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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與出席開幕大會的外國領導人、博鰲亞洲論壇理事會主要領導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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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鰲亞洲論壇2011年年會的舉行具有歷史性意義。它不僅是亞洲從全球
金融危機中實現穩步復蘇之後舉行的首届論壇，同時博鰲亞洲論壇年會
迎來了十周年，這在後危機時代具有里程碑意義。與此同時，包容性發
展成為重新塑造亞洲經濟增長的共識。為了就包容性發展探索政策思路
和商業機遇，2011年的博鰲亞洲論壇年會規模為歷史之最，它齊聚一支
由亞洲各國政要和巴西、俄羅斯、印度、中國與南非（金磚國家）政府
領導人組成的來賓隊伍，同時彙集來自中國企業和全球跨國公司企業領
袖、學界專家和意見領袖的精彩演說。

博鰲亞洲論壇2011年年會于4月14日至16日舉行，為期三天，其間舉辦
了大量活動，涉及專家座談、工作坊、圓桌會、私人會議和社交活動，
為參會者提供了意見分享和人際交流的寶貴機會。

胡錦濤主席為論壇開幕作主旨演講，明確聚焦亞洲和金磚國家，乃至整
個世界在擺脫全球金融危機，實現國家和全球企穩復蘇進程中的共同利
益，這包括根據各國國情和需求改進本國發展模式，以及國與國之間建
立更為高效的對話機制。胡錦濤主席的主旨演講為集中、深入和詳盡地
探討今年的論壇主題奠定了良好的基調。

本報告並非2011年論壇各類活動的實時記錄，旨在呈現2011年博鰲亞洲
論壇年會演講和討論中精選的重大觀點和分析。

博鰲亞洲論壇影響力的進一步增强，證明了亞洲經濟體在全球舞臺影響
力的日益提升。我們希望藉此機會對眾多舊友的長期參與和支持表示誠
摯的謝意，同時向每年加入和拓展這一寶貴網絡的眾多新朋致以熱烈歡
迎！

前言

周文重
博鰲亞洲論壇秘書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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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包容性發展”的理解
前兩届論壇專注于全球金融危機和環境挑戰， 
2011年博鰲亞洲論壇年會將目光投向了增長的
質量和可持續性。

雖然話題和活動形式較為多樣，實質上均圍繞
包容性發展機會和挑戰分析的四條主綫展開：

經濟發展創造的所有機會應當開放和公正；1. 

經濟發展得來的利益和財富應當惠及全體人2. 
民；

當前全球化浪潮汹涌而至，顯而易見，沒有3. 
任何國家能够獨守一隅，孤立發展。這要求
國與國之間的經濟關係最主要表現為相互包
容；

必須通過協調人類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目4. 
標，來滿足包容性發展的其他需求。

包容性發展的主題承認，經濟發展與全球化機
遇與挑戰併存。在該主題框架內，旨在探求各
種方式讓各國認識到經濟互補性，而不是將發
展視為“你輸我贏”的對資源的爭奪過程。各
國貧富差距問題，都必須予以應對，而且總體
來看，全球人口還將繼續膨脹，而化石燃料資
源日益緊缺，傳統的糧食生產模式已經無法滿
足未來供給全球人口需求，這些都是發展必須
應對的問題。

簡言之，包容性發展涵蓋國內和國際兩方
面，2011年博鰲亞洲論壇年會對此進行了深入
探討。

論壇的意義和背景
博鰲亞洲論壇自十年前成立以來，已經發展成
為探索包容性發展的最佳平臺。2011年4月中
旬在海南博鰲舉行的論壇，標志着博鰲亞洲論
壇迎來了成立十周年。參與者不僅在人數上超
過以往歷届 ，與會人員涵蓋的地區和國家範圍
亦超過往届。

實際上，2011年論壇的轉折意義表現在諸多
方面。這是中國前駐美大使周文重先生擔任新
一届秘書長後舉辦的首次盛事，加之來自金磚
國家和其他新興經濟體眾多領導人的參與，不
僅是對博鰲亞洲論壇年會十周年的共同慶祝，
同時標志着論壇走出亞洲，參與全球事務新

時代的到來。而在開幕前一天，在臨近的三亞
舉行了由巴西、俄羅斯、印度、中國和南非國
家領導人出席的首届金磚國家峰會（由于南非
加入，名稱有所更改），胡錦濤主席主持了會
議。他們幾乎都繼續參加了博鰲亞洲論壇年會
富有歷史性的開幕式。

下面我們將討論2011年論壇的重心如何從各
類國家經濟體的國情轉向作為發展中地區和全
球新興經濟體的亞洲這一既定利益集團上來。
自中國正式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十年來，亞洲
領導人已經就更為緊密的經濟合作展開深入探
討。地區間貿易和投資迅猛增加。各類活動的
開展和對經濟命運聯繫日益提高的認識已經促
成了一系列協議的產生，例如自由貿易等協議
已經使大部分亞洲國家的經濟發展邁向了共同
的方向和目標。

在博鰲亞洲論壇即將邁入第二個十年之際，我
們見證的博鰲亞洲論壇年會的一系列變化還具
有其他重要意義。首要的是，儘管在一定程度
上亞洲仍是論壇關注的重心，但全球新興經濟
體也參與了討論。今年的討論承認了E11國 
（在20國集團中占據席位的各大新興經濟體）
影響力和角色地位的日益提升。2011年博鰲
亞洲論壇年會期間，組委會發布了一份內容豐
富，覆蓋面廣，與論壇密切相關的新興經濟體
經濟研究報告，該報告由新近設立的博鰲亞洲
論壇研究院編制。

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之後，共同利益觀
和跨境交易投資的興起在亞洲及其他地區的新
興經濟體內部漸漸形成。與會者在開幕會議上
的所見所聞都鮮明地顯示出這一轉變。

出席2011年博鰲亞洲論壇年會
開幕式的各國活躍政要超過了
以往歷届，而且對于“求同存
异”的包容性發展的承諾從未
如本届這般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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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論壇開幕大會 - 轉折點
2011年的開幕大會，各國政要重磅登場，他
們是：胡錦濤主席，巴西、韓國、俄羅斯、南
非、西班牙和烏克蘭總統或總理、首相，以及日
本前首相兼博鰲亞洲論壇現任理事長福田康夫。

整體而言，各國政要的報告經重新調整，將注
意力更多放在了經濟體之間的關係上。對刺激
增長的短期應急手段的注意力已轉向均衡協
調、可持續發展的中長期調整工作上來。在某
種程度上，實現協調均衡和可持續發展的探討
往往有關個體經濟結構調整。

結合前一天舉行的金磚國家峰會來看，開幕會
議主題的這一轉變標志着金磚國家和E11國家
在未來全球對話中發揮更為協同的重要作用。
博鰲亞洲論壇年會結束不久，金磚國家領導人
廣泛表達的這一觀點就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新
一届總裁選舉過程中，從金磚國家的集體影響
力上再一次得到了體現。

此外，各國領導人表達了對發展模式的强烈興
趣，對中國改革進程中取得的成就深表敬意。
一方面，每位領導人都認可維持自由開放的貿
易和投資極為重要，並反對政治施壓，設立貿
易保護主義障礙。但在他們眼中，未來國內投
資將成為頗具影響的主題，尤其是基礎設施、
生產性資產、資源開采、教育和社會福利方面
的投資。

中國在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過程中取得的
矚目成就，以及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十年來始終
保持兩位數的增長速度已經證實了投資導向型
發展模式的好處，這個發展模式的重點應當放
在加强國家在全球競爭舞臺上的競爭力。

儘管大家對中國發展模式的成功表示敬意，但
胡錦濤主席和其他演講者也承認，這種增長模
式和速度不可避免地會帶來發展不平衡。解决
發展不平衡是未來的一項重大的使命性挑戰。
當前，較為嚴重的發展不平衡主要表現在機會
獲取的不平等，發展收益分配不公平，對環境
的負面影響，以及金融領域風險的增加。

各國領導人開幕大會上的講話闡述了促成本届
博鰲亞洲論壇年會探討包容性發展議題的主要
推動因素。胡錦濤主席重申支撑中國“十二五”規
劃的政策方向：即放慢速度，提高增長質量，焦
點放在改善全體國民的資源獲取機會和生活質
量。所有演講者均强調致力于綠色發展，關注
促進節能發展的政策和技術以及重視世界所面
臨的環境和氣候挑戰。而且，所有演講者均承
認需要保持各國金融行業運行正常，從而維持
良好的地區和全球金融體系。討論常常涉及到
貨幣問題、貿易清算以及人民幣海外擴張。

在很多方面，開幕大會也頗為贊譽中國通過調
度全國資源並始終適時投以帶動需求的發展模
式，這尤其是在基礎設施、固定資產和教育領
域，從而在全球經濟中取得重要地位。當各位
領導人一致認為必須改善國民生活水平和生活
質量之時，他們的焦點已經投向內需消費驅動
型乃至國外直接投資驅動型以外的增長辦法。

關注未來 - 國家競爭力與政府角色
全球化力量從未像今天這樣，將所有主要經濟
體的命運緊密地聯繫在一起。與此同時，競爭
力問題正在從企業層面上升到國家層面。即使
從單個行業來看，無論是可替代能源、外包業
務服務抑或生命科學等領域，國家經濟體的綜
合競爭力已經成為發展規劃的焦點。同時，要
成功進行全球化，維持自由、開放跨境業務活
動的益處，要求各國在尋求國家競爭優勢以及
探尋能為貿易、投資伙伴帶來共贏的互補性和
協同效應之間保持平衡。

在更大程度上，這一討論在包
容性的主題之上擴展至各國，
並明確闡述致力于新興經濟體
更緊密合作，從而穩定全球金
融體系，協調增長的承諾

福田康夫
博鰲亞洲論壇理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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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導人所計劃的各種國內投資重點旨在建立和
維持國家競爭力。

為了針對包容性發展主題啓迪才智，博鰲亞洲
論壇研究院推出了一份競爭力研究報告。研究
員們提議對亞洲國家的競爭力進行重新分析和
排名。該項研究在中國正式批准和公布“十二
五”規劃後不到一個月的時間發表，突出了邁
克爾·波特在有關競爭力開創性著作中所陳述
的重要觀點：國內繁榮由政府决定，通過使國
內市場在國際市場上充滿競爭力來得以實現。

金磚國家領導人對基礎設施和固定資產投資的
重視程度表明他們認可這一觀點，即使這些國
家將遵循適合本國實際情况的發展道路，毫不
誇張地說，我們看到這些重要新興市場的領導
人已經投向這種已經被中國實踐所證明的發展
模式。所產生的直接影響是贊同中央政府應當
直接或通過國有企業控制大部分國家財富，並
將這些財富用于投資生產性資產、交通和能源
基礎設施以及戰略儲存礦產和化石燃料等工業
資源。

第二大影響是政府的社會投資應當向教育傾
斜，尤其是中學和高等教育，而非醫療保健、
退休社會保障或就業保障。

博鰲亞洲論壇研究院推出的《亞洲經濟體競爭
力評估指數》參照世界經濟論壇（WEF）和
洛桑國際管理發展學院(IMD)分別于1980年和
1985年提出並不斷改進的模式而建立，試圖結
合經濟和社會中的“存量”部分，包括硬性可
衡量主題，如國家財富和基礎設施投資，同時
針對如人力資本和創新能力等軟資產對經濟前
景進行“增量”分析。

該指數旨在對五大類要素進行考量： 

商業和行政效率1. 

基礎設施2. 

宏觀經濟3. 

社會發展水平4. 

人力資本與創新5. 

