会”

代表团访华，潘基文也在其中。访华

期间，潘基文先后会见中国国家主席

习近平、国务院总理李克强、生态环

境局长李干杰等中方领导人，就治霾

减排等问题进行对话。3 日下午，潘基

文结束访华行程，在首尔金浦机场接

受采访时感慨，北京蓝天保卫战有显

著成效，韩国政府需要付出更大的努

力治理雾霾，改善空气质量。 

据韩联社报道，文在寅在接见潘

基文时表示，雾霾问题并不局限于韩

国国内，需要中韩两国共同面对并联

合防治，治霾机构是一个涵盖民间、

公共领域的国家性机构，而潘基文则

是领导该结构最合适的人选。潘基文

建议，委员会应包含政界人士、工业

界人员、市民和其他社会阶层的代表，

呼吁政府为治理雾霾提供充分支持。 

中韩两国其实从很早以前就已开

始推动环保合作项目，韩国环境部长

官赵明上周在相关场合已再次重申这

一点。此外韩媒还称，15 日在肯尼亚

举行的第四届联合国环境大会上，韩

中两国与会高级代表举行双边会谈，

就治霾减排相关问题交换了意见。韩

中双方环境官员就成立“高级治霾政

策协议体”等问题再次确认立场，并

就今后加强沟通、共商减少空气污染

方案达成一致意见。 

博鳌亚洲论坛 2019 年年会的主题

是“共同命运、共同行动、共同发展”，

潘基文接受采访时表示，这个主题远

大而深刻。他表示，当今世界，人们

生活在一个“非常小、紧密相连”的

世界里，大家“同乘一条船”，有着

共同的未来。世界各国应集中资源和

智慧共同努力，这就是共同行动的意

义所在。 

“2015 年 9 月，习近平主席在联

合国大会发表历史性演说，强调要同

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他富有前瞻

性的发言，为国际社会指明了大方向。

博鳌亚洲论坛将引领命运共同体意

识，为实现目标一起努力。在这个世

界上，无论你多富有、多强大，都不

可能单独完成一件事情。当前，我们

面临很多全球性的挑战。气候变化、

可持续发展、疾病防控……这需要动

员全球的智慧去解决，需要全球性的

解决方案。期待今后的博鳌亚洲论坛，

在解决全球性问题方面，可以走在前

列。”潘基文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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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基文：没有任何个人和国家可以独善其身 

 

在四月举行的一场公开活动中，

第八任联合国秘书长、博鳌亚洲论坛

理事长潘基文作为主讲人出席了中国

企业家圆桌会环节，与受邀中国企业

家就教育、医疗、气候变化以及企业

在社会可持续发展中的角色等话题进

行了深入探讨。 

潘基文在圆桌会上表示，机器人、

云计算、大数据和物联网，给人类的

思维和活动方式带来巨大变化，应充

分利用这些技术。 

同时，潘基文指出，AI 的发展过

程中还存在道德问题。机器替代了人

类，所以我们需要利用人类的智慧处

理这些问题，需要平衡，建立限度，

这样我们才可以不打破道德底线，合

理利用这些技术。如果真的影响、侵

犯、打破了人类道德，将会造成严重

的社会问题。 

潘基文说，“联合国秘书处已经

倡议去设想这方面的可能性，AI 将如

何影响人类和地球，请让联合国做向

导。更重要的是，科学家一定要不断

拓展科学研究去改善人类所面临的环

境。” 

此外，潘基文认为，人类命运息

息相关，虽然发展速度不同，但是最

终目的地都是一样——共享未来。没

有任何个人和国家可以独善其身，不

可能独自应对挑战，一定要和其他国

家合作。 

以下为潘基文发言实录精编，略

经删减： 

我刚才仔细听了你们的发言，你

们就各自的商业领域发表了不同的观

点，这些都在联合国 9 月 25 日宣布的

可持续发展的目标框架之内。 

你们可能已经注意到，我所佩戴

的徽章一共有 17 个不同的颜色，代表

着不同的目标，比如消除贫困等 17 项

可持续发展目标。 

你们提到的医疗、农业、教育、

科技创新、水资源、城市化、包容性

等，都是联合国致力于解决的问题。

这些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核心在于不把

任何人排除在发展之外。全球有将近

75 亿人口，14 亿人口将近占到全球人

口的 20%。中国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在教育方面，仍有 5700 万学龄儿

童无学可上。所以我们必须要在 2030

年前，让所有的适龄儿童都能接受教

育，提供高质量的中小学教育资源。

这也是非常有雄心壮志的目标，我们

正在为此付出艰苦卓绝的努力。 

教育和医疗都具有很高的重要

性。这 17 个目标都非常重要。但实际

上，有些是更重要的，它们涉及到我

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即消除贫困、营

养、福利、健康、教育、水、能源。

现在这个年代，没有能源什么也做不

了。没有水，人类无法存活，尤其是

安全的饮用水，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 

气候变化关乎地球也关乎人类。

它对于像你们这样的企业家来说是非

常重要的。在座各位都是成功的企业

家，无论你们身在何处，都是社会的

领导者之一。你们需要对自己事业的

责任和透明度负责。如果你的业务不

是在透明的环境中以负责任的方式进

行，那整个社会都会崩塌。 

你们也有责任保护、尊重所有员

工的尊严。他们都应得到公平和公正

的对待。这些都是重要的原则和价值

观。你们是企业的领导者，也可能是

最大的股东，这关乎你的社会、国家，

更大层面说是关乎人类。 

所以请保持责任感，你们都是联

合国使命完成者的重要部分。以可持

续发展的名义，以巴黎协定的名义，

我提出气候变化的问题。 

我的担心是美国已经退出巴黎气

候协定。新的巴西总统也承诺将采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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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巴西是温室气体排放的主要国

家之一，但是最重要的是美国的撤出

将造成“领袖真空”。 

这个真空应该有其他国家来填

补，中国应该有更大的作为。中国已

经实现了一定的目标，承诺到 2020 年

减排 51%左右，你们在 2017 年已经实

现了目标，提前三年完成。 

你们应该采取更多的行动。中国

政府和商界领军人士你们肩上的责任

更重了。在我任期内，我提出联合国

全球契约的倡议，超过 1000 家中国企

业已经加入了这项倡议。其中一共有

10 项原则。 

首先，要有好的管理和良好的雇

佣关系，其次有透明的运营，这需要

改变你的生产模式和消费模式。请牢

记，哪怕是一张纸、一滴水、一度电，

都非常重要、珍贵。 

我希望你们能拥有更高的责任

感，社会责任感，这也是你们现在正

在肩负的责任。无论你承认与否，你

们受众人瞩目，你们要承担、履行这

些责任。我非常信任你们的领导力和

所做的承诺，你们都是 CEO，都是优

秀企业的领导。 

感谢李开复博士讲述的 AI 力量，

我对这方面不够专业。我们正在经历

的第四次工业革命，将会改变你工作、

沟通和生活的方式，给我们的生活带

来翻天覆地的变化。机器人、云计算、

大数据和物联网，这些都会给人类的

思维和活动方式带来巨大变化。请准

备充分利用这些技术。 

同时还存在道德问题。机器替代

了人类，所以我们需要利用人类的智

慧处理这些问题，需要平衡，建立限

度，这样我们才可以不打破道德底线，

合理利用这些技术。如果真的影响、

侵犯、打破了人类道德，将会造成严

重的社会问题。 

联合国秘书处已经倡议去设想这

方面的可能性，AI 如何影响人类和地

球。请让联合国做向导。更重要的是，

科学家一定要不断拓展科学研究去改

善人类所面临的环境。这是我对你们

刚才发言的一些看法。 

希望你们牢记，你们都是社会的

政治和商业领袖，这意味着你们对我

们的社会承担重要的责任。博鳌亚洲

论坛（今年年会）的主题很好，共同

命运。人类命运息息相关。虽然可能

发展的速度不一样，但是最终的目的

地都是一样的。 

共同命运，另外一个主题是共同

行动，没有任何个人和国家可以独善

其身，中国地大物博、资源丰富，但

是也不可能独自应对挑战。一定要和

其他国家合作。 

共同发展，联合国不让一个国家

落后。我们要让贫困人口脱贫，我们

要帮助贫困和残疾人口，以及可能受

到社会边缘化的人群。这是共同发展

的含义。博鳌论坛提出了含义丰富又

实用的主题。在座各位都应铭记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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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小川：积极发挥本币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作用 

 

对于“一带一路”投融资建设，博鳌

亚洲论坛副理事长、原中国人民银行

行长周小川 25 日在第二届“一带一路”

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的资金融通分论坛

上提出了以下几方面建议。 

其一，推动金融机构布局设点。

到“一带一路”国家设点，既可以为贸易

投资提供高效的融资服务，促进良性

循环，还可以促进沿线国家经济发展。

我国积累了一定经验，通过互建机构，

互相借鉴，可以更好地弥补不足，发

挥优势，并且有效动员当地储蓄。 

其二，多方力量共同参与“一带一

路”投融资。多边开发银行具有独特优

势，在撬动市场资源、提供能力建设、

协调跨国项目方面具有优势；一些发

达国家布局完善，与当地企业联系紧

密；国际金融机构则汇聚专业机构、

人才和资金。在这方面，应该营造公

开、公平、透明的投融资环境，为各

方共同参与提供保障。 

其三，推动普惠金融发展。“一带

一路”投融资应该关注社会责任，同时

实现商业价值和社会价值相统一。比

如中国在手机支付、农村金融方面积

累了一些经验，尤其是金融科技支持

普惠金融方面，愿意经验共享、合作

探讨。 

其四，积极发挥本币在“一带一路”

建设中的作用。积极使用本币，有助

于有效动员当地储蓄，降低汇兑成本，

维护金融稳定，特别是本币债券市场

是非常重要的中长期融资渠道，可以

有效缓解期限错配和货币错配问题，

为“一带一路”提供稳定的资金支持。 

 

周小川：中日在第三方市场合作前景广阔 

 

博鳌亚洲论坛副理事长周小川 29

日在东京表示，中日双方合作机会很

多，也都具备足够实力，两国在第三

方市场的合作前景广阔。 

周小川 27 日至 29 日在东京出席

“全球增长动力：亚洲贸易、投资、

金融合作圆桌会”和博鳌亚洲论坛研

究院举办的世界贸易组织座谈会。 

周小川会后在接受新华社记者专

访时表示，随着中日关系改善，两国

经贸关系得以升温，中日第三方市场

合作进展备受关注，双方也都展现出

对第三方市场合作的期待与实力。 

他认为，在第三方市场合作中，

不管是复杂项目还是简单项目都涉及

行业、领域和国际协调，这需要政府

间、企业间以及国际组织间的交流互

动，发挥各自特长。 

周小川说，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国

家希望参与“一带一路”建设，说明

共建“一带一路”有助于产业链的形

成。他强调，通过“一带一路”框架

下的第三方市场合作，把中日各个行

业以及国际组织的一些资源进行再配

置，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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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国经：粤港澳大湾区助力香港“重塑自我” 新一轮革新即将到来 

