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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ao News 

Chinese President Xi sends congratulatory letter to Global Health Forum of 

Boao Forum for Asia 

BEIJING, June 11 (Xinhua) -- Chinese President Xi Jinping sent a congratulatory 

letter to the opening of the Global Health Forum of Boao Forum for Asia. 

The forum opened Tuesday in the city of Qingdao, east China's Shandong Province. 

 

Global Health Forum opens in Qingdao 

QINGDAO — Global Health Forum of Boao Forum for Asia opened in the eastern 

city of Qingdao on June 11. 

Vice-Premier Sun Chunlan read a congratulatory letter from President Xi Jinping. 

Sun said the letter expounded the fundamental role of universal health in global 

health undertakings and put forward the initiative of promoting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in the field of health. 

 

She said the letter boosted confidence and motivation in deepening exchanges and 

advancing health wellbeing for the entire humankind. 

Sun, also a member of the Political Bureau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entral Committee, said that China will strengthen cooperation with various countries 

to build a platform for global health governance and promote health wellbeing of people 

in the world. 

Sun mentioned China’s efforts in deepening medical and healthcare system reform 

and its achievements in inheriting and developing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CM). 

Sun also visited community medical institutions in Qingdao, and stressed the role 

of the TCM in medical services at grassroots level.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Signed between Boao Forum for Asia and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Red Cross and Red Crescent Societies 

On June 11th, 2019, Mr. Li Baodong, Secretary General of Boao Forum for Asia 

(BFA), and Mr. Elhadj As Sy, Secretary General of the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Red 

Cross and Red Crescent Societies (IFRC), signed a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during the Global Health Forum of BFA held in Qingdao. In the future, BFA and IFRC 

will draw on their respective strengths to promote universal health coverage and 

facilitate the achievement of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G Li Baodong Attended the Opening Ceremony of Global Health Expo of BFA 

On June 10th, 2019, Secretary General Li Baodong attended the Opening 

Ceremony of Global Health Expo of Boao Forum for Asia (BFA). Mr. Li said that the 

Global Health Forum (GHF) was launched by BFA to provide a highly representative, 

authoritative and comprehensive platform linking governments, businesses and 

academia for high-level dialogues and practical cooperation in the health field. As a 

side event of GHF, the Global Health Expo gathered many well-known Chinese and 

international health companies to exhibit around the theme of “universal health 

coverage” and the concept of “health for all”, reflecting the emerging trends and 

development potential of the health industry. This Expo once again shows that 

technology knows no boundaries. 

Guests attending the Opening Ceremony included Dame Jenny Shipley, BFA 

Board Member and former Prime Minister of New Zealand, Dr. Margaret Chan Fung 

Fu-chun, President of GHF, Mr. Sun Jiye, Vice Governor of Shandong, and Mr. Meng 

Fanli, Mayor of Qingdao. After the meeting, the guests visited the exhibition hall. 

The three-day Expo was held in the Qingdao Cosmopolitan Exposition, Qingdao 

West Coast New Area, Shandong. The event brought together more than 200 

participating companies, particularly many established health-related enterprises at 

home and abroad. With an exhibition area of 20,000 square meters, the venue was 

divided into the General Hall and the Shandong Hall. 

 

  



 

 

Secretary General Li Baodong: Health is a productive force

On June 11th, 2019, the Global Health Forum (GHF) of Boao Forum for Asia 

(BFA) was held in the Qingdao Cosmopolitan Exposition, Shandong. BFA Secretary 

General Li Baodong presided over the Opening Ceremony and delivered a speech. 

Mr. Li said that GHF is a new high-level dialogue and cooperation platform built 

by BFA. Instead of merely discussing technical issues such as medicine and medical 

device, the Forum is designed to focus more on the development of frontier fields and 

the trend of trans-sectoral integration in the health industry. It is committed to bringing 

together the wisdom across the industry to promote interdisciplinary cooperation. Today,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big data,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biotechnology and other 

emerging technologies, we should look at the health industry through a new lens, and 

redefine the industry in the new era. The high-quality economic and societal 

development has made people pursue better health, safety and self-development. A new 

round of technological revolution will further improve human health, which, together 

with increased life expectancy, will in turn boost social production. The health sector 

will undoubtedly contribute to new value chains, industry chains and service chains, as 

well as innovative ideas, technologies and management methodology. In an era of high-

quality development, health is productivity. 

 

 
 

  



 

 

Vice Chairman Zhou Xiaochuan Meets with Board Member Viktor Zubkov 

On June 6th, 2019, Vice Chairman Zhou Xiaochuan met with Viktor Zubkov, 

Board Member of the Boao Forum for Asia (BFA), in St. Petersburg, Russia. Mr. Zhou 

first expressed his delight to see the signing of the joint statement on the China-Russia 

comprehensive strategic partnership of coordination for a new era by Chinese President 

Xi Jinping and Russian President Vladimir Putin in Moscow on June 5th. He believed 

that this strategic move would have a far-reaching influence on the bilateral relations 

and the cooperative development between China and Russia. 

Mr. Zhou appreciated Mr. Zubkov’s support for BFA and the positive role he has 

played since his appointment as BFA Board Member. He briefed Mr. Zubkov on the 

work done by BFA in the current year and to be done in the next year. 

In addition, Mr. Zhou highly recognized the active cooperation between Gazprom 

chaired by Mr. Zubkov and its Chinese partners, as well as his contributions to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Mr. Zhou wished successful 

completion and operation of the eastern route of the gas pipeline project jointly 

constructed by Gazprom and China National Petroleum Corporation (CNPC). 

Mr. Zubkov positively commented BFA’s growing influence, praised the 

achievements of its Annual Conferences, and thanked the Chinese government for 

supporting BFA. 

 

The two sides also exchanged views on China-Russia cooperation on clean energy, 

finance, agriculture, food processing, tourism,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and other 

fields, and expressed their willingness to work together to help BFA play a more 

significant role in promoting international economic cooperation including the China-

Russia cooperation, and also contribute to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comprehensive 

strategic partnership of coordination for a new era envisioned by the leaders of the two 

countries. 

Mr. Zhou met with Mr. Zubkov during the 23rd St. Petersburg International 



 

 

Economic Forum. 

BFA Vice Chairman Zhou Xiaochuan Meets with Estonian Central Bank 

Governor Madis Müller 

On June 10th, 2019, Zhou Xiaochuan, Vice Chairman of the Boao Forum for Asia 

(BFA), met with Mr. Madis Müller, the newly appointed Governor of the Bank of 

Estonia, in Tallinn, the capital city of Estonia. The two sides had in-depth exchanges on 

topics of common interest, especially the application and impact of the digital 

government system pioneered by Estonia in a range of fields such as finance, trade, 

investment and tax, while discussing the potential challenges and risks and the 

corresponding regulatory measures. The two sides also exchanged views on topics such 

as the economic situation of China, Estonia and other Eurozone countries, the role of 

multilateral development banks, and Brexit. 

 

Zhou was invited by the Estonian central bank to visit the country. During the visit, 

he also met with Mr. Märten Ross, Deputy Secretary General for Financial Policy and 

External Relations of Estonia, and visited the e-Estonia showroom of the Estonian 

Investment Agency. The BFA  delegation also held a working meeting with the 

Ministry of Economic Affairs and Communications of Estonia. 

  



 

 

Secretary General Li Baodong Meets with Dr. Seth Berkeley, CEO of Gavi, the 

Vaccine Alliance 

On June 11th, 2019, Secretary General Li Baodong met with Dr. Seth Berkeley, 

CEO of Gavi, the Vaccine Alliance, who was attending the Global Health Forum of 

Boao Forum for Asia in Qingdao. The two sides exchanged views on how to further 

strengthen cooperation. 

 

 

  



 

 

Boao People 

Dr. Margaret Chan: Prevention Makes Lives Healthier and Society More 

Sustainable 

The Global Health Forum (GHF) of Boao Forum for Asia (BFA) was held in 

Qingdao, China between June 10th and 12th, 2019. Dr. Margaret Chan Fung Fu-chun, 

Member of BFA Council of Advisors and President of GHF, delivered a speech at the 

Opening Ceremony on June 11th. 

Dr. Chan reiterates that health knows no boundaries. Health matters for every 

individual, family, and the society. Health is crucial to a country’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wellbeing, and is safeguard for world security and stability. To this 

end, countries and regions have been developing strategies to promote health for all. 

Despite these efforts and progress, however, challenges remain, including health 

inequity (more than half of the world’s population have no access to basic health care; 

illnesses plunged nearly 100 million people into poverty), ageing of the population, 

NCDs, mental illnesses, and newly emerging diseases like Ebola. Faced with these 

health threats, we shouldn’t forget the power of vaccine which can provide affordable 

and sustainable treatment if properly used, and that prevention is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The global health field also requires new technologies, new services and new 

business models to provide positive impetus. Dr. Chan further appealed to the private 

sector in the fast-growing health industries to do good. Against this background, the 

BFA Global Health Forum aims to serve as a platform for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nd for exchanges among government leaders, heads of health agencies, NGOs, and the 

industry, entrepreneurs, investors, and renowned scientists, to jointly contribute to the 

realization of “health for all”. 

 

 

 

 

 



 

 

Dame Jenny Shipley: Demand-Oriented Health Research Matters 

Dame Jenny Shipley, Member of Board of Directors of Boao Forum for Asia and 

Former Prime Minister of New Zealand, delivered a speech at the plenary session of 

Global Health Forum of Boao Forum for Asia held in Qingdao on June 11th, 2019. 

Dame Shipley said that with the social development, health services will 

increasingly become a common demand in all fields of all countries. Through smart use 

of public resources and adoption of more advanced technologies, healthcare providers 

should work together to provide better services to all people around the world. Research 

institutions that play a fundamental role in improving people’s health should not only 

focus on scientific issues, but also pay attention to the well-being of communities and 

the public. A well-balanced relationship between scientific knowledge, business 

decisions and policy guidance can allow research outcomes to better benefit the public, 

and state-of-the-art treatment options to be truly put in place. 

Dame Shipley expects the Global Health Forum to play a vital role in promoting 

the transformation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achievements. She also hopes that all 

stakeholders will think, explore and cooperate on this platform to scale up the adoption 

of new technologies, and realize the vision of health for all and health beyond health.

 

 

 

 

 

 

 

 

  



 

 

Yasuo Fukuda: Universal Health Coverage Helps Tackle Aging Population 

 

The Global Health Forum of Boao Forum for Asia kicked off in Qingdao on June 

11th, 2019. Mr. Yasuo Fukuda, Chairman of Council of Advisors of BFA and former 

Prime Minister of Japan, delivered a speech at the Opening Ceremony. 

Mr. Fukuda pointed out that an aging population is a pressing challenge to be 

tackled in East Asia and beyond. We must work harder to help people live a vigorous 

life in old age so that they can continue to contribute to national and social development. 

Universal health coverage is a specific policy and task, in which Japan has a lot of 

positive and negative experience to share. Japan successfully introduced the universal 

health care system during its population bonus period, a period that China and other 

Asian countries are now experiencing, in order to provide all citizens with access to 

affordable health services. China has become a key player in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especially in the fields of ICT, and the role of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can only be 

greater in order to respond to the coming social change. The China-Japan cooperation 

in this field will have an impact on the world. Recently, the Chinese and Japanese 

governments have reached a healthcare cooperation agreement that is set to play a 

significant role. 

Mr. Fukuda emphasized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new technologies such a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will profoundly change the healthcare concept, and will enable 

the elderly and the disabled to better tap their potential. In order to allow more people 

to benefit from such innovations, it is necessary to establish a sound social system. 

Universal health coverage is one of the powerful solutions in this regard. If China and 

Japan join hands in this field and jointly promote cooperation across Asia, they can 

better solve issues such as aging population, while creating new business opportunities.

 

 

 

 

 



 

 

Boao Voice 

Qingdao Declaration on Global Youth Health 

In this new era, young people are standing at the forefront of global health and 

propelling its future development. We acknowledge that health is a right and not a 

privilege. As a representative group of young people from diverse national, cultural, 

religious, and social backgrounds, who have gathered at the Youth Forum of the First 

Global Health Forum of the Boao Forum for Asia, we are united in our efforts and 

voices. We call on other young people around the world to contribute to and join our 

capacities, wisdom, and vibrant energy, regardless of national boundaries, to shoulder 

the responsibility of global health development and strive for a healthy and sustainable 

world. 

  

Together, we declare the following: 

 

1. We fully affirm the “We the future” – A Youth Declaration, which was 

presented at the 67th United Nations DPI NGO Conference, and we aim to 

share its values and visions, abide by its commitments, and achieve its health 

targets,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achieving the targets that were set forth 

in the United Nations 2030 Agenda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2. We recognize that young people of different religious beliefs and cultural 

backgrounds throughout the world should respect each other, be inclusive and 

understanding of each other, and take the initiative to shoulder responsibility 

for global health development; 

 

3. We appreciate the “health beyond health” concept, not only for its pursuit of 

individual physical health but also for its inclusion of mental, psychological, 

physical, social, environmental and moral health, together with other aspects 

of well-being; 

 

4. We call for strengthening young people’s health literacy, increasing their 

control of their own health, empowering themselves, and enabling their 

engagement in global health actions; 

 

5. We acknowledge the impact that nurturing new generations can have on 

sustainable societal and urge young people around the world to acquire 

knowledge of maternal well-being, newborn care, and the risks of maternal 

and newborn mortality in order to achiev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6. We draw special attention to the importance of HIV/AIDS control and 

encourage young people to stay faithful to their partners and use condoms 

consistently; 



 

 

 

7. We are fully aware of the negative effects of smoking and alcohol 

consumption on personal health, on others, and on society and emphasize the 

benefits of a healthy diet and regular physical activity, while recognizing that 

a positive mental health is the foundation of efficient work and happiness; 

 

8. We highlight the potential for ourselves—young people—to advocate for and 

promote future global health, to call on other young people to engage in 

health-related scientific research, as well as practical work, in order to develop 

our leadership skills and prepare for future global health gover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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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鳌动态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致信祝贺博鳌亚

洲论坛全球健康论坛大会开幕 

6 月 11 日，博鳌亚洲论坛全球健

康论坛大会在青岛开幕。中国国家主

席习近平向大会致贺信。 

习近平强调，人人享有健康是全

人类共同愿景，也是共建人类命运共

同体的重要组成部分。推进全球卫生

事业，是落实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的重要组成部分。博鳌亚洲论坛一直

致力于促进亚洲以及世界的共同发展

和人民福祉，这次大会的召开是在这

方面的又一重要努力。希望大会能够

有效凝聚各方力量和共识，交流互鉴，

推动全球健康事业和健康产业发展，

促进卫生健康领域国际合作，为全人

类健康福祉作出贡献。（来源：央视新

闻） 

 

博鳌亚洲论坛全球健康论坛大会在青

岛开幕，孙春兰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

并致辞 

新华社青岛 6 月 11 日电 博鳌亚

洲论坛全球健康论坛大会 11 日在山东

青岛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

院副总理孙春兰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

并致辞。 

 

