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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副總理李克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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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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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博鰲亞洲論壇2012年會（2012年3月31日至4月3日期間舉行）與上一年年度會議召開時的全球形勢完全不同，全球金融危
機的嚴重階段已經過去，中國和亞洲地區都避免了一場區域性的危機。而且，與歐美國家的經濟形勢相比，中國和亞洲已
成為經濟增長的引擎和世界其他國家增長的動力。與此同時，歐洲成為被關注的對象，尤其是環地中海地區，主權債務危
機在整個歐元區的主要國家中發生。盡管在本次博鰲亞洲論壇召開的時候，英國和西班牙還未正式陷入衰退，但是所有預
測一致認為，歐洲將很難實現任何增長，美國將繼續保持適度的增長，中國和亞洲其他國家將持續帶領全球增長。
當然，中國和整體亞洲地區並非沒有挑戰，其中包括將增長最快的經濟體的增長速度放緩、環境保護和治理的遞延投資項
目，以及對一些復雜問題的擔憂，包括能源價格變動、能源保障及碳排放等。基於對亞洲成功應對全球金融危機及亞洲領
導人目前需面對的挑戰的認同，博鰲亞洲論壇2012年年會的重要議程通過圍繞可持續發展的問題展開。
相應地，博鰲亞洲論壇2012年年會的主題是《變革世界中的亞洲：邁向健康和可持續發展》。
去年，五位來自巴西、俄羅斯、印度、中國和南非（金磚五國）的國家領導人參加了在年會舉行之前的金磚國家峰會，大
多數的領導人把消息和熱情從峰會帶到博鰲亞洲論壇2011年年會的開幕大會上。今年，金磚國家領導人在年會舉行幾天前
在德裡舉行峰會，再次在會議上宣布有關貿易和投資合作中的幾個事項的進展，相關的進展情況也屢次在本次年會中被提
及。博鰲亞洲論壇年會與其他主要峰會及討論平台息息相關，這證明亞洲在全球經濟中的地位日趨重要。
正當博鰲亞洲論壇踏入第十一屆，亞洲亦面對着眾多新的挑戰。由於多個亞洲國家的經濟政治事務相互關聯，並在全球經
濟中一同占據重要地位，所以需要齊聚各國領導人商討，分享各自的觀點和戰略，以助亞洲國家在全球迅速轉變的環境中
繼續蓬勃發展。
周文重
博鰲亞洲論壇秘書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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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紹
這份報告是基於年度會議的重要議題，將所得
的資料進行綜合整理，然後與其他相關數據和
觀點綜合分析而成。每年年度會議參與者的積
極參與所達成的關於各種議題的見解都為下一
年的論壇提供了基礎。年度會議通常以全體會
議開幕式揭開序幕，今年由中華人民共和國國
務院副總理李克強和其他來自世界各地的主要
國家領導人出席並演講。隨後舉行近40個會
議，包括小組討論、圓桌會議、主旨演講、研
討會及與全球思想領袖對話，這些會議分別針
對重要問題進行探索和討論。
座談會、研討會和對話所覆蓋的廣泛議題不僅
反映了會議規模的擴大，也反映了年會所關注
的問題及地區范圍的擴大。在本次博鰲亞洲論
壇的議程上有超過40個正式活動。各種討論的
重點是中國、亞洲地區、金磚國家和他們的共
同議程、及中國、亞洲和金磚國家與北美和歐
洲這些成熟經濟體的關系。正如副總理李克強
在開場白中所說的，博鰲亞洲論壇已經發展成
為一個極其重要的年度盛事，世界各國的領導
人聚在一起探索中國與亞洲的聯系、亞洲地區
自身及亞洲與世界其他國家的聯系。
2012年年會的出席率打破了以往各年記錄，聚
集在島上參與采訪的世界各地媒體數量達到前
所未有的規模。擴大的媒體參與度無疑將提高
年度會議及其面向全球的議題討論結果的影響
力，這與亞洲地區經濟在全球發展的重要性保
持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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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會開幕大會
幾乎所有參加年會的代表都聚集於中央會議大
廳出席年會開幕大會。在舞台中央的是來自東
亞、中亞和歐洲的政府和商界領袖。
2012年年會在博鰲亞洲論壇秘書長周文重主
持下正式開幕。周文重簡要回顧了年會在博鰲
的歷史並且解釋了今年會議的特殊時機和重要
性。隨後是博鰲亞洲論壇理事長福田康夫致歡
迎辭。
中華人民共和國副總理李克強出席了今年的論
壇並作主旨演講。他的言論廣泛和全面，涉及
多個在接下來的議程中將會探索到的主題。
李克強首先回顧了博鰲亞洲論壇重要性的顯著
加強，博鰲從一個小漁村發展成為亞洲各國共
商發展大計的大平台。他指出，博鰲亞洲論壇
對於亞洲與中國的發展的重要性與日俱增，它
的全球影響力表明了中國與亞洲、亞洲與世界
的聯系日益密切。
李克強亦為整個年會定下一個討論的基調，將
焦點集中在全球金融危機後經歷的一個長期艱
難曲折的復蘇過程中，科技和金融變革的速度
和深度。他認為復蘇過程仍在進行中，但在經
濟持續復蘇的同時，新興經濟體已經顯現出更
大的恢復力和正在快速增長。李克強亦指出亞
洲擁有數目最多的體量巨大的新興經濟體，亞
洲經濟總量目前已占世界的百分之三十以上。