 

“（粤港澳）大湾区将成为推动

香港再度转型的原动力。这为香港提

供了‘重塑自我’的绝佳契机，香港

已成为非常发达的成熟经济体，新一

轮革新将有别于过往，却具同样变革

性和全球性的重要意义。”博鳌亚洲

论坛咨委会委员、香港冯氏集团主席

冯国经在 3 月 29 日表示。四十年前，

香港在珠三角首次开放后实行经济转

型，从出口制造业龙头蜕变为国际服

务业领先者。随着高速铁路、公路和

桥道建设大大改善了香港、澳门和珠

三角九个城市之间的交通互联互通，

香港再次迎来了新一轮的发展机遇。 

冯氏集团创始于 1906 年，以经营

进出口贸易业务起家，逐渐发展成为

全球供应链管理跨国集团，包括采购、

物流、分销和零售，冯国经亲身见证

了香港与珠三角地区蜕变成为全球生

产贸易重地之一的光辉历史。 

身兼智库 2022 基金会主席、大湾

区研究督导委员会主席的冯国经指

出，珠三角曾经创造了中国改革开放

的经济奇迹，但该地区由“地区经济

龙头”华丽转身成为“大湾区超级地

区”，香港必须更大胆设想，并大幅

扩大产能规模。 

3 月 29 日，2022 基金会在香港发

布了名为《大湾区的未来发展与香港

的机遇》的研究报告，聚焦于大湾区

九个城市、香港和澳门特区的经济层

面上，进一步互动能如何缔造机遇，

并提出各种对策。由香港与珠三角地

区竞争力研究的权威米高 ∙ 恩莱特

（ Michael Enright）教授领衔，聚集

了来自香港、广东和欧洲的顶尖经济

学家，展开了为期九个月的研究。 

作为全球最具增长前景的湾区城

市群，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已经势不

可挡。早在 2015 年，世界银行报告已

指出珠三角已超越了东京，成为世界

人口最多、面积最大的城市地区。按

照目前的增长趋势，预计大湾区的经

济总量将于 2030 年前将达到 3.6 万亿

美元，相当于德国 2017 年的经济规模，

在世界各国经济体中排名第 13。 

将打造香港与珠三角间的全新伙

伴关系 

“一直以来，香港从未有过一个

真正的本地市场，而日本、德国则有

庞大的本地市场，当地企业得以在本

地拓展之后再走向海外。然而，大湾

区将为香港提供一个近 7000 万人口的

本地市场，这群消费者富裕成熟，人

均年收入达 1.8 万美元，而且很多是年

青的消费者。”冯国经坦言。 

作为一个高度开放的小型自由经

济体，香港对于全球经贸形势的转变

尤为敏感。他指出，香港首次拥有一

个如斯庞大的“本地”市场，这意味

着香港的制造商和出口商将有更多的

渠道抵消主要海外市场的周期性波

动。 

在中美贸易摩擦的背景下，全球

贸易增长放缓。香港特区政府的统计

数据显示，今年前 2 个月，香港商品

出口货值按年下跌 3.1%，其中单件 2

月则同比下跌 6.9%，创下连续 4 个月

倒退，并为 3 年来最大月度跌幅。 

在恩莱特看来，大湾区建设为许

多香港人开拓了新出路，更首次让香

港看到一个真正背靠“本地市场”和

“腹地”的前景，从而减轻土地短缺、

人口稠密、成本过高和小型特色经济

缺乏就业营商机会等造成的掣肘。 

“大湾区将打造香港与珠三角之

间全新的合作伙伴关系，让两地共建

未来的数码供应链。传统制造业受中

美贸易摩擦的影响，陆续迁往东南亚

等廉价生产基地。香港虽然拥有三家

全球排名前 50 的大学，基础科研能力

强大，然而一直以来由于缺乏本地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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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而未能成功转化。未来有了大湾区

腹地这个庞大的市场，推行市场测试

和商业化创新发明的机会加大，香港

将如虎添翼，区内将会涌现出一批大

疆这类的高科技创新企业。”冯国经

表示。 

 

“内环”与“外环”相辅相成 

近年来大湾区内交通基础设施的

大规模投资，大大促进了主要城市之

间的互联互通。 

基建互联互通的程度对大湾区内

不同城市的经济发展之间有着密不可

分的联系。恩莱特指出，早在 1980 年，

位于澳门北面的珠海市及中山市的

GDP 总和高出深圳和东莞总和，但到

2016 年，后者已比前者高出 3660 亿美

元，主要原因在于深圳和东莞在出口

方面的表现较优。 

他认为，上述两市的绝大部分出

口均来自外资企业的业务，而在广东

省珠三角的外商直接投资之中，有 

85%是集中于距离香港三小时车程的

区域内。这些因素导致大湾区广东各

地的发展速度各有不同，即与香港连

通性较高的地域发展速度较快，而与

香港连通性较低的地域发展速度则较

慢。 

在大湾区规划纲要出台后，恩莱

特指出，大湾区 9+2 城市群已经形成

了“内环”与“外环”互为补充的鲜

明发展格局。 

“大湾区正发展出一套独特的空

间布局与分工。一个‘内发展环’正

在形成，由香港通过深圳、东莞、广

州、佛山、中山及珠海，直达澳门。

大规模的基建投资，包括高铁香港段、

港珠澳大桥、虎门二桥、深圳中山大

桥，以及广东省多条高速公路与铁路，

将会确保‘内环’中从某城市到另一

城市只需一至两个小时。”他说道。 

同样，他指出，位于“外环”的

惠州、肇庆及江门将受益于大量的基

建投资以及从“内环”延伸出去的发

展势头。这些城市将陆续为整个大湾

区提供重工业基础，包括化学品、金

属、纸张、电力和设备相关行业，同

时受惠于“内环”的溢出效应，“在

融合方面，广州和佛山走得最前，其

综合公共交通网络、规划及邻近地区

发展项目均配合这方面的发展。深圳

则一直协助部分企业搬迁到邻近的东

莞和惠州，以刺激莞惠经济，同时为

深圳的高增值业务腾出空间。” 

随着深圳的地价、人工成本不断

水涨船高，一些劳动密集型、低附加

值企业向邻近的东莞、惠州转移已是

大势所趋。事实上，早在 2017 年下半

年，深圳市政协发布了《深化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壮大深圳实体经济重点

调研报告》，调研组当时明确指出：

深圳制造业外迁已成潮流。 

去年 8 月，华为第二批约 5400 名

员工从深圳搬迁至广东东莞溪流背坡

村，这里正是华为的东莞松山湖基地，

而在此之前，已有约 2700 人搬入这里。

据悉，包括大疆创新、光启、中集集

团等高科技公司都纷纷在松山湖建立

了研发中心和生产基地。 

 

专业服务领域期待更多融合 

尽管大湾区是全球最具活力的经

济区域之一，十一个城市虽在一个国

家内，但涵盖三个省级行政区、三个

独立关税区以及三个世贸组织成员，

在协同发展中仍然面临不少的障碍。

香港是一个高度依靠服务业为主导的

经济体系，拥有一大批专业咨询、法

律、会计及金融等方面的国际人才，

可以在不同层面填补大湾区的专才缺

口。 

恩莱特指出，根据现有 CEPA 的框

架，中国内地已向香港及澳门企业开

放 160 个服务行业中的 153 个。然而，

其中港澳企业在内地可享有国民待遇

（即以“商业存在”的方式立足于内

地）的只有 62 个。 

他坦言，专业资格与投资方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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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加上其他障碍，导致服务提供

者无法在大湾区自由营运。由于服务

业占香港与澳门经济相当大部分，这

对港澳企业尤其影响较大。 

香港特区政府 2016 年统计数据显

示，香港与世界其他地区于 2016 年的

“其他商业服务”（其包括专业服务、

创新服务、工程服务、建筑服务和贸

易相关服务）贸易顺差为 178 亿港元，

但同年与中国内地在相同领域则录得

143 亿港元的贸易逆差。 

“目前香港的会计师资格证在内

地并未实现互认，因此香港执业会计

师需要通过在内地的会计师考试才能

获得在内地的执业资格，然而笔试是

简体字，考试的形式也并非香港会计

师所熟悉的，通过率很低，希望未来

大湾区内会计师资格证可以实现互

认。”香港某外资会计师事务所合作

人向 21 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坦言。 

据 21 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了解，例

如香港公民取得内地律师资格，只能

参与内地非诉讼法律事务。部分行业

即使设有专业资格相互认证制度，但

资格互认并非恒常化，例如规划师的

互认安排在 2010 年后便结束，新晋规

划师无法透过资格互认取得内地执业

资格。 

然而，这并未阻挡业界探索前行

的热情。澳洲会计师公会去年发布的

一份调查显示，在 351 个受访者中，近

一半打算在未来五年将业务或事业范

畴扩展至大湾区。此外，在 2017 年 11

月进行的香港会计师公会访问中，业

界领袖透露“大湾区有潜力在国家层

面开创新局面”，并表示部分大型会

计师行在管理资源方面已经“从华南

地区的视角”出发，以便更好地协调

香港及广东的业务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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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冯富珍：国际卫生安全与每个人息息相关 

 