孙春兰指出，习近平主席的贺信，

深刻阐释了人人享有健康在全球卫生

事业中的基础性地位，发出了促进卫

生健康领域国际合作的倡议，为我们

深化交流、增进全人类健康福祉增添

了信心和动力。健康是人类的永恒追

求，健康促进是国际社会的共同责任。

中国将加强与各国的交流合作，携手

构建全球公共卫生安全防控体系，共

同搭建全球健康治理平台，与各国一

道推进落实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增进各国人民的健康福祉。 

孙春兰强调，党的十八大以来，党

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人民健康，以人

民健康为中心，坚持预防为主、防治结

合的方针，全方位、全周期保障人民健

康。深入实施健康中国行动，通过政府、

社会、家庭、个人的共同努力，努力使

群众不生病少生病。坚定深化医药卫

生体制改革，紧紧围绕解决看病难、看

病贵问题，推动医疗、医保、医药联动

改革。加大癌症、心脑血管疾病等重大

疾病防治科技攻关，支持新药、医疗设

备研发和应用，不断提升医疗服务和

健康产品的科技含量。全面推进中医

药传承创新，建立健全具有中医药特

色的医疗保健服务体系、人才培养体

系和科学研究体系，更好发挥中医药

在疾病预防、治疗、康复等方面的作用。 

 

在青岛期间，孙春兰专门来到社

区卫生健康服务机构、智慧医疗全科

中心，了解普及健康知识、加强健康管

理、开展健康促进情况，充分肯定中医

药特色服务成效，要求发挥好居民健

康守门人作用，把实施健康中国行动

与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结合起来，从以

治病为中心转向以健康为中心，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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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综合服务能力，加强基层中医服

务体系建设，发挥中医贴近群众、扎根

基层优势，普及健康知识，做好早期预

防，引导群众养成健康生活行为和习

惯，自觉承担起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

不断提高健康获得感和幸福感。 

 

李保东秘书长出席博鳌亚洲论坛全球

健康博览会开幕式 

6 月 10 日，李保东秘书长出席博

鳌亚洲论坛全球健康论坛大会博览会

开幕式。李表示，发起成立全球健康论

坛并举办此次大会，旨在搭建一个在

全球具有广泛代表性和权威性的政商

学结合、高端对话与务实合作的综合

性平台，促进全球健康事业和健康产

业发展。作为此次大会的配套展会，全

球健康博览会汇集了中国国内外健康

产业众多知名企业，展出的内容紧扣

本次大会“健康无处不在”的主题和

“人人得享健康”的理念，体现了健康

产业的前沿趋势和发展潜力。这一博

览会也再次表明，科学技术没有国界。 

 

博鳌亚洲论坛理事、新西兰前总

理珍妮·希普利，博鳌亚洲论坛全球健

康论坛大会主席陈冯富珍，山东省副

省长孙继业，青岛市市长孟凡利等出

席博览会开幕式。会后，与会嘉宾还参

观了展览。 

本次博览会作为博鳌亚洲论坛全

球健康论坛大会配套展会，在山东省

青岛市西海岸新区青岛世界博览城举

行，为期三天。该展览汇集了境内外健

康产业领域众多知名企业，展出面积 2

万平方米，分为综合馆和山东馆，共有

200 余家企业参展。 

 

博鳌亚洲论坛和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

国际联合会签署合作谅解备忘录 

6 月 11 日，在青岛举行的博鳌亚

洲论坛全球健康论坛大会期间，博鳌

亚洲论坛秘书长李保东和红十字会与

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秘书长哈吉·阿

西签署合作谅解备忘录。双方将发挥

各自优势，推动全民健康覆盖，促进实

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李保东：健康就是生产力 

6 月 11 日，博鳌亚洲论坛全球健

康论坛大会在山东省青岛市中铁博览

城开幕。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李保东

主持开幕式并致辞。 

 

李保东表示，全球健康论坛是博

鳌亚洲论坛新搭建的一个高端对话与

合作平台。这个论坛从设立伊始，就不

局限于讨论药品和医疗器械等专业问

题，而是着眼于大健康产业的前沿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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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和跨界融合趋势，致力于汇聚全产

业的智慧，促进跨领域合作。在大数据、

人工智能、生物科技等快速发展的今

天，我们应该以新的眼光看待健康产

业，赋予健康产业以新的时代内涵。经

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使得人们对人自

身的健康、安全与发展有了更高的追

求。新一轮科技革命将进一步提高人

类的健康水平。而人类健康水平的提

高和寿命的延长，又会进一步促进社

会生产的发展。健康领域必将催生新

的价值链、产业链和服务链，必将出现

新的理念创新、科技创新和管理创新。

在高质量发展的时代，健康就是生产

力。 

 

周小川：加强中俄金融合作为两国经

贸和投资合作提供支持 

周小川副理事长 6 月 7 日出席了

第二十三届圣彼得堡论坛“中俄商务

对话”并做演讲。周副理事长表示，今

年是中俄建交 70 周年，6 月 5 日两国

元首在莫斯科签署了“关于发展新时

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

明，为两国经贸和投资合作带来新的

更大机遇。 

 

周副理事长指出，中俄两国经贸

合作存着巨大潜力和空间。2018 年双

边贸易额突破 1000 亿美元，同比增长

27%。两国在传统的能源贸易保持稳定

的基础上，机电、高新技术产品以及农

产品贸易取得了更快速的增长，跨境

电商成为新亮点。两国直接投资也保

持高增长势头。金融合作一直是两国

经贸和投资合作的重要支撑，在银行、

证券、保险和金融市场方面的合作不

断扩大。中国国家开发银行、进出口银

行以及四大商业银行均在俄设立机构，

7 家俄罗斯商业银行、2 家保险公司在

华设立机构。在亚马尔液化天然气项

目、中俄原油管道二线和中俄东线天

然气管道等大型项目上，双方金融机

构提供了项目融资支持。中俄金融联

盟已合作开展多项跨境融资业务。 

周副理事长认为，下一步应更好

地扩展金融合作的广度与深度，促进

股权投资基金等中长期资金投资重大

项目，多方吸引民间资本，发挥好资本

市场的作用，积极扩大本币的使用，进

一步推进两国金融机构和金融服务的

网络化。 

第二十三届圣彼得堡论坛于 6 月

6 日至 8 日举行。周副理事长 7 日还出

席了论坛开幕大会，并接受了中外媒

体采访，就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

伙伴关系、中美贸易谈判、经济金融政

策等话题回答了记者提问。 

 

周小川副理事长会见祖布科夫理事 

周小川副理事长 6 月 6 日在俄罗

斯圣彼得堡会见了论坛理事祖布科夫。

周小川副理事长首先表示，非常高兴

看到习近平主席 5 日在莫斯科与普京

总统签署了有关两国发展新时代全面

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相信

这一战略举措一定会对两国关系和合

作发展起到深远的影响。 

周副理事长赞赏祖布科夫担任论

坛理事以来对论坛的支持及其发挥的

积极作用。他就论坛今明两年的工作

向祖布科夫做了介绍。 

周副理事长高度评价祖布科夫领

导的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与中

国开展的积极合作，为中国的经济发

展和环保事业所作出的贡献。他预祝

俄气与中石油合作建设的东线输气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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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项目顺利完成实现通气。 

 

祖布科夫理事积极评价论坛不断

扩大的影响力，赞扬论坛年会所取得

的成果，感谢中国政府对论坛的支持。 

双方还就中俄两国在清洁能源、

金融、农业、食品加工、旅游、基础设

施建设等领域开展合作的话题进行了

交流，并表示将共同努力，让博鳌亚洲

论坛在促进包括中俄合作在内的国际

经济合作发挥更大作用和影响力，也

为落实两国领导人提出的新时代全面

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做出贡献。 

周副理事长和祖布科夫理事是在

出席第二十三届圣彼得堡论坛期间进

行会晤的。 

 

周小川副理事长会见爱沙尼亚央行行

长穆勒 

周小川副理事长 6 月 10 日在爱沙

尼亚首都塔林会见了刚刚履新的爱央

行行长穆勒。双方就共同关心的话题，

尤其是爱沙尼亚在全球率先打造的数

字化政府体系在金融、贸易、投资、税

收等领域的应用及其影响进行了深入

交流，同时也对其中存着的挑战和风

险及相关监管措施进行了探讨。双方

还就中国、爱沙尼亚以及其他欧元区

国家的经济状况、多边开发银行的作

用、英国脱欧等话题交换了意见。 

 

周小川副理事长是应爱沙尼亚央

行的邀请访爱的。其间周副理事长还

会见了爱财政部副部长罗斯，并访问

了爱投资署电子政府展示中心。代表

团还与爱经济与通讯部进行了工作会

谈。 

 

李保东秘书长会见全球免疫联盟首席

执行官伯克利 

 

6 月 11 日，李保东秘书长在青岛

会见了前来出席博鳌亚洲论坛全球健

康论坛大会的全球免疫联盟首席执行

官塞斯·伯克利。双方就进一步加强合

作交换了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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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鳌人物 

周小川：利用 G20 时机推动 WTO 改革 

 

在经济全球化面临新的阻力，全

球经济增长不确定性加大的情况下，

亚洲国家加强贸易、投资和金融等方

面的合作，是维护国际经济规则和推

动区域和全球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动力。 

二十几年前，船桥洋一先生（Asia 

Pacific Initiative 创始人）就提出过“亚

洲化”，强调亚洲的作用，为亚洲寻找

自身的定位；二十年后，新加坡李光耀

学院提出了“Global is Asia”，中国和

日本两国作为世界前三和亚洲前两位

的经济体，应该成为维护亚洲繁荣发

展、多边贸易体系和经济全球化的中

坚力量。 

自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十

年来，各国都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包

括中国、日本。但全球比较下来，亚洲

终究是在全球金融危机中经济表现最

好的地区，复苏比较快，损失也比较小。 

在全球金融危机前，2006 年，中

国的经济规模按当时的汇率计算，只

有美国经济的不到 20%。到了 2017 年，

在保持了近十年的较高增长后，中国

的 GDP（国内生产总值）已经是美国

GDP 的三分之二。这显示出不同国家

和地区受到危机冲击的程度和应对危

机的政策有效性是不一样的。如果在

危机过程中，有的经济体出现较长时

间衰退或者停滞，就会使经济体之间

的比例关系产生很大变化。整个亚洲，

特别是东北亚加上东盟这两个地区，

经济都相对较好，因此亚洲在全球经

济中的比重得到了明显加大，对全球

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占到半数以上。 

因此，我觉得现在应该特别强调

亚太对全球经济的重要性。我们也关

注到，在国际经济贸易秩序受到影响

的情况下，CPTPP（全面与进步跨太平

洋伙伴关系协定）的启动也为亚太的

贸易自由化和贸易规则的推进、为

WTO（世界贸易组织）的改革做了铺

垫。6 月底即将在日本召开的 G20 峰

会，被寄予厚望，希望能利用这一契机

推动 WTO 改革，维护全球多边贸易体

系的有效性。 

 

中日贸易投资还有很大空间 

 

最近 40 年，中日两国贸易和投资

快速发展，总体来讲发展相当顺利，但

是还有很大空间。作为近邻，中日之间

相互比较了解。中国一些新的开放措

施将提供很多发展的新空间，比如金

融业扩大开放，日本的机构应能更好

利用这一机会，发展得更快更好。 

自 1978 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出

现的第一个外资银行代表处，就是当

时日本输出入银行（现为日本国际协

力银行）的代表处。中国第一笔外币债

券的发行也是在日本。 

2002 年，中国银行首次使用了非

上市公开募集（POWL）在日本成功融

资。从 2005 年到 2010 年，工农中建

四大行，还有一些保险、能源的领军企

业，也都通过 POWL 从日本投资者那

里募集了资金。 

中日在海外第三方、第三国的项

目及融资的合作，也非常有潜力。例如，

日本国际协力银行和国开行在泰国一

起做的一个项目；另外中投公司设立

的中日产业合作基金；还有丝路基金，

与亚开行、亚投行等国际机构的合作，

在亚洲及“一带一路”中都探讨了对外

合作的机会。虽然有时在有些项目上，

中日之间也有一些竞争，但总体来讲，

合作的机会更多。所以李克强总理强

调我们应在第三方市场加强合作。 

在中日的海外合作项目上，一部

分是基础设施，一部分是生产能力，还

有可能是支持社会教育、帮助减贫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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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项目。在这些项目中，多数都需要

设计、施工、购买设备和材料，需要有

项目的融资和建成后的管理能力，中

间也涉及新技术，特别是绿色发展方

面。这就构成一种产业链，需要发挥多

家特长，在这些方面，中日共同合作的

机会很多。 

当前全球都非常重视科技发展，

因为这是经济增长的新动力，也是我

们应对将来经济社会新变化的必需。

中国过去经济发展水平低，较为穷困，

企业的资源有限，所以投入研发的比

重较小，从日本引进技术较多。在改革

开放 40 年后，特别从最近这 20 年来

看，局面已经大不一样，中国企业在研

发方面的投入开始大幅度增加，在研

发人力资源、实验室、装备、器材等方

面的投入都大幅改进，很多企业和日

本建立了合作关系。中国自身也不断

修正和调整相关政策，比如出台有利

于研发的税收、会计方面的政策等。 

未来科学技术的发展相互之间依

存度依然很高，需要互相促进、共享。

在生产方面，这表现为供应链越来越

相互交叉融合在一起，这在东亚特别

是中日韩之间有很多明显的现象和例

子。我相信，中日在科技、研发方面的

合作仍有很大的机会。 

对此，金融界应该全力支持，通过

融资方面的安排、资本市场的合作、金

融机构自身的科技研发和创造新的金

融服务，为中日之间的合作创造更好

条件。而中日间的这种合作，也是给全

球现在面临的挑战和不确定性作出一

些实例和榜样。 

 

推进 WTO 改革 

 

众所周知，目前国际贸易出现了

不少问题，比如一些保护主义情绪、单

边主义行动等。因此，我们期待 G20 峰

会 6 月底在日本大阪召开时，能有效

推进 WTO 改革的讨论，形成一些初步

共识，作出重要推进，特别日本作为主

席国，能在这方面起到一个主导和推

动的作用。当然究竟能不能够实现这

一点，存在一些困难，外界并不是很乐

观，但确实时间已很紧迫。 

G20 峰会首次举办是在 2008 年，

之前只是部长级会议。当年峰会集中

讨论如何应对全球金融危机，其中一

个议题就是 20 国首脑希望多哈回合尽

快取得进展，能够作出结论。但实际上

多哈回合谈判困难重重，到现在也看

不到乐观的影子。随后有些贸易纠纷

开始出现，也变成了 G20 峰会的议题。

在去年 G20 阿根廷峰会上，虽然有很

多重要议题，但各国首脑都非常关注

贸易纠纷，其中特别关注中美两国首

脑关于贸易方面的会谈进展。 

现在，WTO 依然是大家关注的重

点，包括 WTO 机制还能否继续有效运

作，WTO 究竟要怎么改革。 

目前 WTO 受到诸多挑战，其中

WTO 的贸易争端解决机制，一个重要

部分是上诉机制，到今年年底就会看

到，这个机制实际上已经不可能正常

工作了。此外，还有国际贸易中出现的

一些新议题，诸如数字贸易等，亟待得

到很好的解决，但按照现在的规则制

定程序，能否制定出新的规则，显然也

不乐观。 

关于 WTO 改革，国际上研究不少，

中国的态度明确，就是坚决支持全球

自由贸易和投资便利化的体制，支持

多边主义，支持 WTO 的工作，也支持

WTO 改革。讨论中也听到对中国有一

些批评，就是可能有些贸易方面开放

程度不高，一些做法可能跟国际上有

一定差距，其中包括补贴的透明度、国

有企业、网络空间的治理、技术转让、

知识产权保护等问题。 

面对贸易摩擦和外部的批评，中

国已经决心并且部署改革，在若干个

方面做了准备。即便在别人对中国采

取一些保护主义措施时，我们也不会

用“关门”的办法来应对，而是要进一

步扩大开放，比如最近公布的金融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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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开放的 12 条新措施，中方将会