根據重要性、靈敏性、穩定性和可操作性原
則，上述指標之下可細分為46個具體評估指
標。

透過博鰲指數看亞洲崛起
《亞洲經濟體競爭力評估指數》中所定義的亞
洲地區不僅包括東亞、東南亞和南亞還延伸至
中亞和中東，因此總共列舉了處于不同發展階
段的35個國家，包括金磚國家中的印度，但不
包括巴西、俄羅斯或南非。

在商業和行政效率方面，前五國是韓國、新1. 
加坡、以色列、日本和巴林。

在基礎設施方面，巴林位居第一，其次是新2. 
加坡、阿聯酋、香港特別行政區和日本。

在宏觀經濟實力方面，香港特別行政區位居3. 
第一，其次是新加坡、中國臺灣、阿聯酋和
韓國。

在社會發展方面，前五國是日本、以色列、4. 
香港特別行政區、阿塞拜疆和格魯吉亞。

最後，在人力資本和創新方面，中國臺灣位5. 
居榜首，其次是韓國、日本、以色列和香港
特別行政區。

儘管中國地區經濟體在指數排名中表現良好，但
本地區兩大金磚經濟體的排名相對要低一些 - 中
國大陸位列第11名，印度位列第29名。 

包容性發展的目標是增加國家財富以及改善居民
生活，這是國家在全球競爭舞臺上提升本國相對
其他國家競爭力的直接結果

根據2010年數據，在整體競爭
力方面，韓國位居第一，跟隨
其後的經濟體依次為中國臺
灣、日本、新加坡和香港特別
行政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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啓迪和實施
金磚國家領導人在2011博鰲亞洲論壇年會開幕
大會上所明確表達的承諾令人鼓舞，開啓了追
求中國實踐所證明的發展模式之門。中國大陸
曾經無疑是世界上最貧窮的經濟體之一，而經
過一代人的努力就發展成為世界上第二大經濟
體。

與此同時，博鰲亞洲論壇研究院競爭力指數衡
量了金磚國家和所有新興經濟體在實現發展最
終承諾 - 社會穩定和人民富裕過程中所面臨的
挑戰。會議討論確定了政府應發揮重要作用，
保持國家關鍵競爭力，以勝任中國“十二五”
規劃的提出的相應要求。同時，該指數指出，
在商業和行政效率方面（主要衡量政府政策和
監管的作用），中國和印度在35個國家排名中
分別位于第22名和第31名。在社會發展方面，
中國排名31位，印度35位。

正如胡錦濤主席所言，“亞洲人民有着推動共
同發展和建立和諧亞洲的共同使命”。與此同
時，領導人一致認為，亞洲各國和金磚國家從
社會秩序、自然資源、文化語言背景和多元化
到政治模式、發展水平甚至是發展目標上都有
着很大差別。在這一點上，他們贊同中國長期
以來對新興經濟體的表述以及2011博鰲論壇的
主題。

在未來兩年，金磚國家如何致力于團結以及新
興經濟體作為一個團體如何繼續發展。我們將
拭目以待。如果他們能够保持持續的團結和合
作，他們將成為一股强大的力量，重塑全球秩
序。如果他們按照2011博鰲亞洲論壇年會推
崇的發展模式順利向前發展，將對全球金融體
系、世界上最具全球性的跨國公司以及世界主
要金融市場和金融服務供應商產生十分重要的
影響。

還有一點顯而易見，儘管政界和商界領導人、
學術專家和國際經濟組織領導人反復提及中國
過去三十年改革巨大成功得出的發展模式、以
及對于全球經濟環境重大變化影響的較强的抵
抗力；但與此同時，中國領導人和全球其他國
家領導人都期望中國繼續進行發展模式的深度
變革。由此，與會者密切關注中國近期針對國
家增長模式轉變而計劃進行的改革和調整的相
關討論，包括對國家角色、社會資本角色以及
規劃本身角色的相關探討。

深度探索包容性發展
“包容性發展 - 健康、有序的增長”討論會由
中國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對外經濟研究所所
長張燕生主持，對該主題的基本原則進行了思
考。參與者為來自中國、印度和歐洲的政商界
領導人，包括博鰲亞洲論壇理事長福田康夫和
博鰲亞洲論壇副理事長、原國務院副總理曾培
炎。

該分會確定了如下幾項要點：

從個人、國家和國際的角度理解社會穩定； •

世界各地的人民都期望享有更高的生活標準 •
和質量；

世界各地的政府都在尋求穩定，這取决于人 •
民的期望是否得以實現；

包容性發展也體現了全球對自然的日益重視 •
以及需要尊重和保護我們的地球；

最大的挑戰是制定方法，確保全球化能够造 •
福于世界所有國家和人民；

借鑒歐洲經驗，實現亞洲各國更緊密的社 •
會、經濟和政治合作，是“亞洲一體化”發
展的關鍵；

鑒于亞洲國家比歐洲更加多元化的現狀，必 •
須制定符合亞洲國家特點的機制。

其核心在于新興經濟體通過合
作、協調和溝通可以享有共贏
機遇，但在這些共同立場之
上，應根據各自的獨特國情和
特點進行發展

亞洲領導人和金磚國家領導人
一再强調溝通、合作和共同發
展目的的重要性

包容性發展：共同議程與全新挑戰 博鰲亞洲論壇2011年年會報告 7



隨着自然資源的日益减少，創新和技術對可持續發展來說十分關鍵。這對亞洲國家尤為如此，因
為對有限自然資源日益增長的消費推動了經濟發展的快速前進。

分會上確定的幾大關鍵要點，在博鰲亞洲論壇年會的後續會議中又得到了更深入的探討，這體現
出包容性發展理念在未來經濟、社會、環境、外交以及政治發展中的核心地位。

曾培炎
博鰲亞洲論壇副理事長

有效采用技術和創新成為該地區的頭等優先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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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仿中國國民經濟發展調整
顯而易見的是，在政商界領袖在博鰲亞洲論壇
年會期間針對發展模式進行的探討中，中國所
開拓的以投資為引導的發展模式，其水平達到
了前所未見的程度，得到了廣泛推崇。中國對
于基礎設施和工業現代化以及產能的高水平投
資，創造出了一個極富競爭力的生產基地，其
作用已經隨時間顯現：强勁的商品增長滿足了
出口和國內需求。

舉例來說，中國的經濟已經達到了可觀的規
模，但金融服務的多樣化以及金融監管的一致
性和力度却發展較為緩慢。因此，“十二五”
規劃將金融監管和金融服務列為重點發展目
標。

本報告下一部分彙集和總結了有關中國調整後
增長計劃的一些主要分析。

隨着“十二五”規劃在2011年3月份出臺以及
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發改委）公布相關行
業重組和外國投資指導目錄，中國充分提供
了領導層對于可持續新發展模式意見的公開信
息。

自1953年起，中國已經制定了多個五年規
劃，“十二五”規劃是其中最近一期規劃。起
止時間為1976-1980的“五五”規劃開始了中
國的開放過程，後續規劃繼續開放過程以及國
有企業改革和戰略行業重組。“十一五”規劃
開始注重優質和平衡增長，這也是“十二五”
規劃的焦點所在。

“十二五”規劃分為三部分：總戰略、產業規
劃和地區規劃。

這些是包容性發展主題的要點所在。

同時引入關注能源、生物技術、信息技術和製
造業的七大戰略行業以滿足國內需求並建立市
場主導的出口平臺。

地區規劃强調中國主要經濟區域不同的發展階
段和需求，設定提高農業產量的持續目標，突
出加速城市化的需要、改進能源管理、打造物
流基礎設施以及緩解收入分配不均和生活水平
的巨大差距。

“十二五”規劃第一次解决香港特別行政區發
展相關問題。

農村居民發展較慢的問題通過兩種方式加以應
對：强調加快提升農業產量以及呼籲加快城市
化發展。這並非脫離鼓勵發展大陸各地工商業
中心的十年政策，而是在規劃中將其更加明確
化。規劃提出的期望是將中國已然很高的城市
化比率翻番，以推動更為有效地利用耕地，持
續投資城市基礎設施以及提升中國作為生產基
地的整體競爭力。

“十二五”規劃是自“三五”規劃
（1966-1970）以來第一次着重强調改革農
業，反映了一些關鍵優先任務的改變。雖然鄧
小平的改革實際上始于農業，但2007年以來全
球食品價格高居不下，國家領導人强調需要加
快農業產量的提高。

對“包容性發展”的理解

博鰲亞洲論壇年會有關發展模
式的討論前提是新興經濟體的
快速增長勢必會導致不平衡，
但從長遠來看，暫時的不平衡
會加快增長並使全體居民受益

產業規劃部分指出中國發展高端製造業以及供應
鏈成本合理化或市場化的目標，包括商品和能源
的基本投入

總戰略部分提出包容性發展的目標，即解决長期
失衡問題，以較慢速度進行更高質量的可持續發
展，整合行業，改善監管和執法以及降低未來增
長的能源强度

包容性發展：共同議程與全新挑戰 博鰲亞洲論壇2011年年會報告 9



近期對水資源管理、土壤破壞、化學殺蟲劑和
除草劑的過度使用，從農田到城市開發的大規
模土地使用轉換以及基本穀物產品日益依賴進
口的擔憂，促使農業現代化成為一個關鍵的發
展主題，這與加速城市化密切相關。主要措施
包括：允許更加自由和更加商業化地交易土地
使用權，以進行合並和大規模農耕。措施還包
括以更為有機的方法開展農耕，加强改善穀物
和動物基因的科學研究，在食品供應鏈的各個
環節進行更加徹底的檢驗和安全監督。

規劃之是與不是
“十二五”規劃雖然積極設定廣泛目標，並詳
細列舉了中國作為一個整體還未能實現所需結
果的各個領域，包括能源、水利、社會發展、
技術、監管、資本效率或基礎設施。但並非任
何意義上的投資或預算承諾。

作為各領域列表，發改委發布兩個現行指導目
錄：發改委產業結構調整指導目錄和外商投資
產業指導目錄（2011年本）對其進行補充。
每個目錄都列舉了鼓勵、限制或禁止的具體項
目，與財務無關。這是與中國行業協會、農業
組織和研究機構密切協調的合成結果，由此一
來，目錄具有技術針對性，代表了中國主要行
業優先級別最高的發展任務。

發改委目錄列單與“十二五”規劃確定的七大
戰略行業密切相關，涵蓋了從水資源保護到金
礦尾礦回收再到高精度加工的廣泛方面，不涉
及具體項目、預算、規模或數字目標， 但指出
了亟需內容詳情，例如，發改委目錄的機械部
分詳細說明高科技加工、生物科技以及新材料
戰略行業硬件和軟件方面所需的改善。

以下是目錄構成的部分列單：

提取工業 •

非金屬礦業相關物質和加工 •

主要化工和化學產品 •

藥品 •

電力、煤炭氣化和水生產 •

發電、電力存儲、配電和控制設備生產 •

運輸設備和設施，包括新能源汽車、組件、 •
鐵軌等等

專業機械（包括能源相關機械） •

有色金屬熔煉和鑄造行業 •

金屬產品 •

金屬提煉、鑄造、礦產和能源開采、新能源 •
產品等所有方面相關的基礎機械

平衡國家投資、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
在包容性發展的總體主題下，規劃致力于深化改
革和提升國內消費在未來增長中的地位。現有衡
量標準顯示，超過百分之五十的中國固定資產投
資用于房地產開發。目前有關硬着陸和軟着陸討
論的焦點在于如何以及何時有力减少中國在全球
危機之後進行的高水平固定資產投資。

對固定資產投資的依賴已經引起了廣泛擔憂，數
據顯示資本邊際產品也呈下降趨勢，伴隨着對國
家支持的固定資產投資的依賴以及持續高水平的
國家定向資金，所投資資本的效率也在下降。 
（國內生產總值每增長人民幣1元就需發放人
民幣4.3元的新貸款，由此可見投資增長比率很
高。）博鰲亞洲論壇年會結束後數月，我們已
經看到，財務部和中國人民銀行等中國金融監
管機構采取眾多措施來降低信貸規模和抑制固
定資產投資增長，尤其是在基礎設施和房地產
領域。

儘管如此，國家和基礎設施投資仍將在經濟發
展中繼續扮演重要角色，而且無論以何種標準
衡量，中國未來五年規劃中的總體固定資產投
資目標規模十分驚人。

表單首先是保障房計劃，承諾在規劃截止之前
建造3,600萬套保障房，其中1,000萬套在2011
年11月份之前開工。

就大型投資要求而言，規劃所設定的重大計劃
組成包括：

住房

建造3,600萬套保障房  •

交通

新增高速公路里程8.3萬公里 •

建設42個全國性綜合交通樞紐 •

在至少20個城市建立新的城市軌道系統 •

10



新建高速鐵路2.8萬公里（覆蓋50萬以上人口 •
城市）

新增萬噸級及以上深水泊位440個 •

新建8個大型機場 •

能源 

建成330千伏及以上輸電綫路20萬公里 •

輸油氣管道總長度達到15萬公里左右 •

開工建設水電1.2億千瓦 •

新建沿海以海上風電裝機7,000萬千瓦 •

開工建設核電4,000萬千瓦 •

建成太陽能電站500萬千瓦 •

10座大型煤電基地 •

5座大型油氣基地 •

一般而言，幾乎所有大型中央項目都需要地方
政府的巨大投入。以保障房計劃為例，擬定的
人民幣5,000億元政府投入分為人民幣2,000億
元的中央投入和人民幣3,000億元的地方投入。
考慮到這種預期，地方政府的債務狀况與這些
項目的資金討論密切相關。中國國家審計署估
計，截至2010年年底地方債務高達人民幣10.7
萬億元，占2010年國內生產總值的百分之二十
七，其中百分之八十的債務來自銀行貸款。超
過百分之五十的債務將于2011年至2013年間到
期。中國銀監會估計百分之五十債務投資項目
所產生的收益不足以償還貸款。

全部實現這些目標是平衡地方與中央政府的資
源分配的需要，因為對本地政府的收入利用份
額的日益增長（目前占約百分之二十五），已
經成為近幾年的發展趨勢。博鰲亞洲論壇年會
有關地方發展的非市場壓力、高水平的土地轉
換以及土地使用轉讓成本的快速膨脹與地方政
府的收入問題密切相關。