博鳌亚洲论坛咨委、全国政协常

委、前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陈冯富珍

日前在香港表示，国家安全范围非常

广泛，是人们安居乐业的基础，关系

到每个人的安全。香港与内地民众的

卫生安全息息相关，健康与卫生安全

是两地民众的全民之责。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香港研讨会

当日在港举行。陈冯富珍发言指出，

随着时代发展，国家安全早已不仅仅

是主权与领土的角力。卫生安全是国

家安全和全球安全最重要的内容之

一。 

她分享对国际卫生安全的体会时

说，回顾历史，传染病爆发疫情曾对

全球卫生和经济安全带来惨痛后果。

人类与传染病的斗争将永远存在。过

去的教训告诉我们，提高卫生应急能

力和完善国家卫生系统是可以倚赖的

根本解决之道。做好这两点就可以及

时有效地控制大多数突发公共卫生事

件，降低事件的国际传播风险。 

陈冯富珍强调，国际卫生安全与

每个人息息相关。时至今日，来自传

染病和其他公共卫生危害的风险仍持

续存在。国与国之间日益密切的交通

联系、贸易往来和人员交流加剧了这

种风险的传播速度。对于这种安全风

险，没有一个国家和地区能够置身事

外。 

陈冯富珍说，作为全球金融中心，

香港身处亚太地区的核心地带和交通

枢纽，世界上任何一个角落的公共卫

生风险都可能影响到香港民众的健康

安全。我们应该清醒地意识到，维护

全球卫生安全，同时也是维护香港民

众的安全和根本福祉。 

她表示，经过 SARS 疫情的冲击，

中央政府和香港特区政府对公共卫生

体系的建设和发展投入大量资源，作

出了巨大努力，成效十分显著，有目

共睹。15 年以来，中国已经建立起全

面高效的公共卫生应急体系，相关法

律法规、预案体系、应急机制不断健

全。 

陈冯富珍指出，香港与内地民众

的卫生安全息息相关，健康与卫生安

全是两地民众的全民之责。期待两地

同胞能够同心同行，坚守“一国两制”

初心，共同维护包括卫生安全在内的

国家安全。 

接下来，陈冯富珍还将出席首届

博鳌亚洲论坛全球健康论坛大会。据

悉，首届博鳌亚洲论坛全球健康论坛

大会将在 6 月 10 日至 12 日，在中国

山东省青岛市举行。目前已有多位国

际组织负责人以及众多来自全球医疗

领域的官员、专家学者、企业家等确

认参会，大会规模还在不断扩大。 

大会议程包括开幕式大会、政商

高峰圆桌对话会、分论坛、创新项目

路演会、全球健康博览会等。全球健

康论坛大会将就“实现全民健康”“创

新促进健康”“健康融入所有政策”

等议题与国际行业内专家开展交流对

话。陈冯富珍在大会推介会上表示，

这些主题和分议题都经国内外卫生健

康领域的专家论证过，不仅以产业为

支撑，以落实为目的，更契合了当前

联合国发布的“全民健康覆盖”2030

可持续发展目标，同时迎合了国内“健

康丝绸之路”“健康中国 2030”国家

战略和中医药振兴发展战略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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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罗迪敦促中意合作“抓紧落实” 

中新社博洛尼亚 5月 2日电 (记者 

彭大伟)欧盟委员会前主席、意大利前

总理普罗迪当地时间 2 日接受中新社

记者采访时表示，他积极地看待意大

利不久前与中国签署的共建“一带一

路”谅解备忘录。普罗迪表示，他期

待两国加快落实谅解备忘录，早日拿

出成果，通过合作向世界释放更多积

极正面的信号。 

今年 3 月 23 日，中意两国正式签

署 关 于

共 同 推

进“一带

一路”建

设 的 谅

解 备 忘

录。4 月

下旬，意

大 利 总

理 孔 特

赴 华 出

席 了 第

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 

普罗迪当地时间 2 日晚在意大利

博洛尼亚出席博洛尼亚大学孔子学院

成立十周年庆典期间接受了中新社记

者采访。对于两国签署关于共同推进

“一带一路”建设的谅解备忘录，普

罗迪认为这是一项积极正面的发展。 
“我认为这是积极的一步，但重

点是我们两国后续要抓紧落实。”谈

及中国和意大利共建“一带一路”的

若干重点领域，普罗迪表示，一些相

关工作必须立即进行推动，“抓紧进

入行动阶段”。 
“通过落实两国签署的协议，取

得成果，这将向外界释放一个明确的

信号，那就是意大利同中国签署的这

一谅解备忘录绝非停留在口头宣言，

而是开启了实质性的合作步伐。”普

罗迪认为，这样一来亦可向世界展示

意大利参与“一带一路”合作带来的

正面影响。 
谈及意中两国关系与各领域合作

的未来发展，普罗迪表示，中国国家

主席习近平不久前成功对意大利进行

了国事访问，“我相信两国关系的大

发展才刚刚起步，还有很大的发展空

间。我希望意大利和中国两国间的关

系能够朝着更好的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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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法兰：“一带一路”倡议是 21 世纪多边主义的需要 

 

4 月 27 日下午，前来参加第二届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的法

国前总理、博鳌亚洲论坛咨委会委员

让-皮埃尔·拉法兰接受了中国英文新

闻周刊《北京周报》的专访。 

 

倾听各国呼声的一届论坛 

“同上一届‘一带一路’国际合

作高峰论坛相比，本届论坛更加注重

经验的总结和各国声音的倾听。”拉

法兰说。 

论坛开幕式上，习近平主席的主

旨演讲引起了法国前总理的共鸣。他

表示，该讲话正是中国倾听了各国呼

声的体现。 

首先，“一带一路”倡议是一个

兼顾东西方的双向倡议，该倡议已成

为欧亚大陆的支柱。其次，“一带一

路”倡议关注对地球的保护，这与联

合国以及《巴黎协定》的可持续发展

目标是一致的。最后，“一带一路”

倡议不仅仅是有关经济、工业和基础

设施的倡议，而且和每个人都息息相

关，每个人都能在这项伟大的倡议中

找到自己的位置。 

在拉法兰看来，“一带一路”倡

议是 21 世纪多边主义的需要，为全球

合作提供良机，发展中国家也能在这

项倡议中占有一席之地并且获益。该

倡议有力地促进了各国的发展和世界

和平。“‘一带一路’倡议创造了一

种新的合作形式，在这种合作形式下，

每个国家都感到被尊重并且能够参与

到其中。”他说。 

 

欧洲：从旁观者到参与者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近 6 年

来，欧洲各国对该倡议的认识发生了

很大的变化，”拉法兰说。 

一开始，许多欧洲国家并没有意

识到这项倡议的重要性。渐渐地，有

些欧洲国家对这项倡议表现出疑惑甚

至是恐惧：这项倡议是不是太庞大

了？是不是在搞霸权主义？欧洲能否

在这项倡议中占有一席之地？ 

在他看来，这样的担忧根本没有

必要，因为“一带一路”倡议属于所

有参与共建的国家。如果有些国家只

是这项倡议的“旁观者”，那么它们

将会错过这次伟大的历史机遇。更让

他遗憾的是，有些国家不仅没有参与

“一带一路”建设中，还对该倡议表

示质疑甚至是批判。 

 

“一带一路”框架下的中法合作 

去年，法国总统马克龙访华时的

第一站便选择了古丝绸之路的起点—

—西安。在西安，马克龙明确表示，

法国愿意参与到“一带一路”建设中。

而今年三月习近平主席访问法国期

间，中法双方同意以第三方市场合作

方式共建“一带一路”，并签署了第

三方市场合作第三批示范项目清单。 

拉法兰表示，法国和中国在第三

方市场合作方面已经取得了许多进

展，比如，两国在非洲有许多电信合

作的项目，法国和中国还联手在英国

建设核电站等。“我们在第三方市场

合作方面已经收获了很多的经验，未

来，法国和中国在‘一带一路’框架

下将会开展更多领域、更深层次的合

作。”拉法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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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齐兹谈" 一带一路 " 倡议：为中巴带来互利互通和合作共赢 

 

亚洲博鳌论坛 2019 年年会 3 月

26 日至 29 日在海南举行。博鳌亚洲论

坛理事、巴基斯坦前总理肖卡特 · 阿

齐兹 3 月 27 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

示，" 一带一路 " 倡议为中巴带来互

利互通和合作共赢，同时帮助我们共

同面对挑战。 

 

阿齐兹说：" 由中国国家主席习近

平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对于我们

来说是不同寻常的一次倡议，它对于

巴基斯坦来说意味着更多的机会，包

括投资和基础建设方面。我想强调的

是中巴之间的友谊与合作可以帮助我

们增加互信，互利共赢，并共同面对

挑战。巴基斯坦以及每个巴基斯坦人

民都以中巴之间的友谊为荣。" 

如今，中国在巴基斯坦的基础设

施建设项目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这

无疑是 " 一带一路 " 所提倡的 " 共

同繁荣 " 的理念的最好体现。对此，

阿齐兹表示："（两国之间的合作）可

以给巴基斯坦人民带来积极的影响，

比如提供工作机会、互联互通以及贸

易的机会合作等等。我认为对于像巴

基斯坦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来说，要发

展就需要投资和基础设施建设，所以

可以说‘一带一路’完美解决了巴基

斯坦的需求，中国所提供的支持一定

会改变巴基斯坦。"短短几年内，中巴

经济走廊已经成为 " 一带一路 " 框

架下规模最大、成果最显著的工程之

一。据了解，中巴经济走廊目前项目

中，80％以上是由中方直接投资或使

用中方无偿援助。同时，中巴经济走

廊建设始终将造福民众作为第一要

务。目前已建成的能源项目满足了约 

860 万户普通家庭的用电需求。我们

可以看到，巴基斯坦人民正受惠于中

巴经济走廊的成果。随着两国合作不

断深化，中巴经济走廊的建设必将为

两国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对此，阿齐兹表示：" 在我看来中

巴经济走廊是非常具有建设性意义的

项目，并能带来双赢。‘一带一路’

或称之为丝绸之路，也促进贸易发展，

增进了互联互通。我认为大多数人都

会欢迎这样的项目。当时我做总理的

时候就已经签署了，相信后续政府也

会继续推进。我们的新总理也将到访

中国。所以为什么这个项目可以一直

平稳持续呢？就是因为可以带来双赢

的效果。" 

毋庸置疑，" 一带一路 " 建设的

过程中也会出现问题和阻碍，如何坦

诚沟通、共同努力并加以解决，是需

要各方共同探讨的话题。如今国际社

会上对 " 一带一路 " 仍然存在怀疑

的声音。在问及对此的看法时，阿齐

兹表示：" 有时候会产生一些涉及利益

的问题，比如投资者想要尽可能的降

低成本，但是建设者又希望得获得理

想的价格，这也让双方管理层之间产

生了不必要的紧张感。所以国际之间

的合作总会遇到规则、时机、资金等

等一系列的问题，所以不需要太焦虑。

我认为中国为像巴基斯坦这样的国家

改善其基础设施打开了另一扇窗户。

我们之前和世界银行以及亚洲发展银

行都有合作，现在与亚投行的合作也

是类似的，我们要持欢迎的态度，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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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担忧是没有必要的。事实是，巴基

斯坦，特别是巴基斯坦民众都将中国

视为真正可信任的朋友。" 

" 共同命运共同行动共同发展 " 