专门对 12 条新措施给出解释。总之，

中国现在要把过去外资金融机构的设

立及业务范围大幅度地放宽扩大，强

调国民待遇，消除市场准入和业务方

面过去所存在的一些限制。另外在技

术转让知识产权保护方面，也有很大

的决心向前推进，并达到国际上可接

受的标准。 

利用 G20 的时机推动 WTO 改革

很有必要性。与此同时，也需要做些准

备，如果 WTO 改革不顺利，在一段时

间内出现 WTO 的弱化，甚至是不怎么

太起作用的状况时，全球多边主义、全

球贸易制度也不应出现空白。在这种

情况下，有可能出现一个局面，一些主

张自由贸易的国家，可能用诸边主义

（Plurilateralism）的做法率先向前推进，

让自由贸易、贸易投资便利化的规则

在局部地区先行推进。这实际上是一

种多边主义的替代性的推进渠道，最

终当然还是要走向全球的多边框架的

构建。 

 

（来源：财新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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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冯富珍：预防让生活更健康、让社会更永续 

 

6 月 11 日，博鳌亚洲论坛全球健

康论坛大会在青岛开幕。博鳌亚洲论

坛咨询委员会成员、全球健康论坛大

会主席陈冯富珍在开幕式上致辞。 

陈冯富珍表示，健康是人类共享

财产。健康对所有人都十分重要，全社

会、每个家庭和每个人都要享有健康。

健康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可持续发展能

力，同时也是国家稳定和社会活力的

重要体现。尽管人类在健康领域已经

取得巨大发展，医疗健康行业也已成

为世界上增长最快的朝阳产业之一，

但我们仍然看到，在全球范围内有超

过半数的人口无法得到健康服务，无

法获得健康生活。这里面既有贫困的

原因、不充足卫生预算的原因，也有面

临健康新问题和新挑战的原因。对在

全球健康领域工作的人员来说，我们

需要新的商业模式、新的医疗服务、新

的创新科技，给予我们更多的潜力和

能力来共同解决全民健康问题。因此，

在生活方式、包容、创新和科技等方面

融入“多领域合作”的预防政策是至关

重要的。只有预防才能让我们的生活

更加健康、社会更加永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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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普利：医疗健康研究应以人民健康需求为导向 

 

6 月 11 日，博鳌亚洲论坛全球健

康论坛大会在青岛举行全体大会。博

鳌亚洲论坛理事、新西兰前总理希普

利在全体大会上发言。 

希普利表示，随着社会的发展进

步，健康服务将会日益成为各个国家

各个领域的共同诉求。通过合理利用

公共资源和使用更为先进的技术，医

疗健康领域的相关机构应携手为各国

人民提供更好的服务。科研机构在改

善人民健康中具有基础性作用。科研

机构的研究对象不应仅仅是科学问题， 

也应包括社区和民众的福祉。只有更

好地平衡科学知识与商业决策、政策

引导之间的关系，才能够使科研成果

更好地惠及大众，使本应普及的先进

治疗方式真正落到实处。 

希普利表示，期待全球健康论坛

大会在推动转化科研成果方面发挥重

要作用。希望各界人士在这个平台上

思考、探讨、合作，推动新技术的普及

和利用，共同实现“人人得享健康、健

康无处不在”的美好愿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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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田康夫：全民健康覆盖有利于应对老龄化问题 

 

6 月 11 日，博鳌亚洲论坛全球健

康论坛大会在青岛开幕。博鳌亚洲论

坛咨询委员会主席、日本前首相福田

康夫在开幕式上致辞。 

福田康夫表示，人口老龄化是东

亚乃至世界各国不可避免要面临的现

象。我们要努力让人们在老年的时候

仍保持活力，并且继续为国家和社会

发展作贡献。全民健康覆盖是一项具

体政策、具体任务，在这方面日本有很

多经验。日本在人口红利时期成功引

入全民健康体系，为所有公民提供可

支付的医疗服务。今天中国和其他亚

洲国家也处于人口红利时期。在这一

重要时期，中国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

用，在技术创新方面特别是在信息、电

子技术等领域成为了世界的领导者、

关键的参与者。技术创新对未来社会

尤为重要，中日在这一领域的合作会

给全世界带来影响。最近中日两国政

府刚刚达成医疗合作协议，这将发挥

重要作用。 

福田康夫强调，人工智能等新技

术的发展将使医疗理念发生巨大变化，

也将使老年人和残疾人更好地实现自

己的潜力。为了让更多的人用上科技

创新成果，需要建立良好的社会体制。

全民健康覆盖就是重要的解决方案之

一。如果中日在这一领域携手，并共同

推进亚洲的合作，就可以更好地应对

人口老龄化问题，也能够带来新的商

业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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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台机器比医生一生收入还高？如何正确理解医疗创新的利润问题 

 

21 世纪是生命科学的世纪，创新

技术爆发式的产生与应用，带来了生

命科学领域产品及解决方案的出现。

细胞免疫疗法、蛋白组学研究、3D 打

印、连续化制造及人工智能的应用，极

大促进了生命科学产业的发展。 

2019 年 6 月 10 日博鳌亚洲论坛

全球健康论坛首届大会举行“创新技

术在生命科学领域的发展及应用”分

论坛，讨论这一领域“创新”的最主要

的驱动力以及人工智能等最新趋势给

医疗产业带来的机遇。分论坛有以下

嘉宾参与： 

 

 

主持人    

 

- Peter E LOBIE，新西兰皇家科学院院

士、清华-伯克利深圳学院精准医学与

公共健康中心执行主任 

 

讨论嘉宾 

 

- Alfredo BRUNO，AOT 创始人 

 

- 董素珍，青岛海泽特生物科技董事长 

 

- Hilal LASHUEL，洛桑理工学院蛋白

质组学研究中心主任、斯坦福医学院

客座教授 

 

- 幕内雅敏，国际外科、消化科和肿瘤

科医师协会主席及日本红十字会医院

院长 

 

- Sylvia KANG，美国 Mira 公司联合

创始人及首席执行官 

 

- 徐琳，微娃营养 CEO，IMD 瑞士国

际商学院校友会顾问委员会全球副主

席 

 

医疗产业“有利可图”，但中国并未

从中获利 

 

主持人 Peter 表示，现在医疗行业

的创新较之以往速度正在加快，所有

的创新背后都是金融公司的利益。在

中国，最近几年，政府与私募基金也开

始投资医疗市场，促进不少新的实体

和新的药品的诞生。他说，究竟是创新

驱动利益，还是利益驱动创新，这是个

值得讨论的话题。 

嘉宾们对利润相关话题尤为关注。

大部分来自企业的嘉宾都认为利润是

重要的驱动力，亦有来自医护行业的

从业者表示，创新的机器价格过于昂

贵。 

Peter 还提到，生命科学领域的新

药与新产品的开发，是非常复杂的过

程，应得到各方面的支持，尤其是政策

应提供足够的支持来保证创新及其应

用。他建议，在推动研发的同时，也要

建立有效的支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全

球统一的贸易规则以及市场的承受能

力。 

Peter 提醒，与 IT 行业一样，医药

也是一个利润非常高的产业，未来也

是一个非常“有利可图”的产业。这是

一个好消息，但 Peter 也提到一个坏消

息，即中国的并没有从中获利。在随后

的讨论中，中国如何在医疗创新中获

利也是嘉宾们关注的焦点之一。 

 

利润，创新的驱动力。但创新不仅仅

为了利润 

 

具体到创新，在场嘉宾围绕“利润

是创新的一大驱动力？”这一话题充

分表达了自己的观点。 

一部分嘉宾率先表示不同意。

Alfredo BRUNO 认为，利润不是最主

要的驱动，比如说发明医用机器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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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手术成本、缩短或加强医生的培

训等，其驱动力并非为了追求利润。徐

琳亦表示，医疗行业有为社会服务的

属性，并非为了利润而创新，而是为了

让社会可持续发展而创新。 

Bernd Altpeter 则表示认同利润是

创新的一大驱动力。他阐释，制药产业

本身都是由盈利性来驱动的；自己所

处的制药企业需要有资金才能够创新，

企业需要关注的不仅局限于药品生产

本身，而是更广阔的解决方案。但他也

进一步阐释，整个医疗体系跟制药产

业有不同的出发点，其发展应基于成

果或效果，不应该只由利润来驱动。尽

管短期利益可能有促进作用，但仍需

要更有保障的解决方案。 

Sylvia KANG 亦表示自己的看法

也是“既肯定又否定”。他说，所有的

创新若无资金支撑，都将是无稽之谈。

对研究者来说，证明一个概念、发表一

篇文章、研发一个药品都需要有资金

支持，至少从短期来看是如此。值得讨

论的是如何平衡短期效益与长期效益，

如果只关注短期效益忽略长期效益，

会给创新本身造成很大损失。 

董素珍从中医传承者的视角表示，

利润是研发团队的必然需求，有利益

支撑才能研发更多的中药，才能满足

市场需要。 

 

创新不仅仅是技术与产品，更多是商

业行为与价值链创造 

 

在谈及自己所处的行业正在进行

何种创新以及面临何种障碍时，嘉宾

们的发言愈加积极。 

Alfredo BRUNO 说，自己所处的

领域是“骨刀”，利用机器人等创新技

术来进行更加先进的骨科手术。高级

医学机器人可以自主、自动地完成手

术，在手术引导方面，可以在毫米级水

平上通利用机器人来进行激光手术，

且可以在切割的同时进行实时分析。

这对于肿瘤患者来说意味着更快的诊

断结果，在技术上是一个很大的飞跃。

Alfredo BRUNO 表示，未来 APP、数

字技术应被纳入到医疗行业中，并通

过技术整合创造出新的器械来降低医

疗成本。“未来技术足够成熟，就会出

现自动化的机器人，来避免不同医师

不同地区之间的医疗差异”，Alfredo 说，

“这个早晚是会实现的。” 

徐琳来自营养与预防领域，她认

为，这个产业目前非常传统亟需创新。

如何把已有的医疗资源和文化通过手

机来加以解决，比如说通过一个小程

序帮助每个人来获取营养师的指导，

就是一种社会需要的创新。她也提到，

企业以利益为驱动，但医疗创新技术

希望能否覆盖所有人尤其是贫困人口、

低收入家庭，如何在商业与可持续发

展之间达到平衡，是创新者们面临并

需要解决的问题。 

Bernd Altpete 也提到创新应更多

考虑投资及整体环境，才能避免更多

的教训与失败。他建议，第一，要关注

经济环境以及当时的健康环境，即市

场上是否有这么多的投资资金，以及

这些投资基金是否愿意投资于创新领

域；第二，要关注市场上是否有新的解

决方案的需求，相应的基础设施是否

已经建成；第三要直接和投资人进行

对接和交流，看他们是否愿意付费使

用你的产品。如果三点都是正面的，就

是一个很好的创新环境。 

Sylvia KANG 表示创新面临很多

困难与挑战，第一是否有一个正确的

愿景；第二投放市场的速度有多快；第

三怎样创造市场。他说，创新不只是研

发和生产一个技术或产品这么简单，

而是要创造一个完整的产业价值链，

才能实现成功的创新。 

 

数字化与人工智能将解决目前医疗体

系面临的局限 

 

幕内雅敏作为一名外科医生，提

出一个现实：目前外科手术开始使用



博鳌内刊 7 月刊 

14 

 

一些非常昂贵的设备，比如说腹腔镜。

虽然这些设备效果很好，能够看到仅

靠肉眼或现有手段无法发现的疾病，

但它的价格实在昂贵，比大部分医生

一生的收入还要高，自己作为院长在

这一领域可表达的并不是很多。 

Alfredo BRUNO 表示，可以建立

医疗信息数据库，能比任何一个外科

思考、计算、分析速度更快、诊断更快。

几十年培养一个医生的成本太高，应

利用数字技术和人工智能辅助提升医

疗水平，这对中国这类人口众多、医疗

需求旺盛的国家意义重大。 

徐琳表示，人工智能可以有两个

应用，一是体内目前无法检测的地方，

比如说细菌水平、大脑状况等；二是在

健康领域发展轻应用，为个人打造个

性化的健康顾问。在数字化方面，徐琳

表示，中国已经有类似的应用出现，被

称为“线上医疗”。 

Bernd Altpeter 很看好数字化与新

技术对现有医疗服务的改善，他认为

提供提高规模性、服务标准化以及可

及性，将会解决目前所面临的局限。而

在这方面，面临的最大挑战不是技术

本身，而是病人自己的意愿。他还提到，

这一领域的创新可用于远程医疗与偏

远山区的支持，中国在这方面有超越

其他市场的潜力和发展机会。 

Sylvia KANG 也提到了上述两点，

即医疗数据的应用及在中国农村地区

的潜力。董素珍亦就该问题发表了自

己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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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问八答，看懂创新如何助力全球人民健康 

 

在健康领域，“创新”是绕不过的

话题。 

医疗技术的发展、医疗产业的转

化以及创新产品和服务在全球市场上

的应用等，都离不开创新的思维方式。 

6 月 10 日，博鳌亚洲论坛全球健

康论坛大会举行“创新促进健康——

创新技术、产业转化与全球市场”分论

坛，在场的中外专家热议创新如何助

力全球人民健康。 

  

本场嘉宾有： 

  

-德国柏林外伤中心烧伤整形外科主任

Bernd HARTMANN 

 

-艾欣达伟医药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段

建新 

 

- 德 国 QRKSIN 公 司 创 始 人

FranzSCHUBERT 

 

-美国 Irisys 创始人兼董事长 GeraldJ. 

YAKATAN, PH.D.  