其次，需要建立資本渠道將中國的資源從高流
動領域（包括眾多國有企業）重新引向關鍵需
要領域（不僅包括地方政府，還包括私有領域
和中小企業）。最後，如果國有和民營企業要
有充足的資源維持長期發展，就必須加强中國
所投資資本效率，實現降低資源密集度的宏偉
目標。

國際視角 - 行動與相互影響 

在一場由中國常駐世貿組織大使易小准主持
的，名為“中國融入世界：分享共贏的十年”
的分會上，包括來自中國、南非和印度的幾位
部長，以及美中貿易全國委員會會長對于中國
邁向這一目標的角色和態度進行了審視。

易小准
中國常駐世貿組織大使

從開幕式到整個大會都對國與國之間的發展性質進
行了廣泛討論，尤其是如何避免輸贏模式即以犧牲
一個國家的利益為代價換取另一個國家的繁榮

在中國改革期間，中國一直扮演着東亞和東南
亞聯盟國家生產製造的巨大價值供應鏈組件的
最終裝配國角色，因此中國的繁榮富强有利于
整個亞洲的發展。自全球金融危機以來，世界
各國領導人都在關注中國，中國在危機中表現
出强勁的發展勢頭，在帶領世界走出經濟低迷
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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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分會重點關注中國加入世貿組織，强調加入
世貿組織實現了平穩開放，從而為中國自身以
及世界其他經濟體和企業帶來了有意義的發展
機會。在中國加入世貿組織的十年裏，出口增
長了4.9倍（中國成為世界上最大的製造國和出
口國）， 中國的國內生產總值增長了逾百分之
三百。此外，最近幾年，進口以高于出口百分
之五至六的速度快速發展。

此外，世貿組織主要涉及貿易，自然也鼓勵投
資，中國相關的國際資本投資總額已經超過1
萬億美元，境外投資增長迅速（在2010年超過
590億美元）；中國的對外援助大幅增加，表
明其作為全球主要貿易和商業力量的地位日益
强大。

正如分論壇所指出的，重點是需要維持全球的
自由貿易以及需要抵制保護主義的政治壓力，
尤其是現在。有鑒于此，參與分論壇的中國成
員表示，展望未來，中國希望利用世貿組織成
員資格提升區域貿易協作、改善外國企業投資
中國市場戰略行業的環境、提高中國企業開拓
海外的市場定位以及夯實和多元化自身的國際
貿易網絡。

這些中國目前對未來數年所持期望的表述與“十
二五”規劃中對貿易和投資趨勢的相關看法完全
一致。

夏爾瑪
印度工商部部長

戴維斯
南非貿工部部長

陳德銘
中國商務部部長

傅强恩
美中貿易全國委員會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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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鰲亞洲論壇2011年年會的一大亮點是亞洲和金磚國家領導人齊聚一堂，詳細並清晰地對比各國
的發展模式。過去十年，所有這些國家均發展迅速，並將繼續保持强勁增長。每個新興經濟體、
亞洲和金磚國家仍然面臨維持高增長率的挑戰，這些挑戰涉及到全球和國內因素。

對于後者而言，能源效率和環境保護被視為發展模式的核心要求。這是與往年相比的重大變化，
是關注重點從量到質以及實現國內生產總值高增長目標的部分轉變，最終將提高新興經濟體國家
居民的生活質量。

金磚國家和亞洲新興經濟體各國情况不同，導致截然不同的經濟發展方式，這很難予以概括。其
中最重要的是人口和資源因素。中國不僅人口最多，而且在耕地和石油天然氣資源方面也最受挑
戰。巴西農地和石油天然氣資源充足，但人口和文化極富多樣化。俄羅斯能源豐富，但需要大力
開發投資資源，以應對升級工業基地的巨大挑戰。印度人口數量僅次于中國，人口增長速度超過
中國，文化和語言差异極大。印度亟需加强基礎設施投資建設，加快工業和農業的潜在發展。

增長質量是所有領導人一貫的關注重點。增長質量通常是指經濟、
社會和環境的可持續性。

國家發展模式

包容性發展：共同議程與全新挑戰 博鰲亞洲論壇2011年年會報告 13



金磚國家中的企業模式大不相同，但强效改革與增長被所有企業認為是可持續發展的關鍵所在。在
中國，兩大事件了引發人們重新關注國有企業、民營企業和外資企業在經濟中的的整體角色。這兩
大事件是為國有企業創造大量定向貸款的經濟刺激以及隨後導致民營企業資金短缺的信貸緊縮。

有關中國民營企業的主題一直是近幾年博鰲亞洲論壇年會討論議題的重要組成部分，尤其是民營
企業成長的資金支持、人才爭奪以及民營企業進軍海外的前景。“十二五”規劃對中國的三種所有制形
式 - 國有企業、民營企業和外資企業均設定了預期目標。相比以往的規劃，“十二五”規劃對民營企業和
民營資本的角色進行了更加清晰的定義，尤其是為加快發展而確定民營資本在與能源、生物科技、
信息技術和高科技製造相關的七大戰略性高科技行業中的角色。

中國的發展模式獨具特色，其國有經濟、民營經濟和外資經濟份額巨大，作用突
出，這是無可置疑的。過去的20年間，這三大部分的相互作用一直是熱點議題，並
不斷演變。

成長中的企業

陳峰
海航集團董事長

保育鈞
中國民營經濟研究會會長

朱雲來
中國國際金融公司總裁

曹德旺
福耀玻璃工業集團董事長

蔣錫培
遠東控股集團董事局主席

周曉光
新光集團董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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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壇的一個討論組集中探討了民營企業海外擴
張的重要性及所面臨的挑戰。“民營企業的全
球化挑戰”分會由《英才》雜志社社長宋立新
主持，會議認為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的海外擴
張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經歷幾番反復。討論
組不僅討論了政府需要取消某些影響民營企業
走向國際的行政障礙，而且還探討了政府需要
提供支持幫助民營企業走向國際。討論組一位
成員認為“政府必須加强對民營企業的中央支
持，以支持國有企業的力度推動民營企業的全
球戰略。”與此同時，討論組承認民營企業必
須合理評估自身能力，慎重對待擴張，而不要
指望在短期內實現全球化。

在一場由中國民營企業家參與的研討會上，深
度探討了企業發展和走向國際所面臨的挑戰。
企業家所表達的關鍵意見包括在獲取擴張資本
並通過必需的行政流程轉換人民幣資本用于海
外擴張時所存在的挑戰。此外，民營企業與國
有企業持有相同的看法，即他們需要對海外市
場的更多瞭解和經驗，以加快整個進程。

博鰲亞洲論壇2011年年會舉辦之後，中國內地
以外人民幣市場的發展大大增加了國有企業和
民營企業進行海外收購的機會，例如在香港特
別行政區，如果賣方接受，人民幣可用于資本
投資。中國大陸高級官員在近期訪問香港特別
行政區時宣布中央政府大力支持利用內地以外
的人民幣市場獲取資本並進行此類交易，這將
有助于加快開展潜在收購交易。2010年，中國
大陸民營企業達845萬家，注冊資本共計人民
幣19萬億元（合2.9萬億美元），其中2萬家為
有限公司。他們對中國的增長，尤其是服務行
業的就業機會增長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中
國的民營企業被認為在基礎工業（如因工廠生
產價格低、市場規模大和規模經濟的低端製造
業）較有優勢。相比之下，發達國家的企業在
技術、較高消費需求以及更有價值的市場機會
方面占有優勢。

陳建明
德勤中國華北地區主管合伙人

盧伯卿
德勤中國首席執行官

中國民營企業應該意識到儘管他們對大多數全球
市場而言是新來者，但他們可以為這些市場做出
獨特的寶貴貢獻，因此應對他們的擴張業務充滿
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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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渠道和股權市場
金融發展一直是博鰲亞洲論壇年會的核心主
題。今年，有幾場討論會專門探討資本市場、
股權投資基金、金融監管以及投資相關的風險
識別。

中國再次成為討論的關注對象。

大中華區資本市場經歷了前所未有的增長和多
樣化時期。就在5年以前，香港特別行政區仍
然是企業在鄰近地區首發上市或募集增長資本
的唯一可行的證券交易所。儘管上海證券交易
所早在1990年就已建立，但內地的限制性資本
環境使其在這20年的大部分時間裏緩慢發展。
直到21世紀初始，資本渠道多元發展，投資機
會充分增加，上海（之後是深圳）證券交易所
才得以打破其靜態限制。之後，隨着創業板市

場的開板，內地人民幣市場的整體覆蓋範圍明
顯擴增。

起初尋求上市（國內或國外）的中國企業都是
大型，多數是國有“龍頭”企業，具有充足
的資源在香港或其他地方上市。但是，隨著企
業、私有或個人投資者支持的成功中小企業越
來越多，對更加多樣化、更加靈活證券交易所
的需求陡然增多，這些公司可以在這些交易所
公開上市，並且尋求急需的擴張資本。尤其是
當更多成熟的私募股權投資者尋求退出其在內
地投資組合公司的不同機會時，他們期待香港
證券交易所以外的選擇。

2011年，由於受到全球經濟持續低迷和投資
者信心不足的影響，中國IPO市場募集資金總
額顯著下降，但依然保持全球第一的領先地
位，IPO數量達到277起，募資總額近450億美
元。但是，中國股市經歷了大幅震盪，滬指下
跌百分之二十一點六八，深證綜指下跌幅度達
百分之三十二點八六。然而近期市場的一些變
化 - 如海外上市難度持續加大，以及RQFII的推
出（允許合格的境外投資者在香港市場募集人
民幣基金投資大陸債券市場和股票市場），也
許將增加投資者對中國A股市場的關注度。

最近三年，中國所發生的最顯著變化之一就是資
本市場的擴張、股權投資基金的快速增長，以及
信托和其他參與者在中國資本鏈上的出現

圖1：2005-2010年大中華區主板與創業板增長

資料來源：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深圳證券交易所、上海證券交易所、中國內地創業板

香港聯交所交易量 香港聯交所創業板交易量 上海證交所交易量
深圳證交所交易量 中國內地創業板交易量

香港聯交所價值 香港聯交所創業板價值 上海證交所價值

深圳證交所價值 中國內地創業板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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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主板之外，創業板支持的增長市場的重要性
與日俱增。創業板是納斯達克風格的交易所，
旨在為中國的中小企業提供募資的可選平臺，
其上市要求低于上海和深圳主板。從國家戰略
角度而言，中國創業板强調發展和支持新興和
戰略行業的企業，即高成長、高科技或服務型
企業，有助于减少國家對外國技術的依賴。

表1：上海、深圳和創業板主要上市要求對比

上海和深圳證券
交易所

中國內地創業板

盈利年限 >3年 >2年

資產 >人民幣3,000萬
元（合460萬美
元）

>人民幣2,000萬
元（合310萬美
元）

總股本 >人民幣5,000萬
元（合770萬美
元）

>人民幣3,000萬
元（合460萬美
元）

資料來源： 中國創業板、Origo

目前，中國創業板的發展歷史十分有限，難以
真實評估投資者的實力或其作為中國企業可持
續增長來源的壽命。獲取上市批准的兩年等待
期似乎肯定了監管機構將另類投資市場的案例
牢記于心。

對任何一個發展中經濟體而言，增長的中堅力
量是中小企業。但是中小企業却受到限制，因
為他們很難進入市場獲取幫助他們實現增長潜
力的資本。由于他們普遍比較年輕，還處于成
長階段，這些企業缺乏進入市場和長期競爭的
資本，並缺少盈利年限，難以吸引投資者。值
得注意的是，新興企業依賴內部資本的程度，
這些資本通常通過非正式投資網絡獲取，某些
情况下，依賴來自“灰色”信貸渠道所獲取的
極其昂貴的資本。

一些討論組專家認為，中國在未來幫助這些企
業的最佳方式是確保中小企業能够獲得充足的
資本，而投資者能够充分接觸公司 - 這些可以
通過資本鏈多樣化來實現，包括創業板的發
展。

臺灣施行放寬中小企業上市限制的創新方法，
即成立類似于創業板的新櫃市場。只要有2家大
型企業推薦一家中小企業或高科技企業上市，
對未來交易或盈利的限制就會很少或者沒有。

中國創業板未來發展必不可缺的是與創業投資/
私募股權行業的關係，正如美國的納斯達克一
樣。由私募股權投資的優質企業是絕對標準，
正如一位討論組專家所言，對這種很大程度上
不證自明的現象無需說明 - 酒香不怕巷子深。
比如，納斯達克的有效性在于使這些企業上
市，為他們提供了大量的發展資本，並為上市
前的投資者提供退出渠道。另一方面，這種方
式也有一些弊端，就像美國互聯網泡沫一樣，
這些資金儘管成功上市，但當他們試圖盈利的
時候可能會碰壁。

眾多問題相互交織，重塑世界資本市場。隨着
資本市場和許多公司向投資者一般提供的報告
和信息需要經過審查，監管日趨收緊的趨勢更
加明朗。這就可能導致世界各地的中小企業尋
求更多的本土資金來源或至少是更多的地區來
源，與十多年的金融活動全球化背道而行。