是本届博鳌亚洲论坛年会的主题，也

是中国作为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和建设

者一直坚持的理念。作为论坛理事，

阿齐兹还表示：博鳌论坛是一个很好

的平台，让很多亚洲国家以及其他国

家参与进来。 

阿齐兹说：" 中国一直奉行和平崛

起的主要方针。我认为中国非常重视

地区发展。作为一个国家，如果你的

邻国得到了好的发展，整个地区也会

获得和平。我想这也是中国致力于类

似于亚投行这样的项目的原因，这会

更好的有助于地区发展，获得共同繁

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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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田康夫：中国经济正在从速度向质量转变 

 

博鳌亚洲论坛 2019 年年会举行期

间，日本前首相、博鳌亚洲论坛咨委

会主席福田康夫接受了央视记者的专

访。他表示，这些年对中国最大的印

象，就是中国经济正从中国速度向中

国质量转变。 

2010年到 2018年一直担任博鳌亚

洲论坛理事长的日本前首相福田康

夫，卸任理事长后，今年是第一次以

博鳌亚洲论坛咨委会主席的身份来到

博鳌，他告诉记者，十几年前他也来

过博鳌参加会议，那时候博鳌会址还

比较小，除了周边有一个比较大的高

尔夫球场，基本上没有其它设施，现

在不但有了博鳌机场，还有了博鳌高

铁，可以说博鳌这些年发生了翻天覆

地的变化。 

福田康夫说，十年前他参加博鳌

年会的时候，邀请嘉宾的规模大概只

有 1500 人左右，现在规模进一步扩大，

博鳌亚洲论坛之所以有今天的发展，

最得益于中国经济的发展。 

作为博鳌的老朋友，也是中国的

老朋友，福田康夫认为，这几年中国

经济发展很快，虽然中国人口很多，

但经济增长率非常高，经济增长的绝

对值也非常大，中国经济每年以 7%左

右的速度增长，大概相当于其他十个

国家的增长额。 

“光扩大经济是不行的，必须还

要重视经济发展的内容和质量，现在

我了解到中国政府正在全力提升经济

发展的质量。”福田康夫说。 

谈及中国政府为提升经济采取的

各种措施，福田康夫专门提到了《外

商投资法》。他表示自己一直关注着

这一政策，它将促进经济发展质量的

进一步提高。他还说，中国在方方面

面都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变化，这些变

化都得益于中国采取的一系列优化政

策。 

”如果没有这些变化的话，那中

国经济只是体量上的变化。中国采取

这些优化政策的结果就是中国将越来

越成为获得国际社会高评价的一个大

国。“福田康夫说。 

提到中日关系，福田康夫表示，

中日关系现在确实是在回暖，不过这

种关系不能只是停留在表面的友好，

更要创造一种深层次的交流和深层次

的相互理解。 

 

  



Boao Journal Vol. 10 

32 
 

博鳌观点 

国之交在于民相亲——中菲关系迈向新时代 

博鳌亚洲论坛研究院 赵丽 

 

2002 年 4 月，菲律宾前总统拉莫

斯当选为博鳌亚洲论坛理事长，开始

了其长达十六年的民间友好使者的生

涯。拉莫斯理事长睿智，风趣、亲和，

军人气质十足。在博鳌，如果你偶遇

一位叼着古巴雪茄，热情地与每一位

见到的嘉宾打招呼，并以他独有的竖

起大姆指的姿势与大家合影的外国长

者，他就是拉莫斯。拉莫斯有一句挂

在嘴边的名言，也是菲律宾文化中的

著名格言‘兴旺你的邻里’，也就是

说，你帮助你的邻居，他就有能力兴

旺起来。这句格言无论在过去、现在

还是未来无疑是有价值的。博鳌亚洲

论坛就是这样一个组织，自 2001 年成

立以来，立足亚洲，面向世界，促进

和深化本地区内和本地区与世界其他

地区间的经济交流、协调与合作，孜

孜践行习近平主席关于“国之交在于

民相亲，民相亲在于心相通”的外交

思想，不断促进亚洲各国争当好邻居，

只有邻居之间相亲相融，交流互鉴，

充分理解和包容彼此的元文明和文

化，传递和平与友谊，才能创造出合

作共赢的美好社会。 

中国和菲律宾一衣带水，隔海相

望，两国关系真正起始于何时，历史

记载不一，比较可信的一种说法是唐

朝末年两国开始有民间贸易往来。600

多年前，中国航海家郑和七次远航，

多次到访马尼拉海湾及维萨亚、苏禄

等地，传播友谊和合作。苏禄国王带

着菲律宾人民的美好祝愿踏上通往中

国的友谊之路，留下脍炙人口的佳话。 

西班牙统治菲律宾以后，对华人

的政策偏狭、残暴，但华侨和菲人感

情融洽，相互间可以通婚。在美国统

治期间，华侨社会相当稳定，虽受到

美国移民的种种限制，但在自由经济

政策下，华侨经营的工商业获得充分

的保障与发展。华人在菲律宾百年来

的经济发展史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从引进国外的技术﹐资本与生产设备

﹐到开创初期的农耕与手工业，发展

制造业、房地产、金融业，华商多能

顺应潮流﹐掌握经济脉动，为菲律宾

经济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历史走入二十一世纪，经过四十

年改革开放，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

经济体大国，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

率超过 30%。如何在新形势下发展与

亚洲各邻国的关系，承担起大国责任

是 21 世纪历史赋予中华民族的伟大使

命。由于南海问题，中菲关系在过去

几年进展并不顺利。自杜特尔特总统

执政以来，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菲

友好合作的大门重新打开，给两国人

民带来了切实利益，为地区和平、稳

定、繁荣作出了重要贡献。中菲同为

亚洲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睦邻

友好是两国唯一正确选择。 

一、密切高层交往，深化政治互

信。2016 年 10 月，菲新任总统杜特尔

特成功访华，实现了与中国领导人的

历史性会晤，推动了两国关系的全面

好转。2016 年 11 月，中菲两国领导人

在秘鲁 APEC 领导人会议期间再次会

晤，重申继续推动两国关系“沿着正

确的方向稳步向前”，杜特尔特还表

示“愿意永远同兄弟般的中国做朋

友”。2017 年 5 月，杜特尔特应习近

平主席之邀出席“一带一路”国际合

作高峰论坛，对中方的“一带一路”

倡议表示认同。2017 年 11 月，李克强

总理前往马尼拉参加东亚合作领导人

系列会议并对菲律宾进行正式访问，

中菲两国政府发表了联合声明。声明

中包含了两国达成的多项共识，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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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还列举了双方达成的 14 项协议，包

括了基础设施、产能与投资、经贸、

农业、民生发展、社会人文等诸多领

域。2017 年 11 月，习近平主席对菲律

宾进行国事访问，两国元首一致决定

在相互尊重、坦诚相待、平等互利、

合作共赢基础上建立中菲全面战略合

作关系。中菲关系在过去几年经历了

一些波折，但 2016 年以来，中菲关系

在两国的共同努力推动下，两国政治

互信逐步加深，有力带动中菲关系取

得长足进展。 

二、不断深化中菲经贸关系，推

动中菲务实合作。2017 年，中菲贸易

额首次突破 500 亿美元大关，中国跃

居菲第一大贸易伙伴，第一大进口来

源国和第四大出口市场。菲律宾人口

众多，是一个有很大潜力的市场，值

得中国重视。菲律宾同时也是中国建

设“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不可或缺

的重要伙伴，中方在菲律宾的大量的

基础设施投资为菲发展提供更加持久

强劲的动力。中菲目前已恢复中菲经

贸联委会，还积极推动“一带一路”

倡议与“菲律宾雄心 2040”战略相对

接，签署了一系列合作协议，深化和

拓展了在基础设施建设、农业、投资

等领域的务实合作。中国国家电网、

华为、中国信科集团等中资公司在菲

都取得了不错的业绩。越来越多的中

国公司希望赴菲投资，涉及行业也越

来越丰富，既包括服务于菲律宾“大

建特建”计划的钢铁、水泥等行业，

也开始试水种植、渔业、养殖等大农

业领域。此外，中菲两国在友城、科

技、教育、文化、艺术、媒体、智库、

青年等领域交往日趋活跃，中国企业、

中国人民正在菲律宾的建设中发挥着

重要作用，两国人民也切实体会到中

菲友好合作带来的实惠。 

2017 年中国赴菲游客超过 100 万

人次，在 2016 年的基础上实现翻番，

中国已经成为菲律宾第二大游客来源

国。 

近年来菲律宾经济持续增长，平

均年增速达到 6%以上，亚行认为菲律

宾将成为全球增长最快的经济体之

一。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在 2026

年有望超过马来和泰国，成为东南亚

第二大经济体。而且菲律宾的经济的

发展，70%依靠的是内需的拉动，所以

经济发展前景一片光明。菲律宾是世

界上第十二个人口过亿的国家，且与

中国即将进入老龄化社会不同的是，

菲律宾的人口红利刚刚到来。金融银

行首席市场策略师乔纳森·拉夫拉斯

（Jonathan Ravelas）表示，我们对未

来保持谨慎乐观的态度，2018 年最糟

糕的情况已经过去。“环境不再灰暗

一片。投资者已准备好重返菲律宾。” 

2016-2018 年菲律宾投资率由

24.4%增至 27%，是菲律宾经济增长的

首要推动要素；菲律宾实际经济增长

率从 2017 年的 9.4%升至 2018 年的

13.9%。 

周围陆续有朋友跑去菲律宾投资

房产，一方面说明经过改革开放四十

年，国人手里确实有些闲钱，另一方

面也说明菲律宾的经济发展势头令人

欣喜，外国投资者信心正不断提高。

菲律宾也将在上海设投资推广中心以

吸引更多中国投资者，由菲律宾工商

部长兼菲律宾投资署主席洛佩兹为首

的菲律宾贸易官员已与中国多家企业

展开了相关合作的讨论。因此，中菲

经贸合作前景光明，潜力巨大。中资

企业把握机会可适当加大对菲律宾的

投资。与此同时，中资企业仍需注意

做  好风险防范，重点关注菲律宾社

会不稳定性、不可控自然灾害等。 

中菲两国应顺应历史发展潮流，

以为两国人民谋福祉为已任，深化互

利合作，把脉时代实现新的发展，为

中菲睦邻友好关系注入新的强大动

力。 

三、不断扩大合作领域。除了传

统的政治往来、经贸合作与民间交流

外，中菲还开启了南海问题双边磋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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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制和海警联委会，以更加开阔的视