 

-奥地利格拉茨医科大学教授 Lars-

PeterKAMOLZ, 

 

-青岛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刘晓曙 

 

-青岛海尔医疗股份有限公司王广生 

 

-内蒙古伊利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执

行总裁张剑秋 

 

-世中联经皮给药专业委员会副会长，

药学博士李秀艳 

  

 

 

 

创新健康产品如何成功商业化？ 

 

德国 QRKSIN 公司创始人 Franz 

SCHUBERT 认为，创新健康产品的商

业化离不开对市场的观察。 

FranzSCHUBERT 表示，首先需要

明确产品在市场中的定位，让产品更

加贴近市场，买你对市场变化，要及时

作出改变。 

不止是需求方，Franz SCHUBERT

认为，企业还需要明确付款方，对于健

康产品和服务而言，清楚是病人付款

还是政府、医院或企业报销非常重要。 

“每个国家基本上都要关注这一

问题，各国医疗体系不同，适用于一国

的产品并不一定适应其他国家。创新

健康产品的商业化需要随时关注市场，

随时更新流程，在改变流程的过程中

获得回报。”Franz SCHUBERT 说。 

 

海外的成功案例，如何在中国市场成

功复制？ 

 

“你一定要用当地的雇员。” 

美国  Irisys 创始人兼董事长 

Gerald J. YAKATAN 表示，如果想要顺

利移植海外成功案例到中国市场，了

解中国的文化和市场环境非常重要。 

“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了解和你

打交道的人。”Gerald J. YAKATAN 谈

及自己在中日两国的工作经验，提到

要在不同的文化中实现发展，启用当

地文化的人才，可以更好地帮助企业

做事。 

此外，他还提到，中国在医疗领域

的研究能力大幅提升，大学教育质量

也大幅改善，但与之相比，高管经验不

足。“我们正在努力寻找并雇佣当地的

人才，把我们自己的经验带过来，然后

给他们提供培训，同时，用这种方式我

们也希望在中国做事效率可以更高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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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 

 

未来医疗领域最大的热点是什么？ 

 

在奥地利格拉茨医科大学教授 

Lars-Peter KAMOLZ 看来，再生医疗，

未来将成为医疗领域最大的热点之一。 

Lars-Peter KAMOLZ 表示，比起抗

衰老，自己更感兴趣的是健康的衰老。

“我们现在做的工作是组织再生，我

们希望能够通过提供特殊药物或者增

加细胞，能够让人体组织再生、再造，

这是我现在特别关注的一点。” 

Lars-Peter KAMOLZ 说：“我们要

学习如何去处理人体最基本的流程以

及如何去影响这些流程，我觉得这一

话题非常好，再生医疗是一个巨大的

市场，值得研发人员、创新者、投资者

关注。” 

此外，Lars-Peter KAMOLZ 也表示，

除了再生医疗，医疗领域还将出现其

他热点，如人工智能、远程医疗、远程

机器人等，但创新热点的出现“最重要

的一点是研发人员、企业和投资者要

建立强有力的联系，这样才能一起推

进，否则是无法成功的。博鳌亚洲论坛

全球健康论坛大会让我们聚在一起，

面对挑战共同寻找解决办法，这样的

会议非常重要。” 

  

医美领域有哪些新趋势？ 

  

德国柏林外伤中心烧伤整形外科

主任 Bernd HARTMANN 说，在医美

领域，过去大家关注点集中在外科和

测试方面，而当下，病人真正的需求是

更加软性的治疗办法。 

“使用细胞学的解决方案，一个

非创或者微创的解决方案来解决问题，

实现让皮肤组织再生等，通过这种方

式我们可能会为患者、消费者带来更

加健康、更加美观的解决方案。”Bernd 

HARTMANN 说。 

  

企业如何平衡内部创新与外部创新？ 

 

内蒙古伊利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执行总裁张剑秋表示，伊利集团在

创新方面主要从两方面发力。 

一方面，打造国内的创新平台，聚

集国内相关专家、院校和一些机构，能

够使自身更好地搭建这个平台，实现

自主创新。 

另一方面，在国外，集聚国外的相

关智慧资源，搭建创新平台，与大学广

泛合作。这种搭建平台，集聚智慧的方

式，为企业自身更好地创新奠定基础。 

此外，张剑秋强调，企业需要不断

创新发展模式。“如何满足消费需求，

如何实现满足消费者多元化的、定制

化的、品质化的需求，都需要有针对性

地研发。” 

张剑秋介绍，伊利有大数据的雷

达平台，500 多万个消费终端，每天合

作者为其供消费数据，工作人员再有

针对性地研判，不断判断当下和未来

消费者需求，然后去创新研发出新的

产品，有针对性地去满足消费需求。 

 

资本如何有效主推创新技术落地？ 

 

商业银行和创投、风投的合作空

间体现在哪？青岛银行首席经济学家

刘晓曙提出三种合作模式。 

1、投贷联盟模式。创新型企业在

实现科创产品落地时，创投、风投与商

业银行同步发力，由风投、创投缓解借

贷双方信息不对称问题，商业银行则

提供资金保障，三方互补合作，助力创

新技术落地。 

2、商业银行设立选择权。“商业银

行在和创投、风投合作同时，增加选择

权，如果创新型企业以后股权增值的

时候，商业银行也随之要分享利益。”

刘晓曙说。 

3、金融租赁。刘晓曙解释，这是

一种融物而不是融资的融资方式，与

商业银行借贷稍微有区别，金融租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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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为初创型阶段企业供设备租赁，

缓解企业部分资金压力。 

 

医疗领域的创业企业，看准什么最重

要？ 

 

“未来 5-10 年，会是新药的黄金

时代。”艾欣达伟医药科技有限公司创

始人段建新指出，对于医疗领域的创

业企业来说，选题很重要。 

段建新指出，在新药的黄金时代

到来之际，创业企业面临两方面挑战，

一方面，选择全新的靶点要慎重，未知

空间大，风险较高；另一方面，热点领

域市场比较拥挤，资金的运用以及如

何从各大企业产品中脱颖而出，需要

仔细思考。 

 

 

 

 

 

企业如何成功转型？ 

 

将冰箱制冷的低温技术创新应用

于生物医疗方面，这样的跨界操作海

尔集团正在实现。 

据青岛海尔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下称“海尔生物医疗”）王广生介绍，

海尔生物医疗是海尔集团一个子公司，

是基于传统冷链低温保存设备的基础

上发展起来的。 

谈及成功经验，王广生指出，有四

点值得关注。 

1、需要技术基础，勇于钻研，打

破技术垄断，掌握核心技术； 

2、要把产品推向国际市场，创造

从自主研发、自行制造到自主品牌创

造国际市场的路； 

3、抓住互联网的机遇，将技术优

势与互联网相结合，实现与用户的零

距离交互； 

4、有效利用资本进行融资创新。 

（来源：杨佳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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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健康论坛发出青年倡议 全球健康需要青年参与 

 

博鳌亚洲论坛全球健康论坛首届

大会于 2019 年 6 月 10 日在中国青岛

正式拉开帷幕，作为本届大会最重要

的分论坛之一，主题为‘Healthy Youth, 

Health World’的青年健康论坛已于 10

日上午成功举办。 

论坛突破传统的讲话报告的形式，

以一段 Vlog 开场，生动展现了青年人

生活中无处不在的健康问题，以及全

球健康领域中活跃的青年力量。随后，

全球健康论坛大会主席陈冯富珍女士

到场接受了青年论坛提出的满载青年

人热情和决心的《青年参与全球健康

倡议书》，向到场听众宣读了倡议书重

点内容，并赞赏了倡议书的发布。 

论坛邀请了不同领域、不同国家

的专家学者以 Ted 演讲的形式与到场

听众共话健康生活方式与健康行为、

性与生殖健康和权利及性教育、精神

健康、信息时代媒体与健康、健康融入

所有政策等当代青年面临的健康问题，

探讨了青年参与的必要性。 

由现场志愿者发起的一段快闪舞

蹈展现了健康青年人的蓬勃朝气和感

染力，将论坛气氛推向了高潮。论坛最

后，中外青年学者、青年学生、援外医

疗队青年医生、国际组织任职代表和

健康产业中的青年创业者共同就青年

在全球健康治理和促进中的责任与潜

力、阻力与障碍等问题进行了圆桌讨

论，并回答了现场听众的精彩提问。 

健康的青年一代，意味着健康的

世界前景，而全球健康促进工作的青

年参与，也意味着未来全球健康促进

的蓬勃生机。在全球化时代，中国国际

地位稳步提升，中国青年肩负着全球

健康和发展的重要责任，也面临着空

前的机遇和挑战。如何更好地团结全

球的青年力量，发现和解决自身的健

康问题，并积极参与全球健康治理工

作，是当代中国青年的必然使命。 

本届青年健康论坛汇集了全球健

康领域的资深力量和青年榜样，以青

年人的视角探讨了青年面临的健康问

题及解决方式，展现了青年人参与全

球健康治理的责任与担当，受到了大

会主席和到场听众的关注和好评,也让

人们对未来的全球健康领域中的青年

力量充满期待。 

 

以下为倡议全文： 

 

Qingdao Declaration on Global Youth 

Health 

In this new era, young people are 

standing at the forefront of global health 

and propelling its future development. 

We acknowledge that health is a right and 

not a privilege. As a representative group 

of young people from diverse national, 

cultural, religious, and social 

backgrounds, who have gathered at the 

Youth Forum of the First Global Health 

Forum of the Boao Forum for Asia, we 

are united in our efforts and voices. We 

call on other young people around the 

world to contribute to and join our 

capacities, wisdom, and vibrant energy, 

regardless of national boundaries, to 

shoulder the responsibility of global 

health development and strive for a 

healthy and sustainable world. 

  

Together, we declare the following: 

 

1. We fully affirm the “We the future” – 

A Youth Declaration, which was 

presented at the 67th United Nations DPI 

NGO Conference, and we aim to share its 

values and visions, abide by its 

commitments, and achieve its health 

targets,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achieving the targets that were set forth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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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United Nations 2030 Agenda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2. We recognize that young people 

of different religious beliefs and cultural 

backgrounds throughout the world 

should respect each other, be inclusive 

and understanding of each other, and take 

the initiative to shoulder responsibility 

for global health development; 

 

3. We appreciate the “health beyond 

health” concept, not only for its pursuit of 

individual physical health but also for its 

inclusion of mental, psychological, 

physical, social, environmental and 

moral health, together with other aspects 

of well-being; 

 

4. We call for strengthening young 

people’s health literacy, increasing their 

control of their own health, empowering 

themselves, and enabling their 

engagement in global health actions; 

 

5. We acknowledge the impact that 

nurturing new generations can have on 

sustainable societal and urge young 

people around the world to acquire 

knowledge of maternal well-being, 

newborn care, and the risks of maternal 

and newborn mortality in order to 

achiev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6. We draw special attention to the 

importance of HIV/AIDS control and 

encourage young people to stay faithful 

to their partners and use condoms 

consistently; 

 

7. We are fully aware of the negative 

effects of smoking and alcohol 

consumption on personal health, on 

others, and on society and emphasize the 

benefits of a healthy diet and regular 

physical activity, while recognizing that a 

positive mental health is the foundation 

of efficient work and happiness; 

 

8. We highlight the potential for 

ourselves—young people—to advocate 

for and promote future global health, to 

call on other young people to engage in 

health-related scientific research, as well 

as practical work, in order to develop our 

leadership skills and prepare for future 

global health gover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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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国医保怎么做？中国医保有自己的答案 

 

作为社会福利的重要组成部分，

医保承担着各国医疗保健的重任。如

何花最少的钱，覆盖更多的民众，从而

使医保效益最大化，是全球范围内各

个国家都面临的问题。 

仅从投入产出比来看，美国似乎

不是一个好的例子，因为为了达到现

有的支付体系，美国的医保支出已经

直逼 GDP 的 20%。 

从上世纪六十年代引入企业、商

保支付的日本全民医疗覆盖系统，是

世界范围内第一批覆盖全民的医疗保

障系统。但是随着人口老龄化问题的

日益严峻，日本在养老上投入越来越

多，也进行了相应的调整。“1961 年到

1981 年，我们实现的是覆盖范围的扩

大……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

老龄化超过了 10%，就需要我们在老

龄化人口的养老方面有更多的投入，

所以日本在 2000 年建立起了养老的保

险体系。在这期间，我们准备了非常长

的时间，所以（制度的设定）需要为未

来做好准备。” 全球健康创新技术基

金会主席中谷比吕树在博鳌亚洲论坛

全球健康论坛大会上表示。 

除了日本对待老龄化问题的解决

方式值得中国学习外，与中国推行分

级诊疗类似的土耳其的医疗制度，其

医保支付或也能给中国更多的经验。

由于推行基础医疗卫生服务，土耳其

目前 85%人口都已经实现健康覆盖，

并且逐步从工资支付为主的医疗健康

服务转变为惠及全员的医疗保险制度。

与土耳其全员医保相匹配的是其家庭

医生制度，“相较于四五年前的数据来

看，目前人均家庭医生的使用率已经

提高了很多，并且在此之外，也有私人

医疗机构可供选择，但是后者需要支

付更多费用，所以目前大家更愿意去

急诊和家庭医生处看病。但是，随之而

来的新问题是基层医生人手短缺。“世

界银行东亚及太平洋大区健康、营养

及人口全球实践主管 Enis Baris 介绍。

值得中国在发展全科医生时借鉴的激

励制度是，由于推行基础医疗卫生服

务，土耳其基层医生门诊量上升，收入

较过去翻 5-6 倍。 

而泰国为了节约医保资金，则将

更多的注意力放在护士上，“由于医生

的费用问题，在泰国有 50%的家庭医

疗服务都是由护士所提供的，而不是

医生。我们也想对当地医疗人员进行

培训，促使医护人员留在当地，这样成

本会更低。”国际卫生政策项目基金会

副主席 Suwit Wibulolprasert 说。泰国

的医疗支付体系中，健康干预技术评

估基金会、全民健康基金会都会进行

医疗费用的支付。后者每年支付费用

达 50-60 亿美元。除此之外，个人和政

府也都需投入资金到医疗保障体系中。 

众所周知，我国于 2002 年起，为

解决农民的基本医疗卫生问题建立起

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不同于城

镇人口靠社保支付医疗费用，在新型

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中，政府的的补助

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中国的卫生

保障体系融合了不同的方法。”北京大

学公共卫生学院院长孟庆跃说。 

国家医保局副局长陈金甫在论坛

上指出，中国的医疗保障计划立足于

减贫，“首先通过普遍的社会保险制度

解决普遍医疗需求，减少因病致贫的

发生率；第二是推进医疗保险过程中

首要关注贫困人群，针对这个，我们建

立了新型的农村医疗合作制度，解决 8

亿人的问题。解决医疗贫困问题，不仅

（考验）支付能力，还有医疗服务能力。

13 亿的体量，上千万的贫困人口，解

决这个问题不只是一个技术性，制度

性的问题，中国的问题，可能还要有中

国的答案。” 

（来源：界面新闻 作者：金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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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袖女性发声：释放女性“性别红利” 助力实现全民健康  

 

巾帼不让须眉，红颜更胜儿郎。  

在医护、健康领域，女性正在扮演

着不逊于男性的重要角色，但是职业

天花板、性别壁垒等问题仍然存在，导

致女性没有获得充分认可或未能从中

获益。 

10 日，博鳌亚洲论坛全球健康论

坛大会部分分论坛召开“实现全民健

康——女性健康论坛”分论坛，博鳌亚

洲论坛全球健康论坛大会主席陈冯富

珍主持分论坛，来自国内外多名女性

专家学者与会共同探讨女性健康话题。 

 

“在全球健康领域，性别不平等问题

依然存在。” 

 

博鳌亚洲论坛全球健康论坛主席

陈冯富珍开宗明义，她指出，女性在医

疗卫生领域，为实现全民健康做出重

要贡献。但在某些方面，女性没有得到

应有的认可和呵护，实现全民健康更

应该关注女性健康。 

日内瓦国际关系与发展学院全球

卫生中心主任伊洛娜·基可布什建议，

全球决策者、政策制定者，要注意到女

性在健康领域的“性别红利”。伊洛

娜·基可布什表示，世界各国实现全民

健康，在经济上希望获得更高质量的

投资，就必须要让女性更多地加入到

医疗领域，更多的“投资”于女性健康。 

伊洛娜·基可布什指出，女性“性

别红利”具有健康、经济、社会三个维

度。让女性加入到医疗领域，可以提高

国家 GDP 水平。但同时，有关部门需

要解决社会风尚和结构性壁垒问题，

确保女性体面劳动。 

新西兰前总理希普利表示，要想

真正实现全民健康，需要确保目前各

国资源可以进行合理利用和分配，如

果女性在资源分配中没有受到重视，

就会产生恶性循环。 

希普利认为，女性不应该局限于

扮演“支持”的角色，要努力做到“领

导”的角色。“下一个十年最大的挑战

是全民健康将会改变人的思维范式。” 