考慮到這種可能性，瞭解中國創業板長期在支
持中小企業成長以及中國經濟發展中扮演的角
色就十分重要。中國大陸、香港、臺灣以及人
民幣影響力日益增强的亞洲地區相互邊界之間
的資本賬戶活動的合並將有怎樣的發展？

除了為企業的業務模式提供資金外，創業板積
極幫助這些企業的影響和能力將不可避免地帶
動更高效的資源分配。這對中國這樣一個大而廣
的消費市場而言是不可或缺的。這種資源分配有
其客觀需求，中國內地創業板在推動這種需求
的同時對整個中國經濟以及中國以外的經濟產
生了深遠的影響。中國內地創業板可以提高資
本效率並推動大規模企業發展，在構建中國真
正成熟綜合的技術市場方面發揮重要作用，這
與納斯達克在美國所起的作用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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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服務 - 貨幣和金融產品
由紅杉資本沈南鵬主持的“私募股權與創投資本：成長的煩惱”研討會探討了股權投資基金的功
能、擴張和挑戰。討論組專家包括中國和外國企業的高管，他們認為隨着個人亟需新投資選擇，
企業尋求資產組合多樣化，股權投資在中國的增長前景將十分强勁。

在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之前，中國開放金融服務行業的壓力已經日益增大。外國政府和私人機構
等施壓改革 - 比國家先前實施的更快速、更深入、更廣泛的改革。私人機構的壓力部分來自該行
業的潜在外國投資者，但也有來自國內要求改善整個系統資本分配以及為資產所有者提供更好的
投資選擇和回報的壓力。

中央政府最初是所有經濟活動的唯一所有人和投資人，而現在金融服務和產品的大規模自由化已
然明確，有些金融服務和產品甚至在監管相對鬆散的快速發展道路上充滿活力。

李斯閣
沃爾瑪前全球總裁

趙令歡
弘毅投資總裁

John Studzinski
黑石集團高級董事總經理

斯蒂夫·霍華德
全球私募股權聯盟副主席

胡祖六
春華資本創始人、董事長

賀馬汀
安佰深全球首席執行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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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全球金融危機爆發以來，中國在放寬資本市場和金融服務限制方面采取更為嚴格的管制，贏得
了廣泛尊重。中國選擇的逐步、謹慎的擴張道路確保中國市場不易受到複雜 - 也許過度複雜的 - 
在西方市場迅速發展並最終瓦解的金融工具所產生影響的傷害。危機對中國的主要影響是出口的
急劇下滑，而不是銀行業系統的危機。

但是隨着愈來愈多的消費者需要金融服務，眾多投資者需要多樣化的金融產品來保管自己的財
富，以及大批的企業尋求發展資本，中國將繼續自由化進程。刺激計劃將大量資金注入國有企
業，但他們的核心業務一般不需要投資資本，注入國有企業的資本可能使金融投資成為他們業務
的一大部分。當地政府也是同樣的情况。所以，市場經歷了股權投資基金、地方融資平臺和其他
新的金融服務供應商的迅猛發展。

例如，2010年成立68只人民幣計價的私募基金，而2009年該數字是21；2010年成立12只外幣計
價基金，而2009年該數字是9。與早年的區別十分明顯：2007年成立31只外幣基金，人民幣基金
僅為20只。情况發生明顯的轉變，外資投資者不再是主導力量。近幾年涌現了大量由家族、本地
政府或企業支持的股權聯合投資，可能有3,000家之多。國內並購活動的顯著增加體現了這種向國
內參與者的轉變，根據官方數據，在大多數時間裏國內並購活動遠超過境內外並購活動，比例達
10:1。

人民幣基金的快速增長標志着大中華區的金融產品和服務走向多樣化。過去三年間
涌現了大量多樣化的人民幣股權投資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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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隨着國內基金越來越多，他們的投資趨向更
小的金額和更短的持有期。越來越多的小額基
金當然趨向更大數量的小額投資，而這些小額
投資大部分是由人民幣基金來源主導的。這與
中小企業在中國經濟增長、技術和運營創新和
主導地位中的與日俱增的重要性是一致的。這
些中小企業已經成為國內競爭的主要參與者，
亟需發展資本。那麽，人民幣股權投資基金會
為他們提供資金嗎，或者他們會擴張發展以獲
取越來越多的資本嗎？答案都有可能，這是健
康的共生關係，應予以鼓勵。

圖2：按貨幣劃分的新私募基金對比情况

資料來源：Thomson Reu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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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募基金行業幫助企業走出去，並緩解中國以出
口為主導的發展模式，將是轉變中國整體經濟增
長模式的重要組成部分

研討會探討了中國股權投資的幾個關鍵問題。
中國的私募股權行業需要克服諸多挑戰。在這
些挑戰中，一個長期問題是關于提高基金及其
持有期的生產力，以在長時間裏創造可持續的
高收益回報，這是有限合伙投資者所期望的。
另一個相關問題是搜索人才，構建合格的團
隊，適當地管理大型基金下的許多項交易。討
論組特別注意到人民幣基金在中國占據主導地
位的重要性，認為如果私募基金在中國發展，
必須得到國內基金的支持。

私募基金還可以為中國多個不同行業增創價
值 - 幫助推動研發創新，並成為多個不同服務
行業的資本來源。

人民幣的國際角色
擴大的金融服務版圖中另一個具有關鍵影響力
的部分是人民幣國際角色的快速發展。對中國
貨幣國際角色的關注與日俱增，並且與全球矚
目的美元實力相關聯。貨幣問題是近幾年博鰲
亞洲論壇年會的關注焦點，包括討論特別提款
權以及其他貨幣替代美元作為儲備貨幣和主要
的交易貨幣，還包括討論世界是否將存在幾大
不同的貨幣區：美元區、歐元區以及可能的人
民幣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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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一年多的時間，人民幣計價的公司債券在香
港迅猛發展，為貿易結算和海外投資提供資
金，以及流回內地為獲批的外國直接投資項目
提供資金。這類債券市場在非正式的情况下被
稱為“點心”市場，自從第一隻公司債券發行
以來，在2010年至2011年期間熱情高漲。自
2007年，財政部和國有銀行在香港出售人民幣
債券，隨着公司發行的批准，人民幣債券邁進
了一個新階段。截至2011年中期，共發行債券
人民幣1,400億元，香港流動資金池為人民幣
5,500億元，超過香港特別行政區所有銀行存款
的百分之八。預計2011年底，香港特別行政區
的人民幣將達到人民幣1萬億元。

香港特別行政區的人民幣活動最初主要是貿易
結算，但是，自今年初鼓勵並批准使用人民
幣，有時稱為香港特別行政區離岸人民幣，進
行資本交易。2011年3季度，李克强和其他政
府高官出訪香港，進一步强調了離岸人民幣除

作為貿易結算貨幣外還可充當投資貨幣。同時
明確了人民幣從香港特別行政區移往中國大陸
的相關規定，滿足經審批外國直接投資項目的
資本要求。財政部還宣布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發
行人民幣200億元的自由債券。

2011年，香港特別行政區的人民幣金融產品
市場發展迅速。2010年共發行11只外國公司
債券，募資金額人民幣54億元（合8.3億美元）。
典型案例包括目前發行兩隻債券的卡特彼勒公
司，以及麥當勞和大眾。外資公司在該市場上
的利益迅速攀升。發行基金的利率大大低于從
內地銀行借貸的利率，而香港特別行政區發行
的人民幣具有一定的信譽。新加坡亦發行了首
只人民幣基金，並計劃在將來推行更多的人民
幣產品。這些發展的諸多方面體現了中國境外
首次大規模人民幣金融產品的發展。在香港特
別行政區發行人民幣債券的主要銀行是外資銀
行。 

中國銀行業官員近期發表的决策和聲明確保香港特別行政區市場和香港特別行政區
投資者可以相對自由地采取跨境資本賬戶活動，推動境內外投資

圖3：人民幣債券發行總價值（人民幣10億元）

資料來源：香港金融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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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發行商組合發生了明顯的轉變，2008年商業銀行和政策性銀行主導市場。到2011年，儘管
商業銀行仍是主要參與者，但企業、主權銀行以及超國家組織（較小程度）亦發揮重要作用。

展望未來，據傳私募行業的高盛、3i、中國國際金融有限公司和弘毅投資正在尋求發行人民幣基
金，許多其他企業可能跟風。在公司方面，麥當勞、宏利人壽等企業似乎正在考慮進一步發行債
券。

關于中國放開資本市場的任何討論很自然地重點討論人民幣國際化角色以及如何定位人民幣，以
重塑中國經濟和中國未來在國際金融市場中的地位。人民幣國際化，雖然其實施和影響在某種程
度上仍有爭議，但對中國的發展至關重要。中國貨幣應當具有與其經濟實力相一致的國際影響
力，這點可以通過很多方式予以實現。

圖4：按行業劃分人民幣債券發行（交易量）

資料來源：Thomson Reuters, Press 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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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為止，中國尚未强調人民幣作為儲備貨幣
的潜力，可能是出于貨幣管理的國際義務。中
國聚焦的戰略將提升人民幣在離岸市場和大型
交易中的使用。中國在提升人民幣在香港特別
行政區和臺灣地區的使用方面做得尤其出色，
在這些地區形成了巨大的積累，並在東南亞和
中亞，甚至俄羅斯，逐步獲取地區利益。貿易
結算是人民幣實現國際化角色的首要目標，根據
香港金融管理局數據，2011年1-6月，香港銀行
處理的人民幣貿易結算高達8,040億人民幣，而
2010年全年該數字為人民幣3,690億元。

由于中國全球借貸和外國援助不斷增加，以及出
口成品和進口原材料的歷史性依賴，人民幣超越
國家或甚至地區的擴張對增長有著顯而易見的
優勢。與此同時，警示中國貨幣的國際目的十
分重要。中國對人民幣設定的許多目標將要求
部分國際貨幣體系的某些改變。更國際化、更
具影響力的人民幣將對世界和中國產生深遠影
響，可能都是積極的影響。從短期來看，中國
持有前所未有的美元儲備並持續買進，肯定將
降低其對美元的依賴。此外，中國的很多優質
企業，無論是私營還是公有，都將使用人民幣
作為首選貨幣直接進行海外投資，而之前已經
提及，這將加快境外投資。

但是，對中國而言，最有形的優勢可能是人民
幣國際化將使中國在國際金融體系中具備一定
的影響力 - 與中國的經濟規模相一致。這種轉
變將進一步推動官方機構刺激國內外需求，預
示着當前進出口增長模式的終結轉變。

人民幣真正實現國際化的道路不會簡單化，也
不會直綫型。中國獨特的經濟模式 - 嚴重依賴
進出口、國內需求薄弱，大規模持有外匯儲備 - 可
能會明顯轉變，使人民幣在國際上更加暢行。在
短期內我們有理由保持樂觀態度，中國到目前為
止已經取得了重大的戰略進步。但是，要放開資
本賬戶管理還有諸多方面的壓力。近期的迹象
表明壓力已經顯現，最初會體現在大中華區獨
立的貨幣地區範圍內。

十年來，中國不願開放資本賬戶和人民幣貨幣貿
易帶，這與最近兩次金融危機，尤其是1997-98
年亞洲金融危機所造成的毀滅性影響有關。泰
國、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等國的貨幣對大規
模貨幣流通完全開放，允許短期資本流動，造
成外匯價值驟降。但中國經濟現狀與這些國家
當時狀况截然不同而且更加强大。即使人民幣
越來越多地被貨幣貿易商使用，而且現在有更
多的實際渠道在中國境內外流通大量人民幣，
中國擁有3萬億美元的外匯儲備。世界上沒有任
何的貨幣投機家會質疑中國防止短期資本流動
的意願和能力，所以目前進一步自由化的風險
相當低。

但是，儘管速度加快，監管機構仍可能采取漸
進方式，采取向外資銀行發行特殊債券等步
驟，允許他們持有人民幣儲備，或增加香港和
新加坡（或其他地方）的人民幣互換貨幣信貸
額度，他們可能會加快流程。

金融中心的作用
毫無疑問，正如之前提及的，金融產品的多樣
化和人民幣的國際化都離不開大中華區金融中
心與日俱增的重要地位。

2010年全球近一半的IPO發生在大中華區 
（百分之四十四）- 香港特別行政區、上海、深圳
和臺灣證券交易所。而歐洲約占百分之三十三，
美國約占百分之十五。在價值方面的趨勢更加明
顯，2010年在大中華區交易所上市的企業募集到
全球融資資本的百分之五十六（129萬億美元），
而歐洲該數字為百分之十五（34萬億美元），美國
為百分之十七（39萬億美元）。 很明顯，除了擁有
海外上市的金融和信譽實力，中國企業在國內的
市場選擇也越來越多，允許他們在資本渠道方面
有着前所未有的靈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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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2010年前兩大IPO均發生在大中華區，
表明該地區企業和股票市場與日俱增的重要
性。中國農業銀行在香港上市募資221億美
元，占年度全球IPO總價值的百分之九（超過
中國工商銀行上市籌集的創歷史記錄的219
億美元）。第二大IPO項目是在香港上市的友
邦保險集團（亞洲人壽巨頭），募資205億美
元。前三大IPO項目（第三大是美國的通用汽
車）的總融資金額占2010年全球的百分之二十
五。