野谋划两国关系发展蓝图，通过友好

协商妥善处理分歧，加强海上对话合

作，让南海成为造福人民的和平之海、

友谊之海、合作之海。 

中方坚定支持菲方的禁毒和反恐

努力，支持马拉维战后重建，为菲律

宾维护国内和平贡献力量。此外，中

菲还就海上油气开发开展合作，对突

破争议给两国关系造成的障碍展开重

要探索，并且对整个地区化解纷争具

有示范意义。 

四、坚持民心相通，国之交在于

民相亲。正如习主席访菲时所说，中

菲两国地缘相近、人缘相亲、文缘相

通，人民友好交往是两国关系的源头

活水。作为菲律宾的好邻居、好朋友，

好伙伴，中国愿继续与菲守望相助，

携手并进，让中菲关系行稳致远。 

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中国近

年来重视周边外交，将东盟作为周边

外交的重中之重，推动中国-东盟关系

发展。中国秉持“亲、诚、惠、容”

的周边外交理念，推动中菲两国政府、

地方往来，加强科技、教育、文化、

青年交流，建立中菲全面战略协作关

系，推动中菲关系在高水平上得到更

大发展。 

2018 年 4 月 9 日，博鳌亚洲论坛

产生新一届理事会，菲律宾前总统阿

罗约成为新当选理事，成为继拉莫斯

之后第二位中菲民间友好使者。阿罗

约表示，中国发展对菲是机遇而非挑

战，希望蓬勃发展的中国经济发展为

菲律宾经济带来助力。 

习近平主席在去年访问菲律宾时

曾表示，中菲两国是交往千年的近邻，

睦邻友好、合作共赢是双方唯一正确

选择。杜特尔特总统也已确认今年 4

月出席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

高峰论坛，并期待同习近平主席再次

会面，并表示将继续维护菲律宾与中

国间的良好合作关系，履行不在国际

论坛上提出南海争端的承诺，努力通

过双边机制解决问题，以换取中国的

投资和贷款承诺。 

在中菲两国共同努力下，各领域

合作成果丰硕，中菲关系翻开新篇章，

给两国人民带来福祉，为地区和平稳

定作出了贡献。中方愿同菲方传承友

谊，深化合作，让两国永远做好邻居、

好朋友、好伙伴，共享发展繁荣。中

菲关系已穿越风雨，顺势而上，正在

迈向合作发展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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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革命的断代 

博鳌亚洲论坛研究院 洪斌 

 

给工业革命“断代”，是一件不

太容易的事情。第一次、第二次，因

为已经发生，后来人的认识基本一致，

没有太大的分歧。但再往下，是否已

进入第三次工业革命、何为第三次工

业革命、该革命处于前期、中期、后

期还是已经结束，分歧就很大。至于

第四次工业革命，连“言必称”者都

没有十足的底气。德国搞的工业 4.0，

算第四次工业革命吗？未必。 

 

工业革命，还是产业革命？ 

既然是工业革命，何为工业，要

搞清楚。按照工业的传统定义，局限

在采矿、制造，则只有第一次工业革

命算得上是纯粹意义上的工业革命，

因为蒸汽机的应用，一是煤矿排水，

二是纺纱织布、碾米磨面。与第二次

工业革命标志性的电动机、内燃机相

比，蒸汽机体积庞大、耗煤量高，不

适合家庭日用和便携，适用于生产而

不适用于生活，故只能带来工业上的

革命，与百姓的生活并无直接的意义。 

第二次工业革命就非常地名不副

实。内燃机的广泛使用，使汽车走入

寻常百姓家；由于电的广泛使用，电

灯、电话、广播、电视使人们的生活

发生了质的变化。这一场革命，已远

不是工业上的革命，更是生活的革命，

具有生产和生活双重的意义。 

即使在生产范畴，第二次工业革

命也远远超出了工业。汽车、飞机作

为产品，是制造业革命的重要标志；

但作为交通工具和运输方式，汽车的

普及和飞机的商用对于交通、运输、

航空、物流具有革命性的意义，这些

却是服务业。同样，作为制造业新产

品的电话、电视，在服务业中却是电

信、传媒和娱乐。这一次的工业革命，

是在制造业和服务业、生产和生活同

步发生的，孰轻孰重，已经不像第一

次工业革命那样一目了然了。 

不仅如此。工业革命，对农业也

具有质变的意义。不管环保主义者是

如何地不喜欢，化肥、农药对农业生

产的意义是革命性的、不容否认的。 

所以，准确地说，第二次工业革

命绝非单纯的工业革命，而是经济三

大产业（农业、工业、服务业）的全

面革命。称之为工业革命，不如像有

些翻译得那样，称其为“产业革命”，

更为贴切一点。 

英文没有这么复杂。Industry，可

以指制造业（Manufacturing Industry）、

采矿（Mining Industry），也可以指银

行（Banking Industry）、电信（Telecom 

Industry）、教育（Education Industry）、

医疗（Healthcare Industry）等服务业。

在西方人眼里，第一次也好，第二次

也好，都是 Industrial Revolution。他们

当然不理解，我们这里译过来，会因

为译法的不同而产生歧义；而理解上

的偏差，又会影响到我们对下一次

Industrial Revolution 的认知和判断。比

如，所谓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是不是

仅限于制造业的智能制造？可以延年

益寿、返老还童的基因技术，可上九

天揽月的空间技术，可以“以假乱真”

的互联网虚拟世界，算不算是这场革

命的因子？ 

勿为浮云遮望眼，勿为“工业”

一叶障目而不见下一次革命之森林。

正名的问题，绝不是一个小问题。 

 

 

断代难 

如果以机器时代、电气时代、信

息时代，分别概括形容过去 200 多年

的人类历程，认同者众。断代的标准

越简单、越符合人们的直观感受，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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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容易为大家所接受。但是，这三个

时代是否就可与第一、第二和第三次

工业革命一一简单对应呢？ 

有点难。通常的理解，第一次工

业革命，是以机器代替人力、畜力，

从而实现了生产力的极大解放，人类

的生产能力成百上千倍地增加。由蒸

汽驱动的机器，成为那个时代最醒目

的标志。机器的轰鸣，从火车、汽船

到工厂，第一次永久性地打破了人类

社会自古以来的宁静，这种感官上的

巨大冲击，是那个时代的人无法忘却

的。称之为蒸汽时代、机器时代，理

所当然。 

但是，有专家通过分析十八世纪

后半叶和十九世纪上半叶的经济数

据，却有了不一样的发现。蒸汽机在

瓦特改良之后，并没有出现爆发式的

应用。由于体积大、耗煤多，蒸汽机

使用起来并不像想象中那样经济。人

是理性动物，帐算下来，发现使用蒸

汽机还不如原来的人力、畜力划算或

方便，所以弃置不用。在瓦特改良后

的几十年间，英国经济主要还是靠传

统的人力、畜力、水力，蒸汽机的作

用不大，但生产力依然取得了长足的

进步，说明有蒸汽之外的因素在起作

用。故专家“戏称”，没有蒸汽机，

第一次工业革命也会如期而至。 

因为是一家之言，当然就有可以

再商榷和争论的空间。但是，至少说

明，第一次工业革命的爆发可能是诸

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经历了一个

漫长的时间周期；而不是像一般认为

的那样，蒸汽“一个人在战斗”、一

夜之间，满城尽带黄金甲。将第一次

工业革命简单等同于蒸汽时代、机器

时代，符合直观，未必符合实际。 

第二次工业革命与电气时代，同

样不可以简单等同。这次革命的标志

之一内燃机，与蒸汽机一样，依然属

于“汽”动的范畴，不是电动，与电

气时代并没有多大的关系。这一状态，

到了今天也没有根本性的变化。我们

的汽车，依然是靠“汽”驱动（故名

“汽车”），而非靠电驱动（不是“电

车”）。电动汽车（真正的“电车”）

的普及，即使从现在算起，至少还要

几十年的时间。某种意义上，从汽车

这个角度，人类尚未进入电气时代。 

以信息化简单对应第三次工业革

命，就更成问题。从能源的角度，第

一次工业革命的标志是煤炭的广泛使

用，第二次工业革命是石油、天然气。

这之后，当属核能。以法国这样的经

济体量，70%的能源来自核能，很是说

明问题。显然，核 能不能简单归入信

息化的范畴，而如果真的有什么第三

次工业革命，核能又断断不可以排除

在外。 

更成问题的是，这个信息化的时

代，改变的到底是什么？是更多地改

变了我们的生产呢，还是更多地改变

了我们的生活？这是个很难量化回答

的问题。从各式智能终端，PC、手机、

平板，各式软件、APP，各种互联网+，

总体上感觉，信息化更多改变的还是

我们的生活，而且是一种革命性的改

变。对生产、对工业、对经济的改变，

却难言是革命性的、脱胎换骨的。金

融业用了电脑，用了软件，有了信息

化的表，但从骨子里还是传统金融。

金融科技对金融业的颠覆，依旧停留

在初级阶段。制造业更是如此，工厂

依然是流水线作业，工厂主对信息化

的理解，不过是买几台电脑打打字、

记记帐。 

各国政府的口号，更能说明问题。

GE 提出工业互联网，那是因为信息化

还远没有渗入工业的骨髓；德国的工

业 4.0，是在中韩等制造业后起之秀的

攻势面前，其传统制造优势被不断侵

蚀，只能通过信息化另辟蹊径、另筑

高地；安倍经济学为鼓励企业增加 IT

投资，要拿出 20%的特别优惠税率。

经验告诉我们，政府鼓励什么，说明

经济缺少什么。各国政府如此重视信

息化在经济中的作用，恰恰说明，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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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的生活虽已进入信息化时代，我们

的生产、工业、经济离真正的信息化

还很远、很远。 

 