前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社区艾滋

病互动情况高级顾问莎莉·史密斯指

出，关注女性力量，思维方式中最重要

的一点就是思维的多样性。“我们要强

调的是人的权利。”莎莉·史密斯指出，

宗教多样性、文化多样性、商业模式多

样性等因素都需要纳入考量，才能真

正出台正确的政策和战略。 

香港大学李嘉诚医学院行政助理

院长林光汶认为，医疗研究需要对性

别更加敏感，在健康数据监测方面应

当更加科学，同时还需要更加重视与

民众的沟通交流。 

林光汶认为，实现全民健康，女性

要发出自己的声音。“性别的多元化，

在决策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当下，应

该出台在支持女性发挥领导力方面，

真正有效的措施。” 

需要注意的是，女性“性别红利”

的释放，并不意味着男性的边缘化，而

要实现全民健康需要男性、女性的共

同合作。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

合会东亚地区主任彭玉美指出，在实

现全民健康过程中，男性女性之间需

要对话和交流，增进理解，互相提供支

持。“增强女性领导力的同时，不能让

男性落在后面。”  

 

科技助力实现女性健康 

 

上海医学创新发展基金会理事、

秘书长王波指出，现代科技的发展将

在两方面助力实现女性健康。其一，改

变资源分配不均匀的现状。王波指出，

随着科技进步，疫苗等医疗产品可以

运输到更多地方，更多地方的女性将

有机会享受全球的医疗资源，科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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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为实现全民健康带来更多可能性。

其二，人工智能、AR、VR 等科技应用

在健康领域，将为女性健康带来巨大

变化。王波表示，新技术的应用，将助

力现代医疗的发展，同时通过远程医

疗和 5G 技术，还可以为不同地区的患

者带来同质同量的治疗。 

王波强调，科技高速发展的同时，

医疗的发展涉及到更多学科的交叉，

女性在不同学科交流中具备优势，男

性与女性应共同合作，实现全民健康。 

发展的同时，也有一些问题需要

关注。世界卫生组织驻华代表处传播

与对外关系高级顾问苏沛指出，随着

社交媒体的兴起，健康信息的传递更

加快速和便捷，但与此同时，健康信息

的公信力正在减弱。女性在进行医疗

服务的时候，会产生对诊疗方案和医

生专业度方面的质疑。“全球的公共卫

生医疗机构和组织需要注意到信息传

播方面的挑战，学会倾听女性的诉求

并有针对性地作出反映。”（杨佳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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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科技”带来了什么？在青岛探秘智慧医疗模式 

 

6 月 10 日，以“人人得享健康”

为主题的博鳌亚洲论坛全球健康论坛

大会在青岛拉开帷幕，大会设置开幕

式暨全体大会、28 场分论坛、4 场创新

项目路演会、16 场重要活动以及全球

健康博览会开幕式等活动精彩纷呈，

与会专家企业家论道“健康”，探讨如

何在大健康产业的竞争中抢占先机，

体现健康中国的服务、理念、技术和价

值。在 1 万平米的展馆空间里，来自前

沿医药、尖端设备、生物科技、智慧健

康、社会保障、公共服务等多个领域的

百余家企业与组织，零距离展示了中

国乃至世界大健康产业的发展趋势、

发展动态和发展水平。 

在此次大会上，以医、养、康、护

为一条龙服务的“健康中国”青岛模式

引起与会者的极大关注。 

这里是中国首个健康科技主题的

产业小镇。坐落于青岛市城阳区的这

个百亿级规模，主打“健康+科技”的

健康小镇，将科创、康养、教育等产业

集聚的未来产业模式，以健康和科教

为主导的五大产业板块，将对新兴产

业人才产生强烈的吸引力。国科健康

科技小镇项目执行指挥徐正岱表示，

把国科健康科技小镇打造成为“健康

中国”的新示范，成为“政、学、研、

企”多方合作的健康小镇典范。 

健康小镇的打造，是青岛发力健

康+科技产业的缩影。青岛市卫生健康

委员会主任隋振华说，今年 4 月，青岛

市发布《健康产业发展攻坚行动方案

（2019—2022 年）》，提出谋划和推进

一批模式业态新、技术含量高、引领作

用明显、带动效应显著的重大项目，建

成 2 至 3 个产值过百亿、具有较强竞

争力的健康产业集聚区，构建起覆盖

全产业链、全生命周期、特色鲜明、布

局合理的健康产业体系。 

聚焦国内外高端、高质、高新企业

和科研机构要素资源，青岛市卫健委

员会围绕健康产业发起多场攻坚战，

加大“双招双引”力度，目前已汇集各

类健康产业项目 100 多个，现有已签

约和在建项目计划总投资超过 1000 亿

元。 

可穿戴设备、远程医疗、双向音频

远程、慢病监测、区块链医学等高科技

正在青岛市医学领域大范围应用；AI

智能等信息化技术能够提升青岛市诊

断治疗的智能化水平……精准化、智

能化、融合化、国际化；保基本、强基

层、建机制等创新举措为大健康产业

提供了广阔市场。杰华生物、华大基因、

海信数字化手术室解决方案等一批模

式业态新、技术含量高、引领作用明显

的健康产业项目加快培育，为市民提

供高质量诊疗服务。 

 “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

康”。青岛市持续推进公立医院改革，

推进体制机制创新，围绕困扰百姓的

看病贵、看病难等问题，探索医、养、

康、护一条龙服务模式，不断增强市民

医疗保健的获得感。 

家庭医生通过签约服务满足居民

的多样化服务需求，在家庭医生签约

服务方面，我市在全省率先出台实施

方案，并对患有高血压、高血糖、高血

脂的签约居民免费提供 7 种基本药物，

目前全市组建了 1512 个家庭医生签约

服务团队， 269 万人享受了签约服务。

城阳区在全市率先实现家庭医生“签

约服务费补助、免费用药补助等，不断

推进基层医疗卫生服务管理改革，积

极打造“向日葵”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品

牌，给辖区居民提供全方位、全周期的

健康保障。目前，城阳区、街、社区三

级就医网络逐步完善，形成了小病不

出社区（村）、常见病不出街道、大病

不出区的“十五分钟便民就医圈”。 

“医中有养、养中有医、医联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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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医签约、两院一体、居家巡诊”，是

青岛市独有的医养结合新模式，作为

国家确定的全国第一批医养结合试点

城市，青岛建立了“政府主导、部门联

动、融合发展、全面覆盖”的医养结合

服务形态，实现了医、养、康、护一条

龙服务。青岛市设立的长期护理保险，

将失能老人的基本生活照料纳入职工

护理保障范围，破解了“医院不能养、

机构不能医、家庭无力护”等困局，是

全国首创。 

通过互联网技术赋能传统医疗产

业，智慧医疗已经成为青岛市大健康

产业的模式。“互联网+医疗健康”新业

态中的智慧养老正在青岛风生水起。

亲和源.青岛养老公寓总经理吕梓平介

绍，作为青岛市首家以会员制为载体，

融合了居家养老、社区养老和机构养

老为一体全新理念的养老机构，他们

建立养老服务中心，以会员的形式引

入老年服务对象，通过物联网、人工智

能设备、互联网提供技术支撑，让老人

在家就可以享受到 24 小时上门就诊、

健康管理和家政服务。运用移动智能

化管理系统，视频监控、呼叫对讲、无

限定位等功能，实时监控老人的安全，

通过搭建远程会诊平台实现与国内顶

尖医院的医疗会诊与合作，在集合众

多资源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养老

智慧云平台。 

随着移动互联网的不断发展，特

别是 5G 时代的到来，医疗服务将进一

步打破空间限制，医疗体系将发生重

大的结构性变化。隋振华表示，青岛市

将聚焦“互联网+医疗健康”新业态，

引进社会力量创新发展健康医疗业务，

推进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在医疗服务、

健康管理、健康养老等健康服务领域

的应用，促进“互联网+”与医疗服务、

药学服务、分级诊疗、公共卫生服务的

深度融合。 

目前，青岛市有 3 家医院获得了

互联网医院牌照，有 23 家医院建成远

程会诊中心。“互联网+”医疗，必将带

给人们更多不一样的、想不到的便捷

体验。         （来源：科技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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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鳌观点 

治胀至上 vs 增长优先 

博鳌亚洲论坛研究院 洪斌 

 

 

巴西经济和墨西哥经济一样，都

经历过上世纪八十年代前数十年的高

速增长，然后步入漫漫的增长熊途，速

度总也上不去，到现在差不多有 40 年

了。巴西的情况一度比墨西哥好一些，

即卢拉执政时期。但这主要是因为大

宗商品牛市、天降陷饼所致。如果没有

这天降的陷饼，巴西经济的增长，是与

墨西哥一样平庸的。 

可以用各种各样的外因、内因来

分析。其中不容忽视的一个因素，是这

两个国家的经济指导思想，在八、九十

年代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八十年代

前，是增长至上的 Developmentalism；

九十年代至今，则是治胀至上。 

在“增长至上”的年代，一切服务

于增长，所以，不惜增加债务，不惜通

胀，也要把经济搞上去，实现充分就业。

在“治胀至上”的年代，则一切服务于

通胀，其主要手段是提高利率，把钱从

经济中收回来，抑制通胀；其辅助手段，

是减少财政赤字、降低政府债务、力争

预算平衡。至于增长，不在考量之列，

这一派的逻辑是：从长远看，通胀控制

住了，经济就会按照自身的规律“自然”

增长；“增长至上”主义以赤字、债务

和通胀为手段，是拔苗助长，短期内或

许有效，但长期看对增长是没有作用

的，与其有为（赤字、债务、通胀）而

贻患，不如无为（财政平衡、温和通胀）

而让经济自由放任（Laisse faire）。 

在五、六十年代，“增长至上”主

义风行一时，“治胀至上”无人问津。

但到了七十年代，经济出现“滞胀”的

怪现象，赤字、债务、通胀都无法将经

济往前推动的时候，人们才开始反思。

经里根、撒切尔实践，治胀主义占据上

风，并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渗透。

时至今日，治胀主义取代增长主义，成

为经济指导思想的显学。各国均以治

胀为第一要务。赤字、债务、增长、就

业退居二线和次要的位置。 

按照逻辑，在通胀成功控制之后，

经济就应按自身的潜力“自然”增长。

治胀，会有短痛，但换来长期、可持续

的增长。而各国之所以摒弃增长主义、

接受治胀主义，也是希冀在短暂的痛

苦之后，能够迎来长期的、可持续的增

长。 

但是，如果一直换不来长期的、可

持续的增长，这种逻辑就会失去说服

力，会引起质疑、会失去支持。 

现在的情况，就是质疑之声四起。

在发达国家，以意大利、希腊最为突出。

这两个国家，现在的施政重点都不是

增长，而是紧缩，重点解决赤字和债务

问题，办法是增税、减少。紧缩政策天

然是反增长的，鱼和熊掌不可得兼，是

牺牲增长以解决赤字和债务问题。时

至今日，两国依然增长乏力，“紧缩家”

们承诺的长期、可持续增长迟迟不见

踪影 

在发展中国家，巴西和墨西哥已

经失速 40 年。两国都较好地遵循了治

胀主义和基本预算平衡原则。唯一不

见踪影的，是增长的速度。 

人们做事，往往会忘了初衷。治胀

和预算平衡，现在就是这样的情况。经

济的决策者，盲从于治胀主义，而忘记

了为什么要抑制通胀、为什么要预算

平衡？为治胀而治胀、为平衡而平衡，

不知其可也。 

回归经济的根本，增长是硬道理。

不增长，则民众收入无以提高、企业无

以获取利润并扩大投资、政府无以提

供更多更好的公共产品。增长，决定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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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投资、政府财政和公共产品。增长，

是经济的本，是根本目标。治胀、预算

平衡，是经济的末，是实现根本目标的

工具。经济的本末，是断断不可以颠倒

的。 

现在就颠倒了。关于意大利和希

腊的争论，主要就是增长与债务孰先

孰后、孰轻孰重的问题。两国政府和人

民勒紧裤腰带还债，如果把自己勒死

了或越勒越瘦，经济不增长甚至萎缩，

债务负担只会不降反升。 

巴西和墨西哥这几十年，也是基

本颠倒。两国在八、九十年代经历的危

机，多是通胀危机和债务危机。所以，

在心理上对通胀、债务格外重视，这是

可以理解的。但是，这并不能改变增长

为本、通胀与债务为末的根本性质。通

胀固然降矣、基本预算固然平衡矣，但

经济迟迟不见起色、失业率到了两位

数（不要看墨西哥的官方数据）。这样

不以增长为目的的政策，算不算是一

种耍流氓呢？ 

增长主义，风行了 30 多年；治胀

主义，也风行了 30 多年。经济的主导

思想，总是这样此起彼伏，西方亮罢东

方亮。现在，到了该反思治胀主义的时

候了。反思，不是要否定它，而是对治

胀主义无视增长倾向的适度纠偏。 

先看看美国的情况。特朗普上台

后，如同所有的执政者一样，要面临债

务、通胀、增长三个问题的相机抉择。

作为一个强势总统，他的办法是简单、

粗暴，为了增长，可以不惜债务与通胀。

为此，他与国会斗（债务上限由国会

定），与美联储斗（利率水平由美联储

“定”）。在特朗普眼里，增长和就业是

硬道理。至于债务，管它呢！在全球投

资者没有更好选择之前，美国债务不

是问题。通胀，更不在特朗普考虑之列。

在他眼里，美联储那帮“鹰”们都是“疯

子”。 

可以有太多理由看不上这位总统，

但他是一位 Pro-Growth 的总统。增长，

就像理财，你不理财，财不理你。重视

增长，经济不一定增长；但不重视增长，

增长肯定不会“理你”。 

客观地说，美联储虽以通胀为目

标，但却并不是治胀至上主义者。美联

储的官方使命，是通胀与充分就业兼

顾。它是看数据说话的，既看 CPI，又

看就业。美联储里的鹰鸽之别，无非就

是鹰们（Hawks）稍看重通胀一些，鸽

们稍看重增长一些。 

美国是治胀主义理论的发源地，

也是最早、最成功的实践者。以这样的

渊源和背景，而采取了增长主义与治

胀主义的折衷，走了中庸之道，是因为

它很清楚：治胀再重要，也是末；增长，

任何时候都是硬道理。 

美国是发达国家，对发达国家来

说，有增长的必要性，但没有高速增长

的迫切性。这样的国家尚且理解增长

之重要，正处于发展阶段、需要一定的

速度才能赶超的发展中国家，怎么可

以只治胀、不增长？ 

偏偏，巴西这样的后学，只从美国

那里学了治胀。学了皮毛却未明就里，

不明白治胀只不过是为了增长。没有

增长的治胀也好、财政纪律也好，是无

源之水、无本之木。为治胀而治胀、为

平衡而平衡了二、三十年，是不是该想

想，经济为啥总不增长？ 

巴西的执政者并非不想增长，在

2009 年金融危机的冲击下，卢拉和他

的继任者也采取了一定的刺激增长的

政策。但是，从 1994 年起的 20 多年

间，巴西经济指导思想的基调，仍然是

治胀至上、财政纪律。而增长，只能在

这两大铁律容忍的狭小空间里小有作

为。治胀惯常使用的提高利率、财政紧

缩惯常使用的增长、减支，又天然具有

抑制增长、反增长的特点。巴西经济要

想有大的突破，就需要在政策框架上

改变目前这种忽视增长、本末倒置的

做法。 

比如，巴西通胀的一大根源，是其

经济中的物价、工资相当程度与通胀

挂钩而自动上涨，形成通胀惯性；其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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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如大豆，价格走势受国际市场影