上海是典型範例，在2009年已經宣布城市轉
型。作為中國經濟的早期樞紐中心和重要的社
會發展場所，上海已經準備下一次的轉型，到
2020年成為國際金融中心。作為遠東金融中心
的歷史先例，上海市政府已經開始致力于構建
具備全球吸引力的金融體系，鼓勵商業銀行、
證券公司和保險公司、基金管理實體、以及信
托、期貨和金融借貸企業在上海經營。此外，
打造可以與任何國際金融中心相媲美的金融

產品；這些產品和服務包括股票、債券、貨幣
和外匯市場、商品期貨市場、場外金融衍生品
市場、以及黃金和產權市場。上海近些年來一
直處于一些重大金融改革的前沿，包括合格境
外機構投資者（DFII）和合格境內機構投資者
（QDII），都是為跨境資本交易提供法律渠道
的試行方案。

每年上海都會舉辦一些重要活動，包括上海國
際金融咨詢委員會會議和陸家嘴論壇，就全球
金融中心的發展需求與來自國內外的專家交流
觀點。此外，正如上述所言，香港特別行政區
的人民幣發展迅猛，因此上海還向香港特別行
政區學習發展經驗。香港特別行政區近期的一
些嘗試，如允許香港特別行政區居民直接跨境
投資內地證券市場的“迷你-QFII”，將為上海
可能即將采取的自由化步驟提供試行參考。

其他省級或次區域的金融中心，如天津、重慶
和南京，已經開始出現並有助于推動自由化。
省級或市級對改革試行方案的支持可能有助于
試水，並引領國內外大型金融機構所在的國家
金融中心的大規模改革。

圖5：2010年全球IPO價值（10億美元）

資料來源：Worldwide Stock Exchan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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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論壇舉辦了主題為“風險管理：應對不可預知的未來”的研討會，經驗豐富的監管人士、企業
領袖和投資者共同對比企業面臨的風險問題。

金融市場和商品市場的浮動性較高，國家或地區的消費者需求水平、政治穩定、監管壞境、金融和
貨幣穩定性，甚至包括天氣、氣候和自然灾害的環境因素方面的不確定性較大。中國在這方面的問
題亦很顯著。在許多案例中，中國企業通過比自身運營足迹更快的募資和金融活動進行海外擴張，
導致風險和經驗之間的差异，這種差异蘊含特殊風險。

研討會主要集中在三大風險理念：

將提升企業的核心競爭力作為防範風險的最佳方法1. 

一方面平衡增長和創新方面的成本和收益，另一方面平衡風險管理2. 

需要建立風險評估和管理體系以及風險管理文化，這點十分重要，特別是處于新興市場最前沿3. 
的中國企業在海外擴張時面臨不同的監管、經濟、競爭和文化環境。

傅忠
摩立特集團創始人兼首席執行官

賴小民
中國華融資產管理公司總裁

任洪斌
中國機械工業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

黃淑和
中國國務院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副主任

隨着世界經濟秩序愈加關聯和複雜，企業和高管面臨來自越來越多不同來源的風險

管理增長和管理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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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數十年來，全球幾乎所有國家都經歷了經
濟和社會前所未有的快速發展，但增長並不一
直保持穩定、可預測或可持續，因為企業面臨
越來越多的無法預知的事件和挑戰。2011年，
歐元區國家持續的債務危機、中東國家政治局
勢動蕩、數個離岸地區的石油泄漏、日本地震
和海嘯及之後的核電灾難都是幾乎不可預見的
事件典型，給企業造成了無法預料的風險。這
說明一個企業的全球關聯性越强、運營越多樣
化並且技術越創新，其面臨的風險組合就越
廣。

研討會分析了在全球環境中運營的企業所面臨
風險的一個有趣的分類法，大致將風險分為五
大類。在全球環境中運營的企業面臨以下問
題：

戰略風險：企業需要明確的願景，亦需要靈 •
活適應運營環境，全面規劃十分重要。

財務風險：首席執行官需要應對意外問題。 •
他們必須考慮企業的真實能力，如果緊急需
要，尤其在大力擴張的時候，確保財務狀
况。

法律或合規風險：在考慮中國業務環境本質 •
上的差异以及跨地區與跨國家的不同全球監
管框架的情况下，這些風險的重要性顯而易
見。

與全球擴張相關的風險：在不同的國際環境 •
中運營的風險仍然不易理解，需要詳盡的評
估和衡量。

聲譽風險：形象管理是任何企業戰略的重要 •
組成部分，包括社會責任、核心競爭力、品
牌問題和誠信問題。

在後金融危機環境下，許多企業警惕風險並且
對擴張持謹慎態度。 

李慕杰
德勤全球執行董事

Phupinder Gill
芝加哥商品交易所總裁

2011年數場劇變迫使企業重新
評估他們的競爭力模式和風險

然而，增長和風險管理並非相
互排斥，但風險確實與複雜度
直接成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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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範圍和規模的擴增（更多的業務綫、更多
地區、更多監管體制、向更多供應商收購等）
使企業面臨越來越多的風險，必須理解、監
控、評估和應對這些風險。

隨着中國企業開拓新興市場，他們在世界舞臺
與日俱增的地位使他們在各不相同的法律、社
會和金融環境下面臨與日俱增的風險。在不可
預測的全球環境下，風險的複雜種類意味着在
全新市場中的參與者 - 無論是企業或投資者 - 
需要研究市場差异，包括但不限于社會責任、
保護主義、政治風險、工會政策、勞動力爭
議、文化風險以及商品定價等市場風險方面。
而且這些不同市場的風險及相關管理機制始終
在發展變化。

風險識別和緩釋中的非常重要的組成部分是建
立風險意識文化。對構建一家可持續發展的企
業而言，沒有什麽比建立統一的風險管理體系
更重要。最後，風險管理不是關于識別特定風
險，而是憑藉一種文化以可衡量的方式應對風
險。這種風險智能框架不能整體預測或防範風
險，但是可以增强風險控制及效率。風險管理
不能僅局限在總裁級高管的範圍內，高效的風
險管理文化應該對所有高級管理級別人員展開
風險培訓，觀察導致風險的問題，並清楚采取
什麽步驟進行報告和管理風險。

風險意識文化必須是任何企業發展戰略的基本
組成部分。風險管理存在于可持續價值創造的
過程中。隨着企業增長和創新，風險管理將是
這個過程中的必需部分，以應對重大風險。理
解如何平衡增長優勢和相關風險成本是高管面
臨的挑戰。

他們必須理解如何識別和管理風險，包括那些
與競爭對手、產品、地區經濟差异、監管等方
面的風險。監督和分析這些外部因素至關重
要。但是，一個企業必須理解自己的內部風
險。戰略和運營實務的內部，乃至更為重要的
外部監督和審計對保證誠信、滿足標準、最大
程度降低錯誤 - 簡而言之，對創建風險意識文
化，並進而適當、一致地管理風險而言至關重
要。

風險管理的根本前提是公司（事實上，我們所
有人）面臨着不可預知的未來。有太多無法
預測的事件以至于不能完全防範所有風險；但
是，與此同時，一個企業可以（並且必須）采
取合理的“防範措施”來避免可能出現的風
險。

事實上，完全的“黑天鵝事件”發生的可能性比以
往似乎要少些，危機可能更貼切（“灰天鵝事件”）。
企業或國家可能知道灾難迫在眉睫，但沒有辦法
預防灾難，或沒有能力預測事件將造成的特定影
響或破壞（繼而沒有能力適當地保護自身）。例

如，2008年的金融危機，金融體系在12到6個月
的時間裏慢慢出現許多預警信號，最終引發美
國次貸危機、重大金融機構破產和緊急融資，
以及股票市場混亂。儘管未雨綢繆，許多企業
仍然無法適當地保護自身。

在深海地平綫（Deepwater Horizon）石油泄
漏的事件中，平臺的技術、建設和維護企業受
到普遍指責。日本核電灾難事件中顯然是由海
嘯導致的，但是電力公司和政府接受了管理灾
難不力的指責及公眾可能存在的想法。換而言
之，沒有識別和緩釋風險的負面結果會十分嚴
重，即使所導致後果的嚴重程度與實際責任並
不相稱。

核心能力衡量一個企業的實力，並防止企業在
新的經濟衰退或灾難事件中“生病”的可能
性。此外，它為企業創造從黑/灰天鵝事件中獲
利的機會。例如，在金融危機中，隨着目標企
業估值下跌，海外企業亟需資本注入，以及為
海外擴張提供資金的中國政府與其他市場的資
本保持高度關聯，金融危機為中國的一些企業
創造了海外擴張的機會。

跨行業和跨地區的所有企業都有意識地接受一
定程度的風險（企業瞭解的風險將作為戰略的
一部分）。但是，還有些風險是無法預知的，
確保扎實的業務基本知識和能力，以及對市場
和運營環境的廣泛意識，是可以提前采取的唯
一措施。

提高核心能力和戰略競爭力是
企業發展的堅實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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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人會不同意人民是國家的基礎。如果基礎穩固，國家就會安定。居民的生活是關係到社會和
諧和穩定的長期問題。因此，政府的基本原則是滿足居民的需求，改善生活質量。這不僅與社會
穩定息息相關，還關係到國家的成敗，蘊含着治理國家的智慧。

2011年博鰲亞洲論壇舉辦了數場會議，關注社會發展的各個方面，緊密圍繞核心理念，即經濟發
展需要社會穩定。相應的，經濟發展以及逐步改善生活標準和生活質量是社會穩定的關鍵所在。

溫總理稱一個國家社會發展的理想狀態是“讓人有尊嚴的幸福生活，讓人感到安全可靠，讓社會
充滿平等和公正，讓人對未來充滿信心”。過去30年間，中國的改革開放和快速經濟發展幫助  
4億人口脫離貧困。同時，中國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在2010年超過4,000美元，中國成為正式的中等
收入國家。但是，仍有1億人口生活在貧困中，尤其是中國的農村地區和西部地區。中國正在通過
保障食品和住房、改革醫療體系、教育資源多元化和處理社會不平衡問題，致力于改善居民的生
活。當然，變革不會一蹴而就，需要堅定的决心、大量的投資和體系的創新，方可實現理想。

巴達維
馬來西亞前總理

Octavio de Barros
巴西Bradesco銀行首席經濟學家

丘正雄
永豐商業銀行董事長

Harsh Mariwala
印度工商聯合會會長、印度Marico集團董事長

李若谷
中國進出口銀行行長

小格林伍德
亞洲開發銀行副行長

社會投資和社會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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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亞洲開發銀行副行長小格林伍德（C. Lawrence 
Greenwood, Jr）主持的“‘中等收入陷阱’的
亞洲式規避”研討會上，專家們關注與中國處
于類似經濟發展階段的國家面臨的包容性發展
需求。研討會認為2010年中國按照家庭收入的
衡量標準，已經成為中產階級社會，但是中國
的大多數居民尚未達到中產階級水平，中產階
級生活方式的整體可持續性有待探究。

當然，在這方面的最基本成就是保證生活的基
本面 - 食品和住房。13億人口的溫飽問題並非
易事。整個國家對食品安全問題的關注與日俱
增。中國的食品供應不斷緊縮。2010年9月，
食品價格指數較上一年上升百分之十二。現
在，在實現糧食基本自足的15年後，中國越來
越依賴全球市場進口大量糧食。中國約百分之
八十的大豆來自進口，而大豆是中國數千年來
的主要糧食產物。這使中國非常容易受到供求
平衡轉變及價格浮動的影響，這點在2007年糧
食價格大幅度上升中已經十分明顯。惡劣天氣
和較低的供應鏈效率也是造成季節性食品短缺
和食品價格大幅度攀升的原因。

博鰲亞洲論壇特別會議“新西蘭 - 中國自由貿易
協定 - 經濟增長的新起點”探討擴大食品供應的
途徑（如通過自由貿易協定）。“十二五”規劃規
定提高中國各地區農業生產力，强調在生物技術
的戰略產業發展生物農業技術。國家、大學和私
營企業積極推動種子和動物遺傳，考慮在以前的
非耕地上種植較耐寒的植物、發展牧場，支持畜
牧業發展。中國正在密切關注增加國內生產和農
民收入的各種方法，以及改善人民生活質量的方
式和途徑。企業紛紛考慮為提交國內食品生產能
力獻力，獲得海外農畜資源。

食品安全也是一個備受關注的問題。媒體披露
了數起影響惡劣的食品醜聞，包括使上萬人染
病的三聚氰胺牛奶污染案。食品安全問題的根
本原因在于政府監管機構的結構、企業的技術
水平和問責制、供應鏈的不足和巨大的價格競
爭壓力。