“分散-集中-再分散”：Rifkin 的断代

法 

禅宗有所谓“三境界”之说。刚

开始参禅的时候，与普通人一样，看

山是山，看水是水。参了一段时间，

有所感悟，开始脱俗、与众不同，所

以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不过，

不要高兴太早，这才到了半山腰。真

正大彻大悟之时，看山还是山，看水

还是水，仿佛回到了原点，只不过，

人已经不是原来的那个俗人。 

著有《第三次工业革命》的 Jeremy 

Rifkin，似乎听懂了这段禅话。他对工

业革命的断代，也有类似的三个境界。

工业革命之前，工业分散在成千上万

个手工作坊里，动力源（人力、畜力）

也相应分散，这是一种典型的分布式

（Distributed）经济，是第一种境界。 

第一、第二次工业革命，对这样

的分布式生产进行了“革命”。无论

是能源还是生产，都由分散而集中。

从能源的角度，使用的是煤炭、石油、

天然气。这些化石燃料的开采、加工

需要大量资金、人力和雄厚的技术，

传统小家小户是没有办法的，只能集

中到国家或超级企业手里。生产也相

应集中，通过零部件标准化和流水线

作业，实现了大规模批量生产。这两

次工业革命的特征，都是生产和能源

的集中化，是第二种境界。 

第三种境界，正如参禅的境界轮

回，要回到第一个境界的原点。原本

集中的生产和能源，现在要重新分散，

去中心化（Decentralization）。 

Rifkin 理想中的这第三种境界，是

家家户户重返“现代作坊”，能源分

散到各家；工业化大生产消亡，巨无

霸式的能源巨头消亡。这种去中心化、

分 散 化 ， 就 是 能 源 、 生 产 的

Democratization。 

不仅能源和生产要经历这三个境

界的风水轮流转，信息也遵循同样的

“分散-集中-再分散”路径。工业革命

前，小农经济时代，本质上还是“民

至老死不相往来”的信息孤岛状态。

而在工业革命时代，信息传播集中到

了报纸、刊物、广播、电视手里，它

们成为信息的主要提供者；普通民众

只是信息的被动接收者，是读者、听

众、观众、受众。信息生产和传播的

集中，是工业革命的一大时代特征。 

但是，随着 PC 和互联网的普及，

信息的生产和传播又由集中而分散。

包括个人电脑在内的各种智能终端，

使每个人都可以成为内容的生产者和

信息的提供者；互联网则使这些信息

的广泛传播成为可能。传统媒体不再

垄断信息的生产和传播，信息“去中

心化”成为趋势。 

在 Rifkin 看来，以信息、能源、生

产“再分散”和“去中心化”为特征

的第三次工业革命已初现端倪。信息

互联网的普及，已使信息的去中心化

成为现实。太阳能成本的一降再降，

储能技术的发展，使家庭利用太阳能

发电成为可能，并具有越来越强的经

济可行性。未来，每一个家庭都有望

成为能源的生产者，而不再是单纯的

消费者；不仅足以自用，还有余能可

以对外提供，通过智能电网，卖给有

需要的其他家庭和生产者。能源互联

网的实现，将使能源的去中心化成为

可能，而使以大型、集中为特征的化

石能源成为历史。 

生产的“再分散”和“去中心化”，

也因为 3D打印等技术的出现而成为可

能。风行了一百多年的流水线、大规

模生产，将分散为成千上万个柔性生

产、个性定制的现代作坊。借助一台

无所不能的 3D 打印机，将一张张互联

网上传来的订单，打印成符合顾客个

性需求的产品。 

这是 Rifkin“参”破的工业革命

“禅”，从农业文明的分散，到工业



Boao Journal Vol. 10 

38 
 

文明的集中，再回到后工业时代的分

散，看似回到了原点，但这是一个建

立在信息互联、能源互联、万物互联

基础之上、“升华”了的分散。 

顺便说一句，个人认为，Rifkin 的

着眼点其实不在什么工业革命。他更

是一个环保主义者，对化石能源耿耿

于怀，对气候变化忧心忡忡。他提出

的第三次工业革命，不过是为了打鬼，

借助钟馗；嘴上说工业，心里想的是

环境。因为谈环保大家听不进去，只

好从大家感兴趣的工业说起。各位细

看看，他通篇说的工业革命，其实就

是两个内容：一是劝大家都用太阳能

和可再生能源，让化石歇菜；二是劝

大家在家办公、生产，由此减少交通、

物流，进而减少能源使用。他最终的

目的，是通过太阳能、节能，减少碳

排放，挽救地球。 

他不是什么经济学家。他是个环

保主义者。 

 

把人从“劳动”中解放出来 

劳动创造人。劳动，是人与动物

的本质区别。但是，并非所有人都天

生喜欢劳动。或者说，很多人更愿意

“不劳而获”；因为不可能“不劳而

获”，才不情愿地去劳动。经济，就

是人与人之间交换劳动。你不劳动，

拿什么去交换别人的劳动呢？ 

不过，如果有可能“不劳而获”，

很多人还是愿意的。至少，能不能不

做或少做些体力劳动呢？比如洗衣，

比如做饭，比如磨面，比如碾米，比

如纺纱织布。 

换句话说，有没有可能，先把人

从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然后再从脑

力劳动中解放出来呢？ 

从某种意义上，这正是工业革命

在做的事情。第一次工业革命，以蒸

汽为动力，以机器代替人力，这是最

明显的“体力劳动的解放”，前面说

的磨面、碾米、纺纱织布，不再是累

人的活儿（机器并不怕累），这是一

次体力的解放。 

第二次工业革命又从更多的方面

解放了人的体力。有了汽车和飞机，

不用再长途跋涉了，解放了脚；有了

洗衣机，家庭主妇终于不用再腰酸腿

痛了，还解放了手；有了电话，邮差

们少跑了多少的路；有了电视，总统

候选人不用挨家挨户做工作，就可以

说动选民；有了流水线和大规模生产，

生产同样多的产品所使用的人力、耗

费的体力远远少于手工时代。 

对脑力的解放也是空前的。计算

机和电脑的普及，使人类的计算和处

理能力提高到前人难以想像的水平。

试想，没有计算力的帮助，仅仅维持

在目前的计算量，就要“算死”多少

人类的脑细胞？ 

所以，以对体力和脑力的解放程

度为标准，对工业革命进行断代，未

尝不是一种思路。第一、第二次工业

革命，主要是对人类体力的解放，可

以称之为“体力革命”；它的成果，

是人类体力在生产和生活中的作用已

无足轻重（就所占比例而言）。 

而我们迄今尚不很清楚的下一次

工业革命，其标志性的成果，应该是

对人类脑力的解放，可以称为之“脑

力革命”。如前所述，人类大脑的低

层级的工作，很多已经交给计算机、

电脑去做了。但是，更高层级的工作，

现在还主要依靠人类自己的大脑去

做。比如，思考与判断。所谓的“脑

力革命”，现在还十分地初级。 

让电脑具备人脑那样的思考与判

断力，因为 AlphaGo 在围棋上的表现，

令世界大大地惊喜了一阵子。AlphaGo

能击败人类的智力，是因为它具备了

自我学习的能力，而又不受人脑在生

理上的限制，可以无休止、彻夜无眠

地学。这一前景，既令人惊喜，又有

点可怖，以致于再次引发人工智能可

能失控的担忧。 

从积极的层面，人工智能如果的

确能够具有人脑的思考力、判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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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策力，将人类从脑力劳动解放出来，

实现“脑力革命”，下一次工业革命

就算完成了它的使命，可以当之无愧

地成为“工业革命”。 

问题又来了。劳动创造人。如果

工业革命将人类从体力劳动中解放出

来，又从脑力劳动中解放出来，不再

劳动的人，将何以为“人”？ 

在企业的管理实践中，有所谓黄

金股（Golden Share）之说。企业的实

际控制人，持有的股份只有象征性的

1%，但这一股，却有最终的否决权，

故被称为黄金股。人类应该考虑，在

把体力、脑力都交出后，必须保留的

“黄金股”是什么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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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西哥经济：失去的速度 

博鳌亚洲论坛研究院 洪斌 

 

一国须至少具备三个特点，才可

堪称新兴经济体。一是要有一定体量；

二是要有一定潜力；三是要有相当的

速度。尤其是速度，是区分一个经济

体新兴与否的关键。经济失了速，是

不好意思再自称新兴经济体的。 

墨西哥在二战后有过一段高速增

长的历史，即所谓“墨西哥奇迹”，

持续时间从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与

世界经济的黄时代同步，很难说是进

口替代和发展主义起了作用，还是沾

了全球经济尤其是近邻美国的光。进

入八十年代，以中国为代表的一批发

展中国家成为增长明星，尤其是中国，

以 9.5%的平均增速雄冠全球。与之形

成鲜明对比，墨西哥却跌入 40 年漫漫

熊途，平均增速只有 2%。这个速度，

对于底子薄、赶超任务重的发展中国

家来说，实在是太低了；40 年，时间

也太久了。 

但是，速度虽是扶不起的速度，

却不能说墨西哥是扶不起的阿斗。客

观地说，墨西哥经济“失速”的 40 年，

墨西哥人很努力，教科书上让做的、

能做的，基本都做了。而且，相比于

许多发展中国家，墨西哥做得更多、

更全面、更彻底。可是，眼看着没怎

么“那样”努力的国家，经济红红火

火；自己如此卖力，增速却一蹶不振，

甚至不如南边的拉美邻国，心中如何

不憋屈？ 

经济成功的要件有二：一是做对

（do the right thing）；二是做好（do 

things right）。老墨很卖力，但经济就

是上不去，问题也只能从这两个方面

找。一是看看哪里做得不对，二是看

看哪里做得不好。 

 

哪里没做对？ 

一国经济的管理，无非八个字：

宏观要稳、微观要活。 

宏观稳，是说财政要稳，政府须

量入为出，遵守财政纪律，不可有太

大的赤字（不超过 GDP3%）和债务（不

超过 GDP60%）；币值要稳，央行要

以本币保值为第一要务，将通膨率控

制在温和的水平（发达国家为 2%，发

展中国家可灵活至 3-4%）。财政稳固

（Solid）、币值稳定，才可以稳信心、

稳预期，经济才可以正常运行，对市

场的扭曲最小化。 

宏观是政府的事。宏观稳，需要

政府“有为”。但微观活，却恰恰需

要政府“无为”，最大程度减少对经

济 和 企 业 的 管 制 、 干 预

（Deregulation/Privatization），最大

程度减少对贸易和投资的管制、干预

（Liberalization）。微观，是市场的事，

政府能脱身就脱身。 

上帝的归上帝，恺撒的归恺撒。

政府与市场各司其职、各尽本分，经

济就会步入正常的轨道。这样的正道，

未必是最好的选择，但却是最不差的

选择。选择了这样的道路，并不能确

保经济就会成功；但偏离这样的道路，

经济就容易出问题。教科书上如是说，

各国的经济实践也提供了诸多佐证。 

八九十年代，是墨西哥经济频发

危机的时期，也是墨西哥经济政策的

转折点和转型期。墨西哥摒弃了奇迹

时代的进口替代和发展主义，转而接

受当时风行的新自由派思想，按照“宏

观稳、微观活”的总思路，做了三件

符合经典教科书的事。 

一是宏观“稳住”（Stabilization）。

财政平衡是目标。墨西哥以立法的形

式规定，除非紧急状况（比如 2008 年

全球金融危机），政府须实现基本预

算平衡；收支相抵后，争取略有盈余，

用于偿还债务，确保债务水平逐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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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 