响而非取决于国内需求。这样的通胀，

不是一味提高利率可以解决的，就不

能用一味提高利率来解决，而必须溯

根索源，用别的法子。被“减负”的利

率，就可以少受一些通胀目标的羁绊，

多给增长一点考量。利率适当降一降，

因上述原因形成的通胀并不会应声上

扬，却有利于经济的增长，为什么不试

一试呢？ 

财政纪律的问题，就不是巴西一

家所能为，而需要国际市场的配合和

理解。巴西之所以增税、减支、谋求基

本预算平衡，无非是为了顺国际市场

的意，从而吸引外国投资者。时下的国

际投资者，都是治胀主义和财政平衡

的盲从者。以穆迪、标准、惠誉三大评

级机构为代表的裁判者，更奉之为圭

臬，稍有僭越，就威胁调降其信用等级，

而市场和投资者又唯“三大”马首是瞻。

这样的大环境下，巴西增税、减支等反

增长措施实属不得已。如果国际市场、

投资者和评级机构也能够反思一下，

从治胀主义向增长适当倾斜，给巴西

这样的国家更宽容的环境，巴西的财

政弹性就可以大一些，对增长的抑制

作用就可以小一些，留给增长的空间

就可以大一些。 

其实，所谓铁律，经验的成分大一

些，也有心理安慰的因素。就好象药品

上标注的有效期。过了有效期，并非吃

了就致命，只不过，遵守有效期，风险

会小一些。铁律规定的 3%赤字和 60%

债务，就是这样的有效期。突破了，国

家未必就会危机。只不过，如果不突破，

出事的风险小一些。而已。 

既如此，就需权衡遵守和不遵守

的风险。巴西遵守了这些多年，付出的

代价是增长；如果不遵守，冒的风险是

可能重演以前发生过的恶性通胀和债

务危机。两害相权，很难说就一定是 A

大于 B，或 B 大于 A。后者只是一种

可能性，而前者 – 失去的增长 – 

却是实实在在的代价。 

而即使不突破财政铁律，巴西如

通过财政的结构性调整，也可以做一

些有利于增长的事。比如，前文说过的

过于慷慨的养老金制度，如能改革成

功，省下来的钱即可用于急需的基础

设施等公共投资。 

当然，当局者难，旁观者易。治胀

主义和预算平衡，是时下的正统经济

学。任何一个执政者，要发出不同的声

音，都需要相当的政治勇气。土耳其的

埃尔多安与他的央行行长吵过一架。

行长笃信正统经济学，认为治胀必须

提高利率，哪怕牺牲增长。埃不信邪，

偏要降低利率。他的逻辑是，利率降低

了，可以刺激增长、增加供给；供给增

加了，通胀自然下来了。所以，他认为，

治胀的根本之策是增长。结果，市场一

片哄笑。 

有前车之鉴，巴西的执政者要做

类似的突破，也是战战兢兢，有临渊、

薄冰之感。通胀、债务与增长的本末之

辩，体现在政策上，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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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经济：静稳的新常态 

博鳌亚洲论坛研究院 洪斌 

 

在北京人的记忆里，最怕天气预

报出现“静稳”一词。一天的静稳天气，

就会有轻度或中度霾；两天静稳，就会

重度；而连续一周以上的静稳，空气中

就会弥漫着发臭的味道，令人窒息。静、

稳，原本各自中性的词，因为与雾霾相

连而令人生惧、生厌。 

进入本世纪第二个十年，中国经

济结束了高歌猛进，开始进入行稳致

远的新常态，增速连下数个台阶，最后

稳定在 6%。这与之前近 10%的平均增

速相比，是很大的变化。预计在很长的

时期内，这个速度就将是中国经济的

“自然”增速，大家要接受这种中高速

增长的状态，是谓新常态。  

一些国家也经历了与中国经济类

似的变化，但时间先后不同。印尼就是

其中较为典型的例子。在苏哈托时代，

印尼的平均增速在 7%以上，虽不及中

国的两位数，但因为时较长（30 年），

可以算上是奇迹了。奇迹的定义，一种

解释是年均 7%、持续 10 年以上。 

印尼的这种高速在 1998 年终结于

亚洲金融危机，虽然恢复反弹得比较

快（2004 年即已回复到危机前人均水

平），但高速势头不再，平均增速回落

到 5%，并持续至今。 

从 7%到 5%，落差不像中国从两

位数到 6%那样大，但对印尼来说，心

理上的反差同样强烈。印尼人挣扎了

很久，做出了相当的努力，经济却始终

在 5%左右徘徊，不温不火。立志有所

作为的佐科，在“宏观稳、微观活、大

基建”三个方面敢作敢为、新政频频，

获得国际投资者和国内民众的广泛认

可，并因而毫无悬念地连任总统。有为

如他，却对经济的这种增速无可奈何。

2014 年竞选时确立的 7%目标，如今依

然是水中月、镜中花，可望不可及。无

奈之下，印尼人也不得不接受这 5%为

印尼经济的“新常态”。 

 

静稳与进稳 

但是，此新常态非彼新常态。印尼

的新常态与中国的新常态，有着本质

的不同。中国的新常态，是在整体实力

世界第二、人均 GDP 处于中等偏上、

有望跨入高收入门槛的背景下，部分

是被动慢下来（资源环境承载力约束、

人口红利快速消褪、新旧动能有待转

换，故快不得），部分是主动（转而追

求增长的质量，化解前进中的风险）慢

下来。因为有主动的成份，在相当程度

上是主动为之的放缓，比如去产能、去

杠杆。这种主动性较强的新常态，可以

称之为“动态新常态”（Dynamic New 

Normal）。 

与之对应的是被动新常态。印尼

就属于这种情况。首先，印尼的人均

GDP 还处于较低的水平，不到中国的

一半（三分之一强）。以这样弱的基础，

主动慢下来的成分很小。印尼速度慢

下来，更主要是不得已，是因为怎么提

也提不上去。从主观上，印尼仍然是速

度第一，考虑不到质量的，更不会为质

量而主动放慢速度。这是中国与印尼

新常态的本质区别。 

印尼的这种新常态，是蕴藏着一

定风险的。中国常以“稳中求进”来形

容它自己的新常态，其标志性的“进”，

是指增长的质量和创新为本的新动能。

流水不腐，因为有这样的“进”，中国

才不怕慢下来。没有“进”的稳，就好

象文首说的天气一样，是静稳；静稳的

经济，因为缺乏活力，即使勉力维持，

终将难以为继。印尼经济担心的，就是

静稳太久、盘久而跌。 

进稳与静稳，是印中新常态的本

质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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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从何来？ 

印尼多年来 5%的平均增速，固然

不如人意，但积极的一面在于，经济的

韧性增强，无论顺境逆境，经济对外来

冲击的承受力明显提升，增长不快但

稳定性好。最突出的体现，一是 2008

年金融危机，印尼是受冲击最小的经

济体之一，经济表现好于多数国家；二

是 2014 年国际大宗商品牛市终结，巴

西、俄罗斯等资源型经济体严重衰退，

印尼是受冲击最小的大宗商品出口国

之一。 

稳定性差，大起大落，是发展中国

家尤其新兴市场的通病。印尼能够摆

脱这一“规律”，保持经济长期平稳运

行，是值得肯定的，尤其是在强大的外

来冲击面前。 

印尼之稳，有诸多因素。先从需求

端看。与东亚诸国制造立国、出口为先

不同，印尼对贸易的依存度相对较低，

尤其是出口比例较低。印尼经济的主

要动力，来自于内需，而内需之一大动

力，是这个世界上最大穆斯林国家的

人口增长。在东亚多国苦于人口增长

放缓甚至负增长、人口结构趋于老龄

化的背景下，印尼的人口在很长时期

内将保持较快增长且年轻化。印尼的

内需，既受益于人口存量的消费升级

（日益壮大的消费阶层、中产阶层），

又受益于源源不断的人口增量，这是

它的独特之处。人口增量产生的需求，

即使是最基本的刚性需求，也足以支

撑内需持续、稳定增长。 

从供给端看，印尼作为大宗商品

国，经济对大宗商品的依赖程度不像

巴西、俄罗斯那样严重；经历过苏哈托

时代的快速工业化，有一定的制造业

基础，但又不像东亚诸国对制造业如

此倚重。多元化的经济结构，使印尼既

能够“东方不亮西方亮”，又能规避过

度依赖、经济“畸形”带来的风险。所

以，无论是 08 年金融危机对制造业的

冲击，还是 14 年大宗商品暴跌，都不

会对印尼带来致命性的打击。 

“求稳”的宏观经济政策，为印尼

经济的稳定创造了条件。如同大多数

亚洲金融危机受害国一样，印尼经济

指导思想在 98 年后转变，在稳定与增

长之间，选择了稳定优先。宏观之稳定，

一是恪守财政纪律。赤字不得超过 3%，

已列入宪法；政府债务不超过 GDP 的

30%，是债务状况最良好的经济体之一，

印尼因此重新获得国际市场和投资者

的信任和认可，失去多年的“投资级

（Investment-grade）”主权信用评级失

而复得。二是治胀，央行以通胀为目标，

通过提高利率，将通胀水平保持在 4%

（上下浮动一个百分点）的温和水平。

由于印尼进口需求旺盛（相对于出口），

汇率对通胀水平影响较大，央行出于

治胀考虑，会对汇率进行适度干预（央

行为此保持一定的外汇储备）。一般情

况，允许汇率自由浮动，以发挥其内在

稳定器和国际收支调节器的作用。 

印尼宏观稳定的软肋，是经常项

目赤字，而经常项目赤字的一大来源，

却是石油。印尼是众所周知的大宗商

品国，曾经的 OPEC 成员国，现在却是

石油净进口国。进口石油，特别是油价

上涨的时候，往往引起印尼经常项目

状况恶化。为弥补经常项目赤字，就需

要引入外资。外资的问题是容易出逃。

一旦外资大规模出逃，央行如果无力

护盘，汇率就会大幅贬值；汇率贬值，

央行就只能提高利率，从而对经济产

生抑制作用。不解决经常项目赤字问

题，印尼宏观经济就“稳”不踏实。 

总体看，在发展中国家中，印尼经

济的稳定性是最好的（之一）。这要归

功于政府“求稳”的宏观经济政策和多

元化的经济结构。 

静太久 

凡事皆有两面，稳亦如此。宏观稳，

往往要以增长为代价。比如，增税、减

支，固然有利于预算平衡，却具有天然

的抑制增长作用；提高利率，固然可以

治胀，却同样抑制了增长。在稳定优先

的思路下，增长被置于从属和次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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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位，唯稳定马首是瞻，施展的空间受

到的约束太多，比如 3%赤字红线、60%

债务红线、温和通胀目标等。 

印尼这些年的经济指导思想，也

有稳定优先、宁愿牺牲增长的倾向。即

使佐科上台，以其驾驭的强大民意，仍

无法改变这一思维的惯性。况且，稳定

优先的成果 – 投资级失而复得 – 

就是在佐科治下完美收官，是他的一

大政绩，焉可轻弃？成就成了包袱。佐

科爱增长，却不敢突破固有思维的制

约。 

政策抑制之外，印尼经济还有一

些结构性问题，不利于经济的增长，最

突出的就是制造业落后。东亚国家的

发展经验，都是城市化与工业化并进，

劳动力从农业向制造业转移。日本制

造业见顶的时候（1970 年），占 GDP 比

例为 34%；中国制造业见顶的时候

（2006 年），占 GDP 比例为 36%。印

尼现在的制造业，只占 GDP 的 20％。 

制造业对于经济之重要性，在于

其劳动生产率高，远高于农业，也高于

低端服务业。不仅劳动生产率高，劳动

生产率进一步提升的空间和速度也大。

对一国经济来说，劳动生产率和创新

的主要希望，是制造业。 

印尼的制造业落后，应部分归责

于所谓的资源诅咒。印尼出口大量的

煤炭、棕榈油、橡胶及锡等矿产资源，

货币相应升值，对制造业的影响是负

面的，特别是出口型和需要进口机器、

设备的制造业。 

由于制造业落后，对农业过剩劳

动力的吸纳能力有限。大批农业人口

只能向低端服务业转移，如家政、餐饮、

酒店、运输等。由于制造业劳动生产率

高，向制造业转移人口，对经济增长是

有利的。低端服务业则不然，它的劳动

生产率，与农业差别不大。向低端服务

业转移人口，从经济意义上，与不转移

没太大区别，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

几可忽略。 

印尼现在的问题，是越来越多的

劳动力从劳动生产率低的农业，向劳

动生产率同样低下的低端服务业转移。

这种转移，无论规模多大，都无法带动

经济的增长。印尼经济之静稳，这是一

个原因。 

印尼劳动力不能向中高端服务业

转移，原因有两个。一是印尼仍是一个

中等收入偏低的国家，高端服务业缺

少支撑；二是印尼教育水平依然较低，

劳动力缺少从事高端服务业所必需的

知识和技能。 

作为一个投资率不低（占 32%）的

经济体，印尼也可以算是投资驱动（当

然，无法与中国相比）。这类经济体，

经过长时期的投资，都会面临投资效

益递减的问题。印尼就处于这样的一

个阶段，每单位 GDP 产出所需要的资

本投入越来越大；每单位资本投入对

应的 GDP 产出越来越小。 

苏哈托时期，印尼曾是外国投资

者眼中的宠儿。98 年后，宠儿变弃儿，

评级机构直接将印尼归入投资“垃圾”

（Junk Status）。这一状况在佐科任内

有所改善，印尼重获投资者青睐，但是，

外国直接投资依然只占 GDP 的 2%，

与同处东盟的越南相比，相差三倍。 

FDI 的重要性在于，它总体上是优

质投资，劳动生产率高。所以，吸引 FDI，

绝不是简单的钱的问题，而是质量、效

率、管理经济，是高于一般水平的劳动

生产率。而高的劳动生产率，是经济增

长的根本途径。 

政策制约、制造业小弱、投资效益

递减、FDI 偏低，这都是印尼经济长期

稳定但难以突破 5%新常态的重要因

素。佐科在第一任期内，主攻基础设施

和营商环境，获得广泛认可，经济却不

买帐，也是因为上述因素并无根本改

观。佐科的下一个五年任期，再无连选

的压力，庶几可以放开手脚，不再以选

民为意，而是着眼于青史、着眼于印尼

经济的长远、做一些可以放飞印尼经

济的事，让他第一个任期承诺的 7%增

长成为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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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零售的新风口 

 

博鳌亚洲论坛研究院 赵丽

三年前，家附近开了间小而美超

市，不同于大型连锁超市，这种布局在

中高档住宅小区旁的小型超市以经营

国产和进口中高端商品为主，且多以

小包装呈现，你可以根据需求选择购

买半颗西洋菜，四分之一个广西荔浦

芋头，或半个西瓜，几棵香菜，随吃随

购，令单身一族和小型化家庭人群趋

之若鹜。三年后，被互联网赋能的新零

售让你随时可忽略冰箱、药店、餐厅、

书店、商场以及即使是开在家门口超

市的存在，一小时内你想要的各类新

鲜食材、药品、美食、书籍、美衣及其

他生活必需品会如期出现在你面前，

惊艳了你，也惊艳了这个时代。 

新零售之所以“新”，毫无疑问与

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密不可分。但归

根结底其终极目标仍旧要回归零售本

质，即不断精准、快速、优质、优价地

满足客户的需求，围绕人们日益增长

的物质、文化和精神需求目标市场上

涌现出多种新零售业态，如亚马逊、京

东推出的无人零售店、阿里全力打造

的盒马鲜生连锁店、便利蜂、全时推出

的便利店+生鲜、苏宁小店推出便利店

+无人健身房等超级物种，不同于传统

零售，被科技赋能的新零售业态迭代

更新非常快，有的业态来也匆匆，去也

匆匆，一阵风过后，市场已面目全非。

如果说以前的企业竞争，只是平面二

维的、同行业之间的竞争，新零售、新

技术下的企业竞争，则是跨维度的跨

界竞争，即使你是原行业里的翘楚，但

你也可能被跨界过来的创新者秒杀。

因此，如何能更快速、更精准地好地顺

应市场和人心将是商家立于不败之地

最有力的武器。 

 