儘管有多個政府機構監管食品行業，但他們之
間缺乏溝通、職責交叉，為違反食品安全法律
法規的行為留下空間。為了彌補監管短板，政
府應特別注意四個戰略方面：可及性、可負擔
性、安全和健康價值。為了實現均衡强化監
管，政府還須采取各種措施確保中國的食品供
應鏈强大、靈活，在自然灾害期間能够進行調
整。事實上，上述國家發改委指導目錄規定了
具體的鼓勵類產業，重點强調了農業問題，包
括被廣泛認為潜在威脅國內食品充足供應的水
資源管理和土壤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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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熹
《南方周末》執行總編 

住房與食品相似，也是人類最基本的需求。在
各級城市，房地產市場的住房價格都在穩步攀
升，現在在中國城市找到平價住房日益困難。
博鰲亞洲論壇房地產發展特別會議由《南方周
末》執行總編向熹主持，中國住房和城鄉建設
部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陳淮等着名嘉賓參與討
論。會議回顧了目前中國大陸的房地產行業所
面臨的複雜形勢，討論嘉賓一致同意最新監管
舉措對于降低住房的過高通脹率具有一定的影
響；但討論嘉賓同時認為，面對迅速增長的房
地產需求、高水平的流動性等經濟力量，監管
的影響也僅限于此。討論嘉賓呼籲開發商和監
管機構積極開展建設、設計、融資和市場方面
的創新，以解决長期問題。

事實上，地方政府收入需求和地方利益的參與
共同推動了價格上漲。沒有簡單的解决方案，
地方政府收入主要來自土地轉讓費，通過房
產稅等收入流補充地方政府收入的做法正在試
行。實際上，高額的土地和開發費用使人們難
圓自有住房夢。過去十年，中國房價平均累計
漲幅為百分之五百，而工資年均漲幅約百分之
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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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工資漲幅較大，但却與房價漲幅相去甚遠。

今年，政府出臺了部分限制政策，包括在上海
和重慶提高第二套住房房貸最低首付和開征房
產稅。最值得一提的是，中央政府推出了保障
房計劃，到2015為低收入人群建設約3,600萬
套平價住房，低收入家庭的標準通常是家庭月
收入低于人民幣5,000元。

2011至2012年計劃建成1,000萬套保障房，需
要投資約人民幣1.4萬億元。這表明政府對民
營企業主導的房地產市場進行新的强力干預。
由于開發商多年來建設中高端住房贏利豐厚，

潘石屹
SOHO中國有限公司董事長

黃麗陸
《中國企業家》雜志總編輯

陳淮
中國住房和城鄉建設部政策研究中心主任

王琳達
怡海置業董事長

劉曉光
首都創業集團副董事長、總經理

李金友
馬來西亞綠野集團董事長

因此建設保障房最大的挑戰是籌集資金以及促
使開發商上項目的能力。在總投資中，中央政
府投入人民幣3,000億元，地方政府投入人民
幣2,000億元，剩余人民幣9,000億元必須通過
融資籌集，再加上適當的利潤並最終由購房者
承擔。為此，降低地方政府對土地出售的依賴
至關重要。此外，儘管增加平價房供應不可能
影響更廣泛的房地產市場定價，但政府的干預
和補貼程度需要仔細斟酌。如此規模的計劃需
要認真安排監管和監督工作，保證目標實現的
同時不會對更廣泛的市場造成意想不到的負面
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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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保健
伴隨着20世紀80年代國有企業减輕社會負擔，中國的醫療制度進行了廣泛改革。中央和地方政府
努力將企業建立在可持續的商業經濟基礎上，探索多種方式來替代以往由企業提供的醫療支持。

醫療發展和經濟發展由此緊密相連，二者與人民幸福息息相關。中國醫療改革自改革之初就是關
注的重點，但仍事業未竟。與教育行業一樣，醫療改革也是中央政府與其他大國相比投入相對較
低的領域。目前，歐洲各國因社會負擔巨大步履維艱，中國領導人高度關注，同時也在不斷探索
醫療行業充足、高效的持續融資途徑。

自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來，中國醫療行業發展喜人，增長率遠遠超過國內生產總值的增長率。
中國民眾對健康的日益關注、人口老齡化、昂貴私人投資醫療和投資不足公共醫療組成的醫療體
系，以及多種重大公共醫療風險因素推動相關醫療需求增加推動了醫療行業快速發展。在這些巨
大壓力下，中國最近提出了醫療改革計劃，引發公眾對于醫療行業未來前景的熱烈討論。討論中
的各種計劃如若落實，有望實現中國醫療制度轉型，將對所有利益相關者產生重大影響。

2009年中國醫療支出總計人民幣1.61萬億元，比2008年上漲百分之十點九。2008年，政府、社會
和個人支出分別占總支出的百分之二十四點七、百分之三十四點九和百分之四十點四。中國政府
持續增加醫療投入，2009年基本醫療保險計劃支出人民幣2,930億元，比2008年增加百分之十七
點六。2008年，中央政府醫療支出又增加了百分之二十五，達到人民幣8,320億元。2009年，政
府醫療支出占政府總支出的百分之九點九。此外，2009年第一季度，中國醫療設施固定資產投資
同比增長百分之二十八點八，達到人民幣2.81萬億元。醫療行業增長率較上一年度增長4.2個百分點。

然而就醫療支出占政府支出總額或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而言，中國仍遠遠落後于其他國家。但香
港和臺灣的最新趨勢展示了經濟發展如何推動醫療支出增加，預示着中國大陸將出現類似增長。

表2：2010年醫療支出國際比較

消費者醫療支出
（百萬美元）

人均醫療支出
（百萬美元）

醫療支出占國內生產
總值的比例

法國 56,384 4,755 11.4%
英國 23,653 3,257 9.0%
巴西 162,469 1,080 8.6%
日本 137,653 3,101 7.2%
香港特別行政區 5,802 1,977 6.2%
韓國 35,395 1,250 6.1%
俄羅斯 26,193 548 5.3%
印度 63,516 70 5.0%
中國 185,775 211 4.7%

資料來源：經濟學人信息部

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一個顯著結果是，中國的公眾健康狀况類似于較發達國家。慢性病呈上升趨
勢，傳染性或多或少在控制之中。近年各種研究項目和調查均表明，隨着中國人口老齡化，慢性
病將顯著增加。然而，中國醫療制度並沒有跟上中國人口不斷變化的醫療需求。事實上，許多人
認為，醫院收入對西藥處方藥品銷售的嚴重依賴等制度失衡問題導致曾經得到控制的抗生素抗性
傳染病重新增多。

醫療意味着政府支出是廣泛存在的誤區。如果我們仔細探究國際形勢，會發現生命科學實際上是
歐洲最大的市場之一，在國內生產總值增長中占較高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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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變化：性別平衡和其他平衡
世界上多數博學的决策者表達了對中國未來的
信心，但同時也認為中國領導人為了保持相對
快速的經濟增長同時縮小貧富差距建設受到了
人口基本問題的嚴峻挑戰。在未來幾年，中國
人口狀况的深刻變化在四個方面有重大的經濟
社會影響：

性別失衡：新生兒性別失衡對于擁有13億 •
人口的國家而言是最嚴重的人口問題之一。
最新數字表明，中國新生嬰兒男女比例為
119:100。2000年，中國年近40歲的男性中
有百分之五從未結婚；到2030年，預測結
果顯示全國年近40歲從未結婚的男性的比例
可能超過百分之二十五。需要解决的問題是
如何處理過多的男性人口。中國就像世界的
其他地方一樣，男性人口過多通常會導致內
亂、犯罪和社會暴力。

人口快速老齡化：2010年，中國65歲以上老 •
人約1.15億。聯合國預測，到2050年，65歲
以上老人約占中國人口的百分之二十四，遠
遠高于約百分之十五的世界平均預測水平。
未來二十年，中國勞動力不斷縮减，贍養比
例將與目前德國的比例非常相似，而養老金
制度和醫療服務的投資需求將顯著增加。截
至目前，日本是唯一一個經歷了人口快速老

齡化的國家，但日本在人口老齡化之前已經
國富民强。當日本65歲以上老人的比例與中
國目前的比例相同時，其人均收入水平是中
國目前的兩倍。中國迫切需要創新性地解决
人口老齡化問題。

地區差异：中國是一個存在巨大地區差异的 •
國家。粗略而言，中國農村收入僅為中國城
市的三分之一。由于年輕人流向城市地區尋
找待遇更好的工作，最貧困的農村地區老齡
化甚至更加快速。此外，由于貧困男性、缺
乏教育的男性和農村男性在擇偶競爭中失敗
的可能性更高，農村地區從未結婚男性的比
例甚至更高（到2030年約為百分之三十）。
未來數年，中國城鄉人口狀况差別會日益加
大。

四二一家庭結構：中國的獨生子女政策給青 •
年一代造成了巨大壓力，因為四位祖父母和
外祖父母與兩位父母的所有希望、夢想和贍
養均落在獨生子女的肩上。獨生子女年老
時，贍養和照顧老人可能會存在問題。落在
獨生子女肩上（通常）來自退休父母的經濟
壓力將會非常大，尤其是考慮到中國嚴重不
足的養老制度和不斷上漲的食品和住房成
本。社會上有些關于改變獨生子女政策的討
論，但政府對待這些新建議特別謹慎，目前
對政策僅有有限的預期。

中國過去一代取得的經濟成就舉世矚目，考慮
到我們所討論的社會頑疾，以舉世矚目言之並
不為過。新的人口現實挑戰重重。人口變化對
中國造成的必然的社會經濟壓力是任何具有同
等收入水平的國家前所未有的，只需這點就足
以說明問題。中國不僅要借鑒面臨類似問題的
他國智慧，而且還要找到某種程度上適合中國
獨特醫療問題的創新解决方法。

减輕公共投入負擔的一種可能
的方法就是通過行業立法、機
構、基礎設施和研發改革刺激
民間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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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
博鰲亞洲論壇“大學校長對話企業領袖：人才培養模式的再思考”特別會議由創新工場董事長兼
首席執行官李開複主持，主要討論教育在包容性發展中的角色。

新興經濟體斥巨資投入教育，承認不斷發展的人才對于實現可持續增長的重要性。隨着大批新勞
動力進入勞動大軍，為了實現“人口紅利”，中國和印度培養科學、技術和社會科學畢業生的人
數倍增。通過科學家、工程師、經濟學家等推動知識型增長是國家競爭力的關鍵所在。但在整個
亞洲，教育教學方法和建設創新社會的關係仍然是熱議的話題。

教育不僅是社會經濟發展的組成部分，而且也是提高中國全球
性“軟實力”的關鍵所在

布羅德海德
美國杜克大學校長

方行健
丹佛斯首席運營官

章新勝
中國國際交流協會會長、原教育部副會長

劉川生
北京師範大學校務委員會主席

李建生
美中合作發展委員會執行主席

陳繁昌
香港科技大學校長

世界見證了中國已經走向以廉價勞動力為支撑、競爭激烈的低端出口的時代盡頭，正在不斷加大
力度發展知識經濟，發展高品質產品和創新型高價值的服務。換言之，中國政府努力試圖實現國
家從世界工廠向人力資本樞紐的轉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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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家小組討論的主要觀點如下：

高等教育的宗旨是培養靈活的思維、分析能力和解决問題的就緒能力而非具體的技能。 •

大學教育在許多市場發展迅速，因此應愈加重視全球化問題、創業教育，培養創新，特別是社 •
會和環境領域的創新。

中國目前和未來對高技能國際人才的需求日益擴大。 •

中美教育制度的主要差异在于美國高等院校重視創造力和創新，而中國高等院校目前更加注重 •
掌握技術能力和具體事實。

2009年，各國政府平均教育支出約占國內生產總值的百分之七，部分發達國家為百分之九。中國
最新發布的《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年）》提出要將經費支出占國內生
產總值比例從2009年的百分之三點六提高到2010年的百分之四。儘管教育支出持續增加，但中國
在教育投入方面就像在社會基礎設施的其他方面一樣大大落後于其他國家。教育投入水平與教育質
量和教學方法息息相關，教育質量和現代化進程也是重大核心問題。中國教育制度正在努力跟上快
速的經濟發展步伐，高等教育比以前需求更大，質量更高。同時，中國教育制度還在努力實現培養
更具創新思維的必要轉型。民辦高等教育機構大量崛起，部分還不具備成功教育所要求的高水準。
深度探究中國教育制度發展改革所取得的成就，我們發現教育發展趨勢正在逐步實現教育制度的轉
型。

支持多樣化：從內容角度看，中國教育不再局限于傳統的學術課題範圍。社會和個人職業需求的多樣 •
化推動了新領域特別是商業相關領域的發展。如上所述，新的利益相關者尤其是民辦教育機構不
斷涌現。中國民辦教育行業的快速發展對保持教育質量提出新的挑戰， 但緩解了投資限制，提
供了中小學、課後輔導、語言培訓和職業培訓等廣泛的教育服務。