实际上，墨西哥目前的政府债务

只有 54%，并没有突破 60%的国际警

戒线，更远低于美、日等国的水平。

墨西哥对债务的审慎态度，部分是因

为八九十年代两次比索危机的惨痛教

训，是“一朝被蛇咬”；部分则反映

了国际投资者对墨西哥经济和金融市

场的信心缺失。后者，具有更大的约

束性。墨西哥的债务自律稍有不慎，

国际评级机构就会毫不留情调降其信

用等级，不仅债务成本会随之升高，

更易触发外资流出，1982、1994 的危

机并非没有重演的可能。 

半是自觉，半是无奈，墨西哥显

示了非同一般的财政纪律性。一个突

出的例证，是 2015 年。由于油价下跌

超出预期，严重依赖石油收入的墨西

哥财政吃紧。在一般的选举政治下，

政治家的选择一定是赤字，而不是削

减支出，因为削减支出会影响经济增

长和社会福利，丢失选票。同是选举

政治的墨西哥，为显示其财政审慎、

平衡预算、降低债务的决心，果断大

幅压缩开支。此举虽带来短痛，但却

在很大程度上增强了墨西哥的财政信

誉度。对墨西哥这个曾经失信于国际

金融市场的国家来说，这个信誉度的

价值是弥足珍贵、需要倍加珍惜的。 

曾几何时，墨西哥政府发行债务

只能以天计，以月、年计的政府债务

是没人敢买的。现在，十年期国债不

仅顺利发行，收益率也处于相对合理

的水平。这是对墨西哥政府多年来恪

守财政纪律性的肯定。 

财政之外，需要“稳住”的还有

币值。这是央行的责任。关键在两点：

央行须独立，不受政治干扰；以通胀

为己任，除“恶”（恶性通胀）务尽。

墨西哥央行做到了。从八十年代年均

70%的恶性通胀，到今天 5%以下的温

和通胀，墨西哥基本找到了治胀的法

子。治胀未果，则利率之剑高悬。目

前，它的政策利率水平超过 8%，因为

通胀尚未回落到 3%的目标空间。如此

之高的利率，会影响经济增长，也会

吸引大量套息“游蝇”（Carry trader），

但是，为维持币值稳定，央行必须“铁

面”。 

宏观层面，还需审慎的是国际收

支，尤其是经常项目，必须保持相对

健康。墨西哥是一个油气资源丰富的

国家，但并不像一些国家那样严重依

赖原油出口。它的出口主力是制造业，

制成品占大头。非油贸易是顺差，算

上石油，才有些许的逆差（1%），与

土耳其、印度等发展中国家相比，这

算是相当不错的成绩了。 

灵活的汇率机制，是墨西哥汲取

了两次比索危机的教训。除非影响到

国内通胀，央行不再对汇市进行人为

干预。汇率的自由浮动，对外来冲击

有一种内在的调节、缓冲作用，是在

外储之外、发展中国家应对资本流动

的又一利器。 

财政稳固、币值稳定、国际收支

平衡、汇率机制灵活，这是宏观层面

“稳住”的四大关键。这是墨西哥做

的、符合经典教科书的第一件事。这

件事，各方赞誉有加，非议和争议不

多。 

第二件是“放开”。包括两个方

面：放松政府对经济的诸多管制，所

谓 Deregulation ； 私 有 化 ， 所 谓

Privatization。这件事上，毁誉参半。

方子没问题，是按照教科书开的，但

落到地上，就不像理论那样简单。时

点、节奏、方式乃至腐败、官僚，都

会让药效大打折扣。 

第三件是“开放”（Liberalization）。

以 NAFTA 为代表，一系列双边、诸边、

区域和全球贸易协议的签署，使墨西

哥跻身开放程度最高、关税水平最低、

贸易依存度的发展中经济体，其出口

占 GDP 近四成，比例之高，直逼韩国。 

以 IMF 为代表的国际机构，向发

展中国家提的建议，不外乎“稳住、

放开、开放”。墨西哥是个听话的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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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基本照着做了，比大多数发展中

国家都听话。对这样的“三好学生”，

还能说什么呢？ 

 

哪里没做好？ 

如果基本上都做对了，那么，只

能从另一个角度找原因，看看是哪里

没有做好。 

先从财政纪律开始。财政守纪律

当然是对的，是对的事情，墨西哥做

对了（Do the right thing）。但是，什

么样的财政政策算是守纪律，却并非

铁律，一定程度上是与国际投资者的

心理博弈。人家对你不放心，54%的负

债率也是高的；对你放心，日本式的

250%也不算高。 

现在，墨西哥就受到这种约束，

财政发力空间有限，最应该投入的基

础设施和教育，不敢放手去投。2015

年，为维持预算平衡，缩减支出的第

一斧就砍在了基础设施头上。 

中国的经验，如果说有什么可资

借鉴的话，一是大搞基础设施，二是

大搞教育。从政府到民间，存在广泛

的共识：“要想富，先修路”、“再

苦不能苦教育”。基础设施和教育，

是借钱也要搞的，因为是经济发展的

后劲。而中国，也的确为此背负了不

菲的债务。但是，这个债是值得的，

只要可控。 

与中国相比，墨西哥的基础设施

和教育投入和状况差强人意，墨西哥

政府对此心知肚明，但有心无力，因

为有财政铁律在那里，国际投资者盯

着呢。 

经济学家对墨西哥的建议，无一

例外都是要解决基础设施赤字、教育

赤字。新当选的总统也以基础设施和

教育为竞选纲领，但甫一上台，就取

消了 100 多亿美元的墨城新机场项目。

承诺中的炼油厂项目、教育设备设施

投入，在财政纪律的约束下，钱将安

出，亦不得而知。 

再看开放。墨西哥被认为是

NAFTA 协定的最大受益者，它在特朗

普咄咄逼人的攻势面前最终屈从，改

签美墨自贸协定，说明它在内心里大

概也认可这一点。但是，贸易和投资

的自由化，并非没有代价。对墨西哥

来说，代价之一是让墨西哥玉米种植

者的日子更加难过，成就了加工制造

（Maquiladora），打击了小农；成就

了工业的北方，冲击了农业的南方；

成就了一批效率高、效益好的现代化

企业，却有更多的劳动力滞留在劳动

生 产 率 低 的 灰 色 经 济 （ Informal 

economy）。这当然不能全然归因于

NAFTA，但是，“两面墨西哥”、“双

速墨西哥”、贫富/收入/地区差距，却

在 NAFTA 之后加速扩大，这也是不争

的事实。 

以事后诸葛亮的角度，结合其他

国家的开放事例，是不是渐进式开放

和适度的保护更稳妥一些？比如玉

米，原订保护期、配额和配额外关税

的名存实亡，的确让小农们措手不及；

想像中的转型，又不是纸上谈兵那般

容易。 

制造业也是如此。对外开放与适

度保护本土企业，本来是可以结合地

更好一些，不至于现在遍地外国品牌、

本土品牌不见踪影。开放，不是简单

的“为开放而开放”，而是以培育本

土竞争力为终极目标的开放。这才是

开放的应有之义。拉动本土零部件产

业的发展，培育本土供应链，亦为长

远之计。Maquilodora 不能沦为来料加

工、来件装配的简单加工厂、装配车

间，不能只为赚取微薄的加工费。 

在这些方面，墨西哥都落在了中

国的后面。面对中国，它不能只发“瑜

亮之叹”，而可以比照中国的经验，

取长补短。 

对外开放，如果只是打造了一片

外商“飞地”，对本土产业、企业、

人员无拉动作用，这种开放，就不能

称得上成功的开放。而如果通过开放

合作，带动了本土企业、产品、技术、



Boao Journal Vol. 10 

43 
 

品牌的发展，这种开放，就是成功的

开放。 

做对了的墨西哥，如果能在基础

设施、教育、开放等方面转换一下思

路，下一些决心，就能够把对的事情

做得更好。做对了，又做好了，速度

就有望提上去。 

利率“高地”之巴西 

博鳌亚洲论坛研究院 洪斌 

 

经济不好的时候，一般的办法是

把利率降下来，以刺激企业投资、居

民消费，政府的债务负担也因利息下

降而减轻，节省的资金可用于更有效

的支出，比如基础设施。 

但是，一个办法用久了，便会出

现效应递减的情况。全球金融危机以

来，各国政府权宜性地降低利率，降

到零甚至负的水平，并继之以量化宽

松的非常规猛药，全球经济却未见起

色，总是一幅晃晃悠悠、令人揪心的

样子。美国经济因为好些，美联储有

所加息、缩表。但总体上，过去十年，

是一个低利率时代。低利率、低通胀、

低增长。经济的表现，非常地平庸。 

十年低利率，全球低利率。我们

已经习惯了低利率的环境。去银行理

财，只好接受 4-5%的收益率，存款比

这还低些。 

所以，当页翻到巴西，发现这个

国家的央行利率可以高到两位数，贷

款利率可以达到 20-30%，消费贷款利

率可以高达令人窒息的 50-60%，信用

卡贷款可以高达惩罚性的 400%，不得

不令人愕然。这样高的利息，在中国

就是高利贷了。在巴西，这是正常。 

不理解。太不理解了。举世都是

低利率，尚无法推动经济强劲增长。

巴西这些数倍于他国的“高利贷”，

是经济不想活了吗？ 

巴西的高利率非自今日始，而是

由来已久，与高通胀一样，是它的传

统。这个传统，在经济学者眼里，是

巴西经济最大的掣肘。设若巴西能将

它的利率水平降下来，即使做不到日

本的负利率、美国曾经的（近乎）零

利率，至少与墨西哥、智利这样的拉

美兄弟平齐，经济增长就有望摆脱目

前的颓势。 

那么，巴西的高利率为什么就降

不下来？ 

迄今为止，研究者众，各种报告

汗牛充栋。理论上的分析，都是头头

是道，条分缕析，清清楚楚。但问题

在于，任何一个论点，都找不到太确

凿的实证支撑，甚至有相反的证据。 

这恰恰反映了经济的复杂性。正

如 NAFTA 对墨西哥是好是坏一样，说

好，就会有不好的证据来打脸；说不

好，又会有好的证据来打脸。关键是，

很难理清其中的逻辑链。 

所以，对巴西的高利率，只能试

着从理论层面分析原因。 

 