 

 

无人零售业 

 

随着人工智能、机器视觉等新兴

技术的逐渐成熟，移动支付技术的不

断发展和完善，国家政策对零售业态

转型创新的支持，以及消费者需求的

变化，以无人零售为代表的新零售受

到各大电商平台及知名品牌的关注，

成为新零售的风口之一。无人零售不

仅能够节约人力成本、时间成本，还能

满足一部份客户的实际需求，将销售

渗透到各类人群，获得相应的消费数

据，精准把握用户需求，从而布局新兴

渠道，为品牌商和渠道商等供应链端

提供一手商业数据，以实现良性的生

态循环。 

目前，无人零售主要集中在智能

售货机和无人零售店两类。 

(1)智能售货机 

智能售货机实行联机方式，通过

无线网络、互联网和物联网将售货机

内的库存等各种信息及时地传送到各

后台服务中心的服务器电脑中，从而

实时监控设备中货物和钱币库存状况

及设备的运营状态，确保商品的运送

及补充和钱币的收回及补充得以顺利、

高效运行。 

与普通的自动售货机不同，智能

自动售货机运用反向 O2O 模式。消费

者在购买物品时，不仅可以用现金支

付，还可以用支付宝、微信钱包，甚至

校园卡进行支付。智能售货机真正实

现了消费者“无需现金，线上下单，线

下取货”的便捷自助式营销。 

近两年来写字楼里出现的无人智

能售饭机受到白领的欢迎，消费者可

通过线上微信公号或者 App 下单点餐，

到智能售饭机设备上自助取餐；也可

以直接在机器上下单，微信/支付宝支

付点餐、取餐，十分快捷便利。无人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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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售饭机单机占地约 1.2 ㎡，单次可存

储 80 份盒饭左右，平均 80-100 秒出

餐，支持加热。据饭美美相关负责人介

绍，真正的新零售为餐饮带来的变化

无处不在，如在铺设了超过 520 万台

自动贩卖设备的日本，只要消费者想

喝饮料，一抬头就能看到。郝指出，目

前饭美美整个盒饭生产车间没有厨师，

去人工化可以做到 90%，厨师都在研

发环节，生产交给机器设备来完成。未

来餐饮将不再是单纯出卖手艺的行业，

应该让厨师更多进入研发环节，让厨

师成为科学家。饭美美期待在不久的

将来可以进军海外市场，新零售不仅

让客户在全球各地都可以品尝到标准

化的中餐，同时还能让更多的外国人

了解、接触到中国文化，以促进全球各

国、各地区之间的互联互通，合作共赢。 

智能售饭机可避免开店的用工、

管理等问题，但对于设备的运维和对

企业的供应链能力也会要求更高。 

据前瞻产业研究院发布的《中国

自助售货机行业市场前景预测与投资

战略规划分析报告》统计数据显示，

2013 年-2017 年，中国自助售货机市场

规模正快速增长。2013 年中国自助售

货机市场规模仅仅为 19 亿元。到了

2016 年中国自助售货机市场规模快速

增长至 75 亿元，同比增长 74.42%。截

止至 2017 年中国自助售货机市场规模

突破 100 亿元至 120 亿元，同比增长

60%。进入 2018 年中国自助售货机市

场规模达到 190 亿元左右，同比增长

58.5%。 

目前我国自助售货机总量才 20 万

台，而日本有 500 多万售货机，美国有

700 多万台。而我国的零售市场要大于

美国日本，所以中国的无人零售市场

潜力还非常大。 

（2） 无人零售店 

随着人口红利的逐渐褪去，便利

店人力成本越来越高，加之科技创新

和消费者需求变化的驱动，传统便利

店转型迫切，无人零售店将有望最先

迎来发展良机。 

2016 年末，亚马逊首家 Amazon 

Go 无人零售店在西雅图开张。目前，

亚马逊已在芝加哥、旧金山和西雅图

等城市开设 7 家 Amazon Go，并计划

在 2021 年之前在美国开设 3000 家

Amazon Go 无人便利店。这意味着，

到 2021 年 Amazon Go 的年销售额将

达到 45 亿美元。 

Amazon Go 不配备收银员，通过

一系列传感器和摄像头，顾客只需从

货架上抓取物品，出门时自动收取费

用。加拿大皇家银行资本市场分析师

预计，与传统便利店相比，Amazon Go

可多带来约 50%的营收。对亚马逊而

言，开设 Amazon Go 最大的挑战是其

高昂的开设成本。据悉，亚马逊位于西

雅图的首家 Amazon Go 仅硬件成本就

超过 100 万美元。据摩根士丹利预计，

要推出 3000 家 Amazon Go，亚马逊可

能要投资 30 亿美元。 

我国目前无人零售店尚处萌芽阶

段，覆盖率较低，仅有 16.5%的零售用

户使用过无人店。无人便利店在技术

上的应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店铺规模、

运营能力、购物流程、成本投入等，多

数无人店以提供零食、饮料等标品及

便利性应急商品为主。北、上、广、深

等发达城市相继出现便利店无人化试

点，国内对无人便利店的探索已经花

开遍地。 

当前的无人便利店在技术上大致

可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种是以 Amazon 

Go、Take Go 为典型，依托机器视觉、

传感器、生物识别等技术，可实现“即

拿即走”。但这类技术的稳定性尚无法

保障，且成本过于昂贵，商用难度较大。 

第二种是指缤果盒子、7-11 等主

要利用 RFID 标签技术和人脸识别技

术的无人便利店，RFID 在对货物的识

别与防盗上更具优势，该技术出现已

有百年。随着技术的成熟，其技术成本

也在不断下降。缺点是 RFID 标签与二

维码类似，如贴在商品外部，极易被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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毁。 

第三种主要是利用二维码来完成

对货物的识别，成本低，与传统零售较

为接近，这类无人便利店的优势可能

更多是体现在渠道及供应链上，如便

利蜂、小 e 微店等店的模式。 

无人便利店主要辐射社区、商区

等，截至 2017 年底，我国无人零售市

场中的无人便利店店累计落地 200 个

左右。2017 年全年市场规模在 5000 万

元左右，同比增长 66.67%，预计到 2020

年我国无人便利店市场规模将达到 33

亿元。 

2017 年我国无人零售市场规模为

197.0 亿元，其中自动售货机年销售规

模为 173.4 亿元，开放式货架销售金额

为 3.1 亿元;无人便利店销售规模在 0.5

亿元左右，预计到 2020 年我国无人零

售市场规模将增长至 657 亿元。无人

零售的主要场景分布包括小区社区、

地铁等交通枢纽、写字楼、商场、办公

室等。 

 

“菜蓝子”平台 

 

当老年人还在乐此不疲地奔波于

超市和菜市场的同时，各电商平台开

始抢占线上“菜市场”，为 90 后、00 后

以及没时间、没精力的客户提供买菜

便利。百姓日常所必需的生鲜品作为

消费领域高频刚需的绝对流量入口，

各大电商巨头纷纷逐鹿线上“菜蓝子”，

“美团买菜”、“京东到家”、“盒马菜

市”、“口碑饿了么”、苏宁小店等商家

展开对本地生活消费市场的争夺，成

为新零售又一风口。 

目前，中国的生鲜电商大致分四

类，一类是自营前置仓生鲜电商，如

“美团买菜”；第二类是平台类生鲜电

商，如“饿了么”；第三类是类似“盒

马菜市”的社区生鲜店；第四类则是社

团拼购，社团拼购大多为预定模式，配

送为次日达，解决非即时性消费问题。 

即将上线的苏宁菜场，主打 24 小

时内从原产地直发至门店，最快隔日

早上 7 点即可到门店自提。正式上线

后，将执行每晚 9 点前截止订单的服

务准则，以更好地在用户周边的原产

地进行商品调配。苏宁菜场计划先在

南京 10 家店试点，成熟后拓展到全南

京，最后辐射全国。此外，苏宁菜场会

活针对蔬菜、鲜肉、豆制品、活鱼(现

杀)等商品品类，结合区域消费者的用

户习惯，定期进行汰换。 

据中国电子商务研究中心主任曹

磊介绍，生鲜电商拥有万亿级市场规

模，但由于技术等各方面原因，去年中

国生鲜电商市场渗透率仅 3%，每周产

生 4.28 次线上蔬菜消费，生鲜行业呈

现出‘高频需求+低渗透’特点，用户

需求远未得到满足。 

“菜场”的突然火爆与电商市场

细分有很大关系。随着电商业务的发

展，电商企业开始涉足高频次业务区，

因为这样的业务可带来流量。生鲜相

对其他商品来说，属于更高频日用消

费品，所以线上菜篮子平台应运而生。

目前线上生鲜市场的销售额还不到全

国销售额的十分之一，说明这个市场

未来仍存在很大上升空间。 

线上菜篮子为了吸引更多的客户，

推出免配送费，每天部分商品 3-5 折的

促销手段，令消费者不仅体验到便捷

的购物，更享受到比实体超市及菜市

场更加优惠的价格，自然会越来越多

地考虑使用线上买菜平台。为了让消

费者实现真正的消费自由，各电商平

台开始考虑线上菜场能提供一站式服

务，消费者可在线上菜场购买到更多

的高频商品，如调味品，卫生纸，牛奶，

清洁用品等。 

对于各平台来说，决战“菜场”的

关键是供应链。今年 4 月，苏宁在泰国

包下当地 2000 万颗椰青、2000 万颗榴

莲、2000 万斤山竹，当地的优质水果

从树上到消费者手中的底线时限是 72

小时。相比于水果、海鲜，蔬菜的保质

期更短，所以对供应链的要求更加严



博鳌内刊 7 月刊 

34 

 

格。对于菜品而言，供应链是指在小半

径的范围内设置一个前置仓储仓，用

来保证采购、分发、配送一条龙都在此

完成。有了前置仓，就能保证平台的备

货充足。从去年下半年开始，生鲜电商

们纷纷开始布局前置仓，缩短配送半

径与时间，方便用户在下单后以最快

时间收到货品。前置仓打破传统的物

流配送，也改变着传统生鲜电商的商

业模式和社区用户消费习惯。 

生鲜电商主要面临的难题来自于

两方面：一是多级批发商链条导致毛

利低，无法形成规模效应；二是自建冷

链仓成本高，用第三方食品安全又难

以保障。 

去年以来，苏宁加快前置仓的建

设，今年要在全国建成 1100 个前置仓，

一个前置仓将为 15 家苏宁小店提供配

套服务。“拼基地也会解决供应链的问

题。”苏宁拼购总经理张奎说，苏宁在

全国拥有 23 座“拼基地”，最北的在东

北，最南的在云南，最西的在新疆，横

跨全国，形成一张网罗天下生鲜美食

的供应链条。 

据波士顿咨询公司的报告数据显

示，2020 年中国生鲜线上消费占生鲜

总消费的比例有望增长到 15%。另有

数据显示，今年中国生鲜市场将达 5.3

万亿规模。而在这个领域，菜市场占据

70%左右的流通市场，从体验和效率两

个维度都存在巨大的升级机会。 

新零售已经拓展到资本、场景、技

术和模式等诸多层面，各互联网巨头

正在更加主动、深入地参与到新零售

的实际操作过程当中，以此来实现新

零售快速落地和发展。 

未来，新零售的新风口会不断出

现，新风口也将不断变为旧风口，但我

们有理由相信，新零售会让世界更加

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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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家给贫困儿童捐助疫苗的国际机构，呼吁“中国制造”扩大影响 

 

全球疫苗免疫联盟 CEO 表示，中

国现在已经拥有了强大的影响力，希

望中国能够领导推进全球医疗，在世

界范围内带来改变，例如中国企业可

扩大 HPV 疫苗产能缓解全球的供应不

足；随着该机构工作的推进，未被疫苗

保护的人群已经从低收入国家逐渐转

向中等收入国家。（全球疫苗免疫联盟

首席执行官塞思·伯克利在首届博鳌

亚洲论坛全球健康论坛大会开幕式上

发言。） 

疫苗接种的真空正在被弥补。

2000 年，一家名为全球疫苗免疫联盟

（GAVI）的组织成立，其募集资金，

以低价采购疫苗，送到低收入国家，近

20 年过去，全球有超过 7 亿儿童接种

了 GAVI 捐助的疫苗，其中 1000 万儿

童因接种了必要疫苗而免于死亡。这

些孩子几乎都生活在低收入国家，原

先鲜有企业愿意将疫苗销往那里。 

GAVI 是一个全球卫生合作组织，

其成立初衷是集合公私不同部门的力

量，提高贫困地区儿童疫苗接种覆盖

率，扩大新疫苗可及性，使全球最贫穷

地区的儿童也平等享有接种优质疫苗

的权利。近些年，随着 GAVI 工作的推

进，未被疫苗保护的人群已经从低收

入国家逐渐转向中等收入国家。 

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下称

盖茨基金会）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李

一诺曾公开讲述捐赠成立该组织的故

事。在 GAVI 成立前，全世界范围内也

有疫苗捐赠，每笔约为几百万美元，多

则一千万美元左右，但在 GAVI 成立

时，盖茨基金会的第一笔捐赠即达到

七亿五千万美元。 

捐赠将用往何处？一方面，GAVI

要集结低收入国家，与联合国、世界卫

生组织（WHO）等机构沟通，将数十

个国家分为三档，最贫穷的国家可以

免费得到疫苗；经济状况稍好的，则半

价购买疫苗；经济状况更好的，可以由

当地政府全价采购疫苗。随着国家的

发展，不同的国家也可以从完全免费

获得疫苗，逐渐走向自己采购疫苗。 

在 GAVI 出现前，尽管这些国家传

染病高发，但由于当地经济贫困、购买

力低、市场分散，也没有成熟的经销体

系，鲜有企业将疫苗销往那里。GAVI

在 2000 至 2005 年间援助了 73 个国

家，部分国家逐渐“毕业”或退出，至

2019 年，还剩 58 个。 

 

公私合作的创新模式 

 

财新记者：GAVI 此前曾与中国政

府合作防治乙肝，能否介绍一下当时

合作的情况？ 

塞思·伯克利：这项合作非常重要。

中国在二三十年前有大约 10%的新生

儿感染乙肝，都来自于母婴感染，且乙

肝及其造成的肝癌每年造成近 36 万人

死亡，对中国来说是个大问题。 

GAVI 和中国政府合作，探索能否

通过广泛的疫苗覆盖来解决这一问题，

尤其是在西部贫困地区。通过合作，西

部地区乙肝疫苗达到了很高的覆盖率，

发病率也开始下降。 

最终，中国普及了乙肝疫苗。如今，

尽管仍有老年患者因为先前的病毒感

染而罹患肝癌，但总体而言，乙肝引起

的肝癌在中国已经不是一个那么严重

的问题了。这是很好的一个例子，说明

了大力推广疫苗所能达到的效果。 

财新记者：GAVI 现在已经援助了

多少国家？ 

塞思·伯克利：我们建立的时候就

已经援助 73 个国家，这还不包括像中

国这样的合作。据我估计，我们合作国

家的数量一度达到 80 个左右，现在只

剩 58 个，因为一些国家已经“毕业了”，

也有几个国家决定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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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低价格 