吸引社會投資：教育培訓具有反周期性，即使在經濟形勢走熊的情况下通常還能够獲得投資回 •
報。教育培訓行業吸引了大量民間資本。清科資料顯示，2003年至2010年共披露了50宗創業資
本和私募股權投資交易，報告投資總額6.48億美元。截至2010年底，共有10家教育培訓機構在
海外證券市場成功上市，表明世界對中國教育培訓行業前景充滿信心。

改變單一精英模式：過去，獲得名校高等教育學位是成功職業生涯的唯一途徑。在舊中國，國家 •
考試制度即科舉制度是通向職業生涯的唯一門路，即使在當代這種遺風陋俗仍然存在。教育模式
歷史上就被設計為培養精英和社會商界領袖，今天仍然是這樣，但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目前大學生
失業率持續攀升。另一方面，隨着社會的工業化和現代化，具備特定職業技能的人才需求不斷增
加。中國正處于過渡時期，高等教育課程根據實際市場需求不斷調整。

有迹象表明，中國教育模式將實現學術型和就業型教育制度共存的兼容並包模式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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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7： 創業資本/私募股權的教育投資

資料來源：清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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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 中國政府教育投入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 

資料來源：國家統計局政府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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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領袖圓桌會議是博鰲亞洲論壇年會每年舉
辦的非開放式特別會議，召集國際各領域商界青
年領袖在當年年會關注的領域積極思考、全心投
入、齊心協作共同做出重大貢獻。會議由中央電
視臺主持人芮成鋼主持，今年的主題是“公平、
協調、和諧、共享”，但並沒有探討貧困和財富分
配，而探討了中國青年人通常關注的下列主要問
題。

當今社會的特征是多樣化、知識爆炸和中國 •
經濟的顯著進步。

網絡世界永遠不應取代現實世界。 •

青年一代對于責任與個人主義平衡的價值觀 •
發生了重大變化。

財富並非成熟和幸福的指標。 •

青年領袖應傾聽青年一代的心聲，為其提供 •
挖掘個人潜力、克服個人局限並實現生活夢
想的方法和工具。

未來青年教育需要反映現代社會的壓力和力
量，使學生為現實世界的形勢做好充分的準
備，包括將學習重點放在全球化、創業精神、
氣候變化、低碳技術等以前重視不足的問題，
以及財富差距、城鄉地區發展差距和享受醫療
等社會服務的差距等社會公平問題上。教育趨
同化。例如，美國教育制度重視創造力、獨立
思考和創新，而中國教育制度强調具體的知識
和技能。隨着全球化的推進，中美兩國開始注
意到對方教育模式的優劣（和劣勢），由于兩
國希望優勢互補，提高本國學生的競爭力和人
力資本庫的深度，教育趨同水到渠成。

青年領袖主張青年一代應培養一套成功觀和金
錢觀，賺錢不是人生的終極目標，而是超越自
我利益、實現夢想的方式和結果。這與博鰲亞
洲論壇青年領袖圓桌會議演講人之一楊揚的觀
點不謀而合：“……年輕人在追求自我發展時
應明確必須承擔的責任。有時結果可能難以預
測，但只要努力就知道值得一試。”

包容性發展：共同議程與全新挑戰 博鰲亞洲論壇2011年年會報告 37



參加博鰲亞洲論壇青年領袖圓桌會議的許多商
界成功人士都來自信息技術和互聯網等技術企
業。上述青年領袖成功人士的觀點是技術轉化
在亞洲未來發展中的重要作用的完美詮釋。

本報告開始部分重點討論了新興經濟體的發
展，而技術是基礎。無論是能源、環境修復、
食品安全、生活品質、醫療還是交通，技術都
是潜在解决方案的核心。在人類歷史上，文明
與經濟發展的每個里程碑都是通過相關技術的
發展實現的。我們已經經歷了三次技術革命，
全球能源與資源需求不斷上漲，經濟增長與地
球承擔更多負擔的有限產能頑疾，在這種壓力
下，世界第四次工業革命呼之欲出。

世界主要經濟體已經將新能源、新材料、信息
網絡、生物醫藥、節能、低碳技術和綠色經濟
作為新一輪工業發展的重點。這些新興產業將
推動所有主要經濟體進入“綠色”發展階段。
近年，博鰲亞洲論壇年會曾舉辦綠色增長研討
會。

對于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中國而言，面臨着轉變
經濟增長模式、走出能源困境、控制不斷上升
的通貨膨脹、改善福利和不平等等挑戰，迫使
政府千方百計尋找利用技術轉化的新方法，一
旦實現，將具有突破性。出于這種精神，中國
規劃者制定了前述與“十二五”規劃相關的明
確戰略性產業發展規劃。七大戰略性行業均為
技術為重點，與國內需求和出口增長相關，揭
示了中國和其他大多數新興經濟體有待滿足的
需求。

中國經濟刺激計劃的重點在于全球金融危機以
來所部署的强大貨幣投資政策，幫助中國避免
了經濟下滑並實現了國內生產總值穩步增長。
然而，隨着經濟的復蘇，經濟刺激計劃的負面
效果層出不窮，如房地產泡沫、重複建設、產
能過剩、高通貨膨脹、社會不公平加劇和資本
效率下降等，提出了可持續性、實現軟着陸和
堅持新的增長模式等令人困擾的問題。重中之
重，必須重塑中國的生產職能，從勞動力和資
源投入高度依賴型轉變為高生產效率型。從美
國的工業發展和印度的信息技術產業的崛起得
知，新興產業與技術、效率和新的增長模式存
在天然的聯繫，它們預示着將推動中國經濟再
上新臺階。

2010年9月8日，國務院通過了題為《加速培育
和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的决定》的規劃，隨後
作為上述七大戰略性產業被納入“十二五”規
劃，包括節能環保、新一代信息技術、生物、
高端裝備製造、新能源、新材料和清潔能源汽
車。除了規定戰略性新興產業本身外，還明確
規定了財政方面的宏偉目標：到2015年，戰略
性新興產業所增加的價值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
重力爭達到百分之八左右；比2010年上漲百分
之三，到2020年力爭達到百分之十五。

此外，《决定》還規定了七大戰略性新興產業
的一系列政策支持，包括積極培育市場、營造
良好的商業環境、深化國際合作、稅收激勵和
財政投入。

我們見證了商界領袖的思維變化，從滿足綠色發
展需求成本論演變為節約成本機會論，並最終演
變為實現收入强勁增長的潜在盈利機會論

技術轉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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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中國“十二五”規劃戰略性新興產業

七大戰略性新興產業 行業 預期投資

節能環保 建築節能 、交通節能和工業節能，污
染物排放的標準化處理、水與廢水處
理、廢物管理環境保護和智能電網。

節能環保：到2015年投資  •
人民幣3萬億元

新能源：到2020年投資總計  •
人民幣5萬億元（其中3萬億
元用于水電、風能、核能、太
陽能，人民幣1萬億元用于智
能電網，人民幣1萬億元用于
新能源汽車、清潔煤等

鐵路：到2015年投資人民幣  •
3.5萬億元

地鐵：到2015年投資人民幣 •
1萬億元

製藥：2009年至2011年，政 •
府計劃投資人民幣8,500億元
改革醫療制度

新一代信息技術 電信網、有綫電視網和互聯網三網融
合、物聯網 /傳感器網絡、下一代通
信網絡、高性能集成電路、雲計算。

生物科技 創新藥物、生物醫藥、先進的醫療設
備、基因工程、幹細胞研究。

高端裝備製造 “智能”設備 / 設備信息化、高端電
子、太空、海洋工程、先進的運輸設
備。

新能源 核能、風能、太陽能、清潔煤、生物
量、智能電網、儲能，配電，能源傳
輸新技術。

新材料 高性能複合材料，節能材料和絕緣材
料，金屬、陶瓷和玻璃，生物材料和
新化工材料，納米技術，電工材料和
電池，電子材料、半導體和光學材
料，塑料。

新能源汽車 純電動車、混合動力車、氫動力車、
充電技術、鋰等電池、新能源汽車零
件。

資料來源：國務院

部分觀察人士提出了政府提供有用技術發展路線圖能力的問題。事實上，自20世紀70年代末經濟改革
開放以來，中國政府明確了多個支柱產業，一直實施精選和培養成功行業的戰略。由於政府要在
關係國家安全和社會公共利益的產業企業中佔據主導地位，所選擇的行業組合也在不斷演變。

這個自上而下確定結構的決定為支柱產業企業提供了各種優惠政策，包括保護性關稅、優惠貸款、資
本市場准入放寬、稅收減免和中央預算研發直接支持。因此，支柱產業企業規模迅速擴大，為將
來成為強大的全球性競爭企業開闢了道路。截至目前，這些政策以及主要產業企業的整合促使多
家企業躋身財富500強的前列。但中國在創新、效率和競爭方面整體落後的局面並沒有改變，幾乎
所有新技術產業中占主導地位的企業仍不屬於中國。

明確戰略性新興產業並刺激產業發展是中國政府提升在全球高科技行業地位的最新舉措。低碳和
綠色業務成為全球成長性產業以來，中國不甘落後力爭上游。七大戰略性新興產業的遴選標準包
括技術價值、國內外可預測的市場潛力、可持續增長以及推動其他相關產業發展的能力。

從“製造倉庫”發展成為“創新中樞”，儘管目前形成交叉狀態，但中國一直希望改變國家形象。但七大
戰略性新興產業一旦獲得成功，中國有可能實現趕超，在某些領域甚至取得領先。例如，目前我
們能夠列舉中國企業處於世界最先進水平、成就卓著的領域如下：污水淨化膜生物反應器、煙氣
脫硫、含塵過濾、轉基因種子、光伏硅、鈦鋯合金、高性能纖維、鋰電池和大規模風力渦輪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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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討論中的寶貴技術所帶來的顯著變化，是開放技術出口和加強與全球技術所有者的密切合
作。這點顯而易見。例如，2010年，中國汽車製造企業和全球新能源汽車領先企業簽訂了多份戰
略合作協議。儘管以前中國好像認為能夠自主開發新能源汽車技術，但技術需求和全球競爭對手
的發展速度表明，中國要想成為汽車或汽車零件出口大國，就必須充分利用現有最佳技術。中國
希望自主創新、與外國合作伙伴合作和直接並購多種方式齊頭並進，加速未來十年關鍵技術的發
展。

表4顯示了七大戰略性新興產業的市場規模潛力，表明這些產業的經濟效率能夠延伸到中國經濟的
許多其他產業。這正好闡釋了2001年以來私募股權和創業投資者為何青睞這些產業以及4,000家
領先企業，總投資高達640億美元。 

表4：戰略性新興產業及其預期市場規模

市場規模估計

節能環保 2009年人民幣1.9萬億元，2015年人民幣4.5萬億元

新一代信息技術 物聯網：人民幣7,500億元；雲計算：人民幣7,500億元至1萬億元

生物科技 2020年人民幣6萬億元

高端裝備製造 2015年人民幣6萬億元

新能源 2020年人民幣1萬億元

新材料 2012年人民幣1,300億元，2015年人民幣2,000億元

新能源汽車 2020年人民幣200億元

資料來源：《中國戰略性新興產業的發展和相關金融政策》 

計劃投資金額巨大，政府被認為會通過產業專項資金和研發經費，以及傳統的財稅信貸政策支
持，為基礎設施投資與大額政府投標提供部分資金。最重要的是，政府可能為這些產業提供吸收
民間資本的更廣闊空間，以及通過創業投資/私募股權渠道和資本市場融資的鼓勵措施。

值得一提的是，中央規劃趨勢和省級略有偏離的執行措施出現了新的失衡。中國百分之九十的省
份制定了本省培育鼓勵戰略性新興產業等的戰略規劃，並且都樹立了宏偉目標。儘管通常高度符
合中央規劃，但省級規劃可能造成某些嚴重的失衡、投資過度和誤導部分資本。

事實上，全球對戰略性新興產業的信心高漲，中國政府有理由相信七大戰略性產業
所需要的大部分發展資金將來自中國一直主張的民間投資和社會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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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 經季節調整後年率 1,207.9萬輛
2011年預測 1,260.2萬輛 9%

巴西 經季節調整後年率 341.5萬輛
2011年預測 347.6萬輛 3%

資料來源：J. D. Power Global Forecasting

圖表1：各國新增汽車保有量

德國 經季節調整後年率 338.4萬輛
2011年預測 343.2萬輛 10%

日本 經季節調整後年率 506.7萬輛
2011年預測 394.0萬輛 -20%

印度 經季節調整後年率 270.7萬輛
2011年預測 290.4萬輛 7%

未來能源
能源是七大戰略性新興產業的核心，其中四大產業明確地以能源為內容。當然，這並非中國單獨
面臨的問題。例如，所有金磚國家的汽車保有量和使用量以及依賴化石燃料的航空等出行方式顯
着增長。下圖顯示了世界各大市場汽車總量的增長情況。