国内钱少 

利率是资金的价格。钱少，则利

率高，这是最容易的道理。这里的钱，

即经济学者所说的国民储蓄（National 

Savings），是一国政府和民众没有消

费的部分。这部分没花掉的，会通过

银行等中介机构，被企业用于投资。 

储蓄与投资，最终会趋于均衡；

使之趋于均衡的力量，是利率。如果

投资需求过旺，超出储蓄所能承受的

水平，会打破均衡，资金供不应求，

利率升高；利率升高，又会抑制过旺

的投资需求，使之回归冷静、理性，

跌落到与储蓄相当的水平，利率也回

归到均衡的水平。 

所以，一国储蓄率基本决定了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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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长期投资率。储蓄率低的国家，投

资率就高不了。如果政府拔苗助长，

强行加大投资，利率就会飙升。 

反之，如果储蓄率比较高，投资

率就可以高起来，带动经济快速增长，

利率也可以保持在一个可以接受的水

平。比如中国，储蓄率是 50%，投资

率可以高达 49%，而中国的利率，却

没有高到巴西那种扼杀增长的地步。

中国这些年的经济奇迹，拜中国高投

资率所赐，拜中国高储蓄率所赐。 

 

巴西储蓄率低，投资率就高不起

来。政府稍有作为，投资需求超过本

国储蓄的能力，利率就上去了。这是

巴西利率居高不下的一重因素。 

 

外资犹疑 

储蓄率低的国家不止巴西。美国

的储蓄率比它还低，却可以保持强劲

的投资和强劲的增长，而且利率很低。

原因在于，它虽然国内钱少，但流入

的国外资金很多，甚至太多，以至于

美元过于坚挺（按特朗普的说法），

影响了美国的出口竞争力。 

所以，国内钱少的国家，要学习

美国的做法，利用好国内、国外两种

资金。如果外资流入积极，可以弥补

本国储蓄不足的缺口，将投资率提升

到一个较高的水平，从而拉动经济较

快增长。这对于有赶超任务的发展中

国家来说，是尤为重要的。发展中国

家的门之所以关不得，这是一个原因。 

有外资相助，就可以在提高投资

率的同时，利率不至于升得过高。 

这里有个前提。就是利用外资的

成本不能太高。全世界的资金都看好

美国，往美国跑，并非因为美债的收

益率有多高，而是因为安全、流动性

好。 

巴西在利用外部资金方面，恰恰

有安全和流动性的问题，令外资犹疑，

即使进来，也必须有足够的风险溢价。

有了这些溢价，外来资金的利率就会

升高。 

溢价一：违约风险。在国际资本

市场上，信用是第一位的，因为不能

像国内借贷那样抵押；即使抵押，抵

押品在人家国内，你还能用武力越境

抢吗？所以，政府发债靠信用。信用

有污点，有违约记录，其危害性不是

一年两年、十年二十年可以消除的。

就好象一个人做过牢，这个污点基本

上是洗不掉的。 

巴西像它的几个拉美兄弟一样，

不仅违过约，而且频频违约。这样的

浪子，即使回头，信用也是大打折扣。

要利用国外资金，就得付出不菲的违

约溢价。体现在利率上，就是高。 

溢价二：汇率波动。投资者以美

元换雷亚尔，购买巴西本币债券。过

两年债券到期，拿着本息到银行换回

美元，却发现雷亚尔已贬值 100%，换

到手的美元，还不到两年前投入的本

金。这个风险（Worst-case scenario），

投资者不能不算进来。这个溢价，也

会推高利率。 

凡汇率，必波动。投资者和发债

国都清楚。想发债的国家，会想出各

种办法来打消投资者的顾虑，但有的

办法，后患无穷。比如墨西哥九十年

代曾发行并拖死自己的 Tesobonos，本

币债却以外币计价，以打消投资者的

汇率顾虑，却在比索大幅贬值的时候

加大了本国的负担，最终违约。 

新兴经济体鲜有汇率不波动者，

而且都是大动。2013 年以来，土耳其、

阿根廷、巴西、俄罗斯、南非、印度、

印尼，均成为汇率波动的重灾区。往

这样的重灾区投钱，投资者焉能无顾

忌？有顾忌，就有溢价。体现在利率

上，还是高。 

溢价三：资本管制。汇率波动大、

受资本流入流出影响的国家，会有两

种选择。一是随波逐流，不干预；二

是施以一定的管制。比如，对大额资

金转出设限，行政干预，等等。雷亚

尔从 1999 年起自由浮动，但巴西对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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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流动仍有一定的管制措施，加之官

僚体系办事风格的不可捉摸，外国资

金不能不担心“有进无出”的风险。

这又是一重溢价。 

所以，原本外国资金的流入，可

以缓解投资过旺造成的储蓄缺口，缓

解利率升高压力。但由于外资对巴西

缺乏信心，提供资金时附加不少风险

溢价，巴西并不能享受或充分享受国

际低利率环境的益处，它的整体利率

依然高出国际水平一大截。 

 

 

 

通胀溢价 

通胀是拉美的共同天敌，也是挥

之不去的痼疾。巴西七十年代的通胀

率年均 30%，80 年代年均 100%-200%，

90 年代初的那几年平均 1000%。卡多

佐就任总统后，治胀效果立竿见影。

新世纪起，巴西通胀进入个位数时代。 

巴西的通胀率不低，但已不再是

恶性的性质，可以算是 Modestly high。

但巴西恶性通胀时间之久、程度之严

重，是其他国家少有的，对巴西上至

央行、下至民众的心理影响巨大。尽

管恶性已是 20 多年前的事，眼下的通

胀已降到可以不必恐慌的水平，但巴

西人对通胀的警觉和敏感并未消散。

从某种程度上，巴西人对通胀甚至过

于警觉、过于敏感，到了杯弓蛇影、

草木皆兵的地步。 

体现在央行，宁可错杀，不可放

过。稍有通胀苗头，便急着加息；通

胀下去了，却不肯轻易降息。有观点

认为，巴西央行的官定利息是加过了

头，超出了正常治胀所需的力度，损

害了经济的正常增长。这种矫枉过正

的心态，其实是基于巴西举国对通胀

的过度敏感而做出的过度反应。 

政府、企业、民众都基于对通胀

的高度警觉而做出反应。巴西很多商

品、服务的价格，是跟着通胀走的，

挂钩上一年的 CPI，比如房租、水电气、

电信资费。如果上一年 CPI 偏高，这些

价格会按照这个高的 CPI 上调。即使下

一年的 CPI 已经降下来了，这些价格也

不下调，这就将上一年的通胀惯性带

入了下一年，推高了原本可以低一些

的 CPI。这样“自动涨价”的商品、服

务，在 CPI 所占权重超过 30％，其涨

价惯性，人为推高了下一年的 CPI 水

平。 

这种人为推高的通胀水平，央行

无论怎么调利率，都是不起作用的。

因此，有观点认为，央行对巴西的通

胀不仅不应矫枉过正，还应该比正常

央行再淡然一些。这种成本推动型通

胀，利率高一点低一点，意义并不大。

既如此，央行不如将重心放在增长和

就业上。言下之意，就是利率大可不

必那么地高。既然高利率对通胀失效，

不如改弦易辙，反向操作，把利率降

下来，至少可以改善经济、改善就业，

增加货币政策的有效性。 

可见，在巴西，通胀对利率的影

响与其他国家是不一样的。巴西由于

对通胀的特殊敏感，在通胀实际水平

之外，还要加上一个过度的通胀预期。

所以，银行在贷款的时候，不仅要加

上通胀溢价，还要加上那个超常的通

胀预期溢价，这个利率当然就显得过

于高了。 

 

挤出效应（Crowding-out） 

储蓄率低的国家，钱本来就不多。

如果这不多的钱，还不能尽为市场所

用，那么，利率自然又要高一些。 

是谁占用了这不多的钱呢？ 

一是政府。巴西政府的外债，从

比例上看不算特别高（70-80%），但

是，由于前面说过的种种原因，巴西

政府必须付出很高的利息，才能吸引

资金购买它的债券。所以，巴西债务

问题不全在债务比例，也在沉重的偿

债成本。 

政府举债，因为不能向央行透支，

只能到市场里“与民争钱”。这在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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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上是会推高利率的。 

二是贴息贷款。贴息贷款占到巴

西信贷市场的一半，其中巴西国开行

（BNDES）又占大头，它一家的信贷

量占巴西信贷市场的两成。 

政府拿走一块，贴息贷款拿走一

块，留给市场的就更为有限。利率居

高，是无法避免的了。 

 

国民信用堪忧 

现在，巴西央行的基准利率已经

降到了历史低点，6.5%，这当然是因

为通胀水平降了。但是，前文说的企

业贷款利率、消费贷款利率、信用卡

利率，仍保持高位。 

 

央行的行为，是政策行为，是政

策考量。后几者都是商业行为，商业

考量。从商业的角度，如果借钱的人

靠不住，那么，要么不借，要么以远

高于官定基准利率的水平出借。 

巴西民众靠不住吗？有调查表

明，四分之一的巴西民众有过违约记

录。在这样的国家贷款，换谁也要小

心，而高利率，是最常用的“小心”

工具。 

 

威尼斯商人 

莎翁剧作《威尼斯商人》里，智

斗高利贷商人的场景，读起来大快人

心，潜意识里是对债权人的敌视和对

债务人的同情。 

这种“威尼斯商人”情结，在具

有丰富民粹基础的巴西，突出表现为

对债权人权利的淡漠。借钱的人，如

果还不起债，破产了，巴西从文化上

是抗拒债权人索赔、索要抵押品的：

人家都惨成那样了，还不放过吗？简

单就是夏洛克再世！ 

现在法律上有了改进，但民意犹

然。在如此富于敌意的环境下放贷，

敢吗？要放，也必须是高利贷。 

以上种种，都是在理论上推高巴

西利率的推手。作为应对之策，提高

储蓄率应该是第一要务，包括居民和

政府。政府减少支出、提高储蓄率（财

政盈余），空间是很大的，比如，其

过于慷慨的退休制度。这是各方争议

较小、共识较多的，新总统的纲领，

首要就是社保改革。 

其他的就比较难。对债权人的反

感，作为一种文化，需要更强有力的

制度才能纠偏；国民信用差，因为基

数太大，显然也已沉淀为一种文化，

改之不易。央行倒是可以换换思路，

以单纯盯住通胀，适当向就业、经济

倾斜；但果如此，又恐引起国际评级

机构对央行独立性和信誉的质疑，进

而动摇外资信心，也会影响本国民众

本就绷紧的通胀神经。政策之不可得

兼，此之谓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