 

财新记者：你们是如何与企业谈

判，将疫苗价格降下来的？ 

塞思·伯克利：两个方面。道德层

面上，疫苗企业会希望自己的产品能

拯救更多孩子，另一方面，很多企业过

去常会因为过高的定价而被批评。 

GAVI 的模式是，我们用硬通货确

保企业开拓新的市场，企业肯定不会

因此亏钱，不过是赚得很少。背后的想

法是，让他们在低收入国家赚得少一

些，在中等收入国家赚得多一些，在经

济发达地区赚得更多。因为产量增加

了后，成本就降低，因此他们在原有市

场中利润就更高。 

这是一种双赢的模式，企业可以

扩大市场，增加收入，也不再受到批评。 

 

 

 

 

 

 

重塑公众信心，希望更多中国企业通

过 WHO 预认证 

 

财新记者：不知道你是否了解，近

几年，中国多次曝出疫苗质量问题，部

分公众已对国产疫苗质量生疑。你如

何看待这一现象？ 

塞思·伯克利：我认为正是因为了

解到这些问题，中国才进行了多轮监

管改革，以保证疫苗质量。疫苗和药物

不一样，患者吃药，或许可以容忍副作

用。但疫苗是为健康人准备的，人们希

望能确认疫苗没有副作用。因此如果

希望人们信任他们接种的疫苗，透明

公开十分重要。 

中国已经改变了很多，去年疫苗

出现问题的时候，中国马上采取了措

施，而在很多年前，中国并没有迅速直

面问题，这也是提升公众信心过程中

的一部分；如果更多的中国企业能够

通过 WHO 预认证，进入国际市场，我

们认为这也能提升公众信心。 

（来源：财新 记者：马丹萌、王礼

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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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界：企业永续发展之道 

SK 集团供稿 

 

在不断变化的国际政治经济局势

下，企业也在面临新的挑战。过去一段

时间以来高速发展的全球化使得大企

业将视野放之全球。然而，当逆全球化

趋势到来，企业又不得不回归“本土”，

国际形势的转变使得企业必须将区域

经济整合作为头等大事。 

然而，各大企业在原有领域面临

的市场饱和、技术发展瓶颈等，将会桎

梏发展的脚步。企业若要继续创造经

济价值，就要拓宽自身的价值空间，使

自身成为社会不可替代的一环，以此

在变动格局中稳定发展。 

发展社会价值投资，践行企业社

会责任，正是解决企业面临困境的有

效方式。 

 

逆全球化与亚洲互联经济日益深入两

相并存，企业该怎么做 

 

英国脱欧将“逆全球化”一词彻底

推入我们的视野，时至今日，反思其成

因，想来是全球化的弊端导致的。全球

化固然带来诸多益处，但也无法规避

历史规律，即，各国在全球化进程中获

得的利益和面临的风险不同，导致各

国态度在不同时期存在显著差异。经

济全球化在同时也带来了利益分配不

平衡、贫富差距拉大等问题。 

这带给我们的启示便是——区域

经济需要协同发展。无论国家或企业，

利益共同体都是最稳固的伙伴关系。

在这方面，中国目前正起着中流砥柱

的作用。最显著的例子便是“一带一

路”，这个提议使亚洲地区国家和企业

最先受惠， 一方面促进基础设施方面

的“硬联通”，另一方面加强制度政策

规则和标准等方面的“软联通”，两厢

并举，实现共同发展和繁荣。  

创造经济价值，是贡献社会价值

的一部分，但提升社会价值，更能反哺

经济价值。 

对于企业来说，追求经济价值原

是企业生存之本，更是对股东等利益

相关群体负责的基本要求。但是，当国

际形势将企业置于困境时，就需要企

业打开思维的边界，将提升社会价值

纳入发展规划中来。 

面对变革的环境时，大企业需要

具备更强劲的领导力，需要重新思考

企业商业模式，需要衡量企业利润和

员工福利，需要兼顾政府、客户、社区

等相关利益者的共同发展，需要与投

资者更密切合作。 

在这一点上，SK 集团拥有一些经

验，我们在韩国倡导企业社会价值的

一系列具体举措或许可以提供借鉴。 

SK 集团通过个人、机构和全社会

三个层级来推动企业社会价值的实现，

除了将企业章程修改为社会价值与企

业价值并重，还调整商业模式，将企业

社会价值纳入经济考量指标。SK 集团

全球董事长崔泰源曾在 3 月份的博鳌

论坛演讲中强调过，社会价值应该成

为评估一家企业的重要衡量指标，SK

集团将经济价值与社会价值视为短期

收益与长期受益的博弈，在推进商业

模式创新和生态体系构建中，将社会

价值和经济价值同时作为企业绩效的

“双底线(Double Bottom Line)”进行量

化和管理，从而实现两者并举。 

 

社会价值投资，为品牌的社会角色赋

能 

 

对于企业来说，一切动作都要追

求可量化的结果。经济价值是可量化

的投资结果，社会价值同样需要可被

量化。 

这就要提到社会价值投资（Soc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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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act investment）的概念，社会价值

投资是一种介于企业投资和公益慈善

两者之间的投资形式，主张将经济激

励和社会目标相结合，鼓励企业界、社

会组织、公众与政府多元主体的有效

结合，推动经济和社会的持续发展。社

会价值投资所产生的效果是看得见的

社会成果，以及看不见的社会凝聚力。 

联合国的 17 个可持续发展目标揭

示了我们面临的全球挑战，包括改善

贫困、不平等、气候、环境退化等。实

际上，推动这些可持续发展目标实现

的正是各国的大企业。如果企业能够

在剧变的全球政治和经济形势中站稳

脚跟，并且凭借亚洲区域影响力成为

实现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有力推手，

就实现了为自身赋能，获得了社会价

值投资的最大回报。 

中国社会价值投资的发展已经具

有良好的基础，潜力巨大，“十三五”

期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需要进行大

量的发展投资。扶贫、保障性住房、医

疗、养老等领域存在着大量需求，政府

无法独自承担投资重负。社会价值投

资可以为解决这样巨大的需求提供工

具。 

在过去，中国央企承担了经济、政

治、社会等大部分国家责任。例如作为

央企的中国建材，投资 150 亿人民币

做余热发电，节约水泥厂一半的电能，

既为企业节约成本，又为社会节约了

能源，同时减少了温室气体的排放。中

国农村住房的保有面积是 300 亿平方

米，其中大部分需要进行节能、抗震以

及舒适程度的提升。以往，住房是能源

消耗的主体，用新能源升级后的住房

变成了发电厂，农户一年可增加 2000-

3000 元的电费收入。 

目前，作为外资企业的 SK，在中

国教育、环保、赈灾和慈善等领域开展

的公益项目已累计投入 6 亿元人民币。

SK 的“北京爱思开幸福公益基金会”

是韩国跨国企业在中国成立的第一个

公益基金会。在教育领域，SK 中国从

1995 年起即向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提

供奖学金，累计授奖学生超过 500 名；

旗下韩国高等教育财团在北京大学、

清华大学等 11 所院校成立“亚洲研究

中心”，与中国一流名校共同创造大型

高端学术论坛——北京论坛、上海论

坛等，旨在加强亚洲区域内学术交流

与合作；在公益事业领域，SK SUNNY

大学生支援服务活动，继承和发展社

会贡献理念，至今已有 26 所大学的

6000 多名大学生参与其中为中国 2 万

受助对象带去温暖；赈灾方面，SK 为

四川地震灾区捐赠近 4000 万元的资金

和物资，并在雅安地震、玉树地震、冰

雪灾害各时期献上自己的爱心。 

 

以价值，应万变 

 

企业运营要有清晰的大势判断。

对于意图深耕于各个不同国家或地区

的大企业而言，将“世界观”视角融入

区域价值链，是顺应时势的企业发展

策略。 

SK 的“China insider”将自身从织

物、聚酯纤维、能源化工到现今的 ICT

与半导体产业积累的众多成熟经验带

到中国市场，并选择中国科技产业相

对不占优势的半导体领域大举投资。

2017 年，SK 中国投资了中国人脸识别

技术领军企业——旷视科技，开启了

AI 投资的版图。2018 年，SK 参与领

投国内人工智能半导体领头企业——

地平线，不仅为资本市场注入新的活

力，更深刻助推了中国未来在 AI 领域

的发力。 

SK中国通过各个领域的企业社会

价值投资深耕于中国，不仅在教育，公

益，赈灾等领域持续投入，更借由在科

技领域的大举投资，为中国未来在移

动互联、人工智能、知识产权等方面的

竞争博弈贡献力量。中国国有“核芯”

受制于人的状况，正在通过与像 SK 这

样的国际高端企业紧密合作，逐步构

建自己的生存和发展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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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企业的日常经营中，SK 中国奉

行“毋以善小而不为”的中国哲学。SK

投资领域所涉及的半导体生产商会消

耗大量的清洁水源，为此 SK 加重环保

设备的投入以减少对清洁水源的使用，

使节水达到 50%，并且此举措还每年

为企业节省 5400 万美金。除清洁水源

之外，SK 也没有放弃对降低碳排放的

追求，甚至想到将生产过程中排出的

二氧化碳捕捉以转化，尚未推广到市

场的一种叫做光谱的商业塑料便是这

样的产物，其中一个材料就是二氧化

碳，SK 希望能够与合作伙伴一起分享

这些技术，使其商业化，达到共创共赢。 

SK中国对企业社会价值增值所做

的投资提供了成功案例。而共创成果，

从来就没有国界。无国界的价值，赋予

企业可持续发展及应对外界变化的生

命力，无论面对政治局势的变革，亦或

是科技与经济发展的新需求，加大企

业社会价值投资，让经济价值与社会

价值互惠互哺，都是未来企业发展及

追求永续发展的必经路经。 

 



2019年外商直接投资 
信心指数
“城市”在投资目的地决策中的重要性明显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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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尔尼发布2019全球外商直接投资信心指数，“城市”
在投资目的地决策中的重要性明显增加
• 在科尔尼发布的2019年外商直接投资信心指数中，美国再次蝉联榜首，德国跃居第二，加拿大跌至

第三，英国稳居第四，而法国跃居第五。

• 虽然投资者对全球经济前景仍然乐观，但今年是投资者态度的一个转折点——自2016年以来投资
者首次对全球经济的乐观情绪出现衰退。

• 投资者认为发达市场的政治和经济风险将持续上升，预计未来一年动荡将加剧。

此次榜单评选出52家兼具“创新”与“影响力”的优秀企业，其中第一梯队企业8家、第二梯队15
家、第三梯队29家。第一梯队企业的投票支持率达20%及以上，第二梯队的投票支持率为10%~20%
，第三梯队企业的投票支持率为5%~10%。

全球管理咨询公司科尔尼发布2019年外商直接投资信心指数（FDICI），报告指出未来几年企业将可
能在全球各地进行更广泛的投资。超过75%的投资者表示外商直接投资比过去几年更加重要。近五分
之四的投资者表示未来三年其所在企业将进一步增加外商直接投资水平。

今年是科尔尼外商直接投资信心指数报告发布20多年以来得分上升趋势最显著的一年。今年的排名前
25的国家中只有两个国家得分下降，其余70多个国家整体得分均出现上升。

投资者在重视发达市场的同时也在新兴市场寻求机会。一方面，发达市场在指数榜前25位占据22个席
位，超越去年，达到历史最高水平。另一方面，前沿市场的平均得分增幅最大，其次是新兴市场，最
后才是发达市场。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可能是尽管发达市场目前很受欢迎，但由于其政治和商业风险
也在不断上升，投资者也开始审视新兴市场，寻求未来投资机会。

投资者认为，发达市场的政治不稳定性是今年最有可能出现的风险，其次是经济危机和商业监管环境
的进一步收紧。相比新兴市场，投资者认为今年发达市场出现这些风险的可能性比新兴市场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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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对发达市场看法的自相矛盾可能正是因为他们对这些市场有强烈的投资意图，导致过于关注
发达市场所存在的风险，”科尔尼全球商业政策委员会主席兼外商直接投资信心指数报告创始人罗德
侠（Paul A. Laudicina）指出，“与此同时，正是发达市场中民粹主义和保护主义的风险，促使企业
投资意向增加，以试图继续占据这些关键市场”。

科尔尼公司全球合伙人、大中华区总裁石德瑞（Dan Starta）指出：“发达市场在指数榜前25位占据
22个席位，达到历史最高水平。这反映了对经济不确定的情况下，全球企业领导人依然将发达市场作
为投资‘避风港’，这对中国提升营商环境，吸引外资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全球层面的多元本地化趋势是对外商直接投资流向最重要的影响因素之一，它增加了“城市”在推动
投资决策方面的重要性。值得注意的是，近60%的投资者在决定投资目的地时并不是从国家层面开
始，而是先选择意向投资区域，或者从全球角度分析投资某个城市的可行性。投资者表示，在未来几
年，无论是哪种类型的商业活动，特大城市和大城市都将吸引最大份额的外商直接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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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大城市和大城市因为人才、创新与经济活动比较集中，所以相比人口较少的城市更受投资者欢
迎，”科尔尼全球商业政策委员会常务董事、本报告作者之一Erik Peterson指出。”外商直接投资信
心指数中领先国家的排名，与科尔尼近期发布的全球城市指数报告中领先城市的排名有着很强的相 
关性。” 

科尔尼公司全球合伙人、大中华区政府与经济发展业务负责人王宇（Jefferson Wang）提出：“本次
报告发现，对于城市的选择在外商投资决策中日益重要。而中国政府从去年年初就开始要求各个城市
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提升城市竞争力。可以看到，中国政府面对日益增加全球投资不确定性，主动
拥抱挑战，已经有序落实前瞻性布局。因此，中国各个城市更需要尽快制定出既符合自身发展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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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36 27 10 5 55 44 16 5

33 42 31 20 5 38 51 30 6

38 47 32 14 5 45 54 25 5

45 45 33 14 4 52 53 22 4

42 40 29 13 6 49 46 19 6

42 43 29 12 6 52 51 19 3

38 41 34 13 4 45 49 24 4

41 44 29 13 4 49 48 20 4

同时又可在全球范围内进行横向比较的城市营商环境评价机制和体系，不仅关注狭义的流程效率与办
事成本，而且要从人才、创新等营商要素方面综合提升，了解自身发展的现状与差距，持续提升城市
营商竞争力，为下一轮全球城市竞争做好准备。”

各地区重要发现：

亚太地区：2019年指数显示，亚太地区市场表现良好，在榜单中所占的份额从去年的七个增加到今年
的八个。同时有一半的亚太市场跻身前十：日本、中国、澳大利亚和新加坡。投资者对亚太地区的经
济前景也最为乐观，特别对亚太地区发达市场的经济尤其乐观，包括日本、新西兰和新加坡。

美洲：美洲地区结果喜忧参半。美国和加拿大都连续第七年跻身该指数前五，但墨西哥在今年的指数
排名中大幅下滑（尽管其得分有所提高）。尽管34%的投资者对今年的地区经济前景更加乐观，但乐
观程度不及去年。

欧洲：欧洲14个国家入榜，再次成为外商直接投资信心指数中上榜国家数目最多的区域。由于企业希
望继续保持进入欧盟市场的优惠待遇，投资者对欧洲市场的持续关注，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围绕
英国脱欧的持续不确定性。而投资者对英国、意大利、法国和西班牙等几个主要经济体的前景并不 
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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