俄羅斯 經季節調整後年率 254.6萬輛
2011年預測 245.0萬輛 29%

中國 經季節調整後年率 1,827.3萬輛
2011年預測 1,770.8萬輛 3%

預計，金磚國家增長強勁，而中國的增長速度遠遠超過其他國家，目前已成為世界上最大的汽車
市場。下圖顯示了金磚國家的新車登記情況。

表5：“金磚四國”新增乘用車登記情况（單位：千量）

國家 2006a 2007a 2008a 2009b 2010b 2011c 2012c 2013c 2014c 2015c

巴西 1,556 1,976 2,193 2,445 2,645 2,806 2,978 3,233 3,513 3,729

俄羅斯 2,052 2,754 3,256 1,466 1,905 2,324 2,632 2,957 3,311 3,710

印度 1,380 1,548 1,553 1,950 2,297 2,641 3,037 3,478 3,942 4,516

中國 4,946 6,171 6,636 10,171 13,911 15,856 18,375 21,159 24,028 26,896

註：a=實際數量；b=經濟學人信息部估算；c=經濟學人信息部預測

資料來源：經濟學人信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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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8：原油和液化天然氣淨進口量（10億美元）

資料來源：經濟學人信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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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能源消耗情況，汽車消耗了大部分石油產品。中國、印度和巴西均是純粹的原油進口國；僅俄
羅斯是純粹的出口國（下圖單位：百萬美元）。此外，中國的潛在汽車增長將推動石油產品的高
需求。

表6：交通運輸所消耗石油產品價值（百萬美元）

國家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巴西 20 23.1 32.2 21.4 28.4 36.1 30.5 28.2 26.8 26.9

俄羅斯 22.7 25 36.6 22 29.1 37.9 32.9 31.4 31.4 32.8

印度 5.7 19 28.2 19.1 26.1 35 31.4 30.8 31.5 33.7

中國 53 65.8 98.7 69.4 98.3 136.7 126 126 131.2 141.9

資料來源：經濟學人信息部

本圖的最後部分是滿足能源需求的進口要求。中國和印度百分之五十以上的能源需求需要通過進
口滿足，面臨保持健康的貿易平衡甚至國家安全的雙重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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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0：中國石油產量、消費量和進口量

註：f=預測

資料來源：經濟學人信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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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更廣泛的總體能源消耗角度看，目前新興經濟體占世界能源消耗的一半以上。2010年，中國
超過美國成為世界上最大能源消費國。未來十年，中國可能繼續保持能源消耗高增長率。此外，
作為兩大主要傳統能源之一，中國所消費的石油中近百分之六十源自進口。中國沒有達到“十一
五”規劃降低能耗強度的目標，即單位產出所需能耗單位降低百分之二十。實現“十二五”規劃
百分之十六的目標亦非易事，未來短短五年全國必須實現巨大降耗。

隨着中國對石油進口的依存度日益增高，能源成為中國的一大安全問題。過去二十年，石油開採產量一
般，中國斥巨資發展利用煤炭、盡可能實現交通電氣化等降低油耗增長率的更好方式。但能源困境絕非
中國獨有的問題，而是世界性問題，它能够成就或破壞國家的對外政策，以及在生產大國和消費大國之
間製造摩擦。一般而言，中國和許多其他國家採用的方法有三種：提高效率，擴大規模，開發替代能源。

通過提高效率和清潔技術降低能耗是首要重點。例如，整體煤氣化聯合循環和清潔煤技術的最新發展
如果用於發電，目前能夠將淨效率提高至百分之四十五，並將傳統燃煤發電站的污染排放量降低至百
分之十。中國領導人反覆強調通過技術改善制度建設、熱能和電力傳輸等各個方面，從根本上降低能源
強度和能源浪費，創造大量節約能源的機會，使為中國經濟增長做出貢獻的任何電能替代能源都黯然
失色。

雖然積極尋求海外能源和礦產資源以增加傳統供應只是短期解決方案，但近年發生了大量並購交易。
作為積極尋求海外能源的國家之一，中國過去五年在能源與資源行業並購價值約660億美元，廣泛涉
及北美洲、拉丁美洲、澳大利亞、非洲和東南亞等地區。並購活動大部分由國有企業實施，遭到東道國
愈加強烈的反對和其他競標對手的激烈競爭。

儘管中國將繼續依靠類似水平的煤炭和石油消耗支撐經濟增長，但多年來政府一直努力改變能源消費
結構。政府計劃到2020年將可再生能源在國內能源消費所佔的貢獻百分比提高至百分之十五，從而使
能源所產生的絕對量持續增長以滿足需求。

圖11：中国能源与資源行业海外并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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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湯姆森金融

44



表7：中國節能减排主要目標

“十一五”規劃
（2006年

至2010年）
（目標）

“十一五”規劃
（2006年

至2010年）
（實際）

“十二五”規劃
（2011年

至2015年）
（目標）

“十三五”規劃
（2016年

至2020年）
（目標）

國內生產總值年增長率 7.5% 10.8% 7% -

主要能源消費年增長率 4% 6.3% 3.75%-5% 5.5%

能源消費
（十億噸煤當量）

2.7 3.3 4.2-4.5 <4.9

非石化能源占主要能源
消費總量的比例

10% 8.3% 11.4% 15%

能源強度
（五年降低的百分比）

20% 19.1%* 16% -

碳強度
（五年降低的百分比）

- - 17% 40%-45%
vs. 2005

顯而易見，考慮到環保問題，開發新能源並非
奢求，而是為中國提供充足能源的必要條件。
目前，替代能源主要集中為水能、太陽能、風
能、核能和生物量能。當然，日本核能危機後
各國核能項目都在審核當中，但核能將成為中
國未來能源結構的組成部分。中國替代能源戰
略的顯著特徵是所有替代能源都在考慮範圍。

中國水能佔不斷增長的全國耗電量的百分之二
十三，僅次於煤電。4.3萬多家小型水電廠遍佈
全國，發電和輸電覆蓋廣大農村地區。同時，
大型水電廠數量小，但供應量佔全國水電的百
分之六十八。中國河流資源豐富，曾被認為是
待開發的水電資源，但近年旱災日益嚴重，降
低了實際發電量。

其他形式的非石化燃料發電提供了類似的選擇
和平衡挑戰。太陽能作為增長最快的清潔能源
行業脫穎而出，未來四年預計年增長率達百分
之四十。儘管增長前景樂觀，中國採用太陽能的
最大障礙是每瓦電量的單位成本過高，達到3至4
美元，而傳統煤能源的成本約低為1美元。中國已
經成功大幅降低了太陽能發電設備的成本，但
同時太陽能板製造企業既沒有必然地影響單元
生產的能源總成本，也沒有影響應對製造的環
境影響的成本。其他挑戰包括模塊製造的主要
原料硅的全球供應有限，以及技術不斷創新所
要求的巨額投資。

風能資源被視為最經濟可行的清潔能源。中國
一直積極利用其巨大的風能資源，目前風電裝
機容量高居亞洲第二大和全球第五大。到2020
年，預計中國風電裝機容量總量將達到1億千
瓦。就投資而言，風電是可再生能源投資者的
投資熱點，目前五大國有電力企業及與其相關
的民營企業佔據主導地位。這些企業需要克服
多重挑戰，包括技術傳輸和不可預測的定價政
策。目前，風能發展思路集中在離大型海濱城
市較近，但距離寶貴的農田和著名旅遊勝地較
遠的海上風電場。但海上風力發電的裝機成本
約為陸上的兩倍，海上項目的使用壽命仍不為
人所知。

核能是“十二五”規劃的工作重點，到2015年
中國核電裝機總量將達到4,000萬千瓦。

核電站的優勢不僅包括發電能力強、資源消耗相
對較低，而且為國內生產總值的增長做出了卓著
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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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掌握着發展核電的關鍵技術，但2011年日本福島核電站核洩漏危機的爆發使中國政府對大規
模加速核能發展計劃日趨謹慎。

就融資和投資而言，公共資本和民間資本均發揮着積極作用。由於贏利壓力，民間投資目前更多
地集中在可再生能源技術的特定領域，即裝備製造而非能源生產。然而中國政府擁有投資可再生
能源項目的巨額現金儲備。鑒於這些關乎國家安全的主要需求，投資不必滿足正常的商業標準。
這能夠使中國在未來短短幾年時間就成為世界上發電替代能源的領先國家。

在非戰略性能源行業，信息技術、移動信息技術等技術轉化將支持中國實現美好未來的宏偉願
景。作為世界上最大的互聯網國家，中國互聯網用戶高達4.5億，未來十年這個數字有望翻番，
約達10億。在這個數億人使用互聯網的國家，互聯網的社會力量、經濟力量甚至政治力量令人敬
畏，而且在一段時間內可能持續。此外，中國也是世界上最大的移動設備市場，城市人口對尖端
的信息技術電子和服務熱情高漲。

隨着智能手機等3G設備的供應能力和負擔能力不斷增強，移動互聯網日益成為普通消費者的掌中
寶。截至2010年底，中國移動互聯網用戶達到3.03億，中國成為世界上最大的移動互聯網應用市
場。

對於用戶而言，移動互聯網使互聯網連接無處不在，同時使現代社會消費者的移動生活方式更加
靈活。此外，應用程序更加多樣化，新聞、遊戲、音樂、動漫、微博、定位服務等幾乎無所不
有。大型網絡遊戲公司、微博公司、提供主要供應鏈鏈接的電子商務公司，以及依賴移動信息技
術的類似經濟企業，都屬於中國最有價值的公司。

對於企業而言，移動互聯網不僅延伸到消費者，而且還利用移動能力開闢了新的商品和服務業
務，如移動遊戲、移動商務和移動營銷。

圖12：中國移動互聯網用戶增長

資料來源：艾瑞研究、中國互聯網信息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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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移動活動激增和用戶量擴大外，中國的雲計算和物聯網等新興互聯網技術市場利益巨大。雲計
算通過在互聯網上應用分佈式網格計算和效用計算概念，在滿足商業用戶和消費者用戶需求中提
高效率和靈活性，旨在更快更好地為用戶提供服務。許多信息技術公司參與了互聯設備和網絡的
發展。總體而言，物聯網仍處於概念推廣階段，但具有應用於各行各業的潛力，價值鏈協作越緊
密，成果越卓著。再次說明，就技術和基礎設施而言，中國物聯網仍處於早期階段。

最後，我們將生命科學與生物技術也作為一個戰略性行業。實際上，這涉及醫藥、基因種子和農業等
多個商業行業。生物技術對於中國許多重要行業的發展進步至關重要， 尤其在考慮到前述食品問題、
人口變化、收入增加、人口老齡化、快速城鎮化和日漸增加的健康意識的時候。僅就健康而言，專家預
測到2013年中國將成為世界第三大醫藥市場，到2020年將成為世界第二大醫藥市場。

未來四年，世界醫藥市場將迎來藥物專利屆滿高潮，將刺激中國從基因藥物生產和出口中獲得巨
額收益。然而，中國的規劃表明，中國不再滿足於在全球基因藥物競爭中作為價格競爭者，而要
推動生物技術不斷向前發展，成為新藥物的創新者和有價值的生物技術知識產權的所有者。

事實上，大型高技能和相對低成本的研究人員庫，以及大量接受試驗的臨床患者和良好的流行性
紀錄保持歷史，使中國在新藥物發展和試驗中佔據領先地位。這不僅解釋了為什麼全球十大製藥
企業中有九家在華建立了研發中心，而且還解釋了為什麼中國已經建立了20多個生物技術中心，
分佈在北京、上海、天津、廣州和深圳。

根據我們的預測，焦點領域包括基因檢測與療法、蛋白質藥物、單克隆抗體藥物、治療性疫苗、
小分子藥物和現代中醫。這些都是“十二五”規劃中中國實現可持續競爭優勢的重點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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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恰逢博鰲亞洲論壇十週年。對於中國、亞洲和參加論壇的世界新興經濟體而言，博鰲亞洲
論壇年會是在重大時刻召開的獨特盛事，在全球涉及的範圍超過以往任何一年。

儘管世界各地對全球經濟形勢、經濟復甦不堪一擊和甚至可能再次探底憂心重重，但總體而
言，2011年博鰲亞洲論壇年會是一個非常樂觀的盛會。如何解釋這論壇的樂觀積極，並非難題。
包括中國、其他金磚國家和E11國在內的新興經濟體已經度過了危機最危險的時刻，經濟發展相
對平穩，表現出了高增長的實力或潛力。

在許多方面，全球金融危機都是歷史的轉折，揭示了新興經濟體強大的競爭潛力及其未來發展道
路。換言之，對於新興經濟體而言，即使是規模巨大的中國，發達國家在危機後復甦中所面臨的
頑疾也為指導和調整本國發展模式提供了寶貴的經驗教訓。

新興經濟體因個別和集體取得的輝煌成就所產生的成就感和自豪感，在博鰲亞洲論壇年會體現得
淋漓盡致。新興經濟體明確表示願意承擔更多的責任，響應號召齊心協力共建更加穩定、公平和
可持續的全球秩序。新的全球秩序不僅支持而且能夠真正實現包容性發展的宏偉目標。

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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