福田康夫

曾培炎

博鰲亞洲論壇理事長

博鰲亞洲論壇副理事長

李克強贊揚亞洲國家的強大歷
史文化，但他強調，亞洲正在
一個新的起點，通過亞洲人民
自強不息、開拓進取，攜手創
造一個可持續繁榮的新時代
他堅定表示中國願意與其他亞洲國家一起共同
實現該目標並詳細解析五個成功的關鍵因素。
首先，每一個國家必須以平衡增長因素和擴大
內需加強自己的內部經濟發展。亞洲人口約占
全球的百分之四十五，加速內部發展對整體地
區發展及繁榮是非常重要的一步。隨着加強內
需，亞洲國家應充分發揮他們的研究人員和工
程師隊伍的創造力，提高勞動者的素質和生產
力。
其次，亞洲需保持開放和包容。李克強援引了
去年以包容性發展為主題的年會針對包容性增
長的討論。他強調秉承開放，並反復指出亞洲
必須有健康和可持續發展。從這個意義上說，
開放涉及到在重大國際和地區問題上保持溝通
協調，包括氣候變化、食品、能源，資源保障
及其他全球性挑戰，以及全球治理結構及國際
金融系統的調整和改革。
第三，亞洲國家需要實際和具體的合作，推動
貿易自由化和投資便利化以爭取互利共贏。這
些倡議在近幾年獲得良好結果並且需要繼續進
行。

李克強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副總理

最後一點，也是重要的一點，李克強強調必須
堅持和平和穩定的發展環境。差異將會持續下
去，但亞洲國家只能通過尋求利益最大交匯點
來實現他們長期可持續發展的利益。他號召大
家用最大的努力，保持友好關系、尊重歷史及
遵循國際關系的基本准則。在這樣的努力下，
整個亞洲的國家將能夠通過對話、協商及和平
談判解決問題，為亞洲和整個世界帶來利益。

“開幕大會”分會概況
健康和可持續發展是本屆論壇的主要關注點。新興經濟體在全球金融
危機後時代將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增長需要開放、可持續與和平發
展。政府的任務就是創建公民社會，使所有人均能從事有利於經濟增
長和社會進步的活動。

第四，亞洲需要繼續專注和平及和諧地一起工
作。針對亞洲文化有着深遠的歷史差異這一現
象，李克強指出為追求一個和平、團結和和諧
的亞洲，所有亞洲人民需要繼續發揚同舟共濟
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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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年會開幕大會的結論部分，李克強闡明了中
國為實現可持續發展的目標着手開展的工作和
承諾。他指出，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
家，與亞洲的發展有着緊密的聯系。中國是許
多亞洲國家的最大貿易伙伴，而且區域內貿易
是世界上增長最快的。
順着這個討論話題，李克強簡要地評論了有關
中國的首要事項和戰略性調整計劃，他指出關
鍵因素是增加內需和促進城鎮化。為解決不平
衡發展的問題，中國將繼續實施就業扶持、保
障性安居工程建設，全民醫保及大規模扶貧等
工作。這些要點是為了不斷向前推進現代化建
設及確保全體人民共享成果。

針對李克強認為博鰲亞洲論壇對全球的重要性
有所提升，意大利共和國總理馬裡奧．蒙蒂
（Mario Monti）拿起話筒討論當日最重要的話
題 - 歐洲主權債務危機和緊急恢復歐盟金融市場
和歐元穩定性的需要。蒙蒂分享了意大利對健
康和可持續的經濟復蘇過程的要求。他堅信意
大利的進展意味着已避開了一個嚴重的危機。
對於目前的情況，意大利預計將在2013年透過
一系列的改革獨立地平衡預算，改革成功的基
准則是調整息差和恢復外國投資者對於意大利
的直接投資 。

最後，李克強強調改革和創新為中國提供了持
續的經濟和社會發展動力，尤其肯定了改革不
僅對中國過去30多年取得巨大成就意義重大，
並且推動21世紀後現代化建設邁出重大步伐。
他指出中國已經進入了最關鍵的改革階段，在
未來幾年將會深化財稅、金融、價格、收入分
配，企業等方面改革，努力在重點領域和關鍵
環節實現新突破，包括更好地發揮市場機制在
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全面推進制度創
新、技術創新及管理創新。
馬裡奧．蒙蒂（Mario Monti）
意大利共和國總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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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裡姆．馬西莫夫（Karim Masimov）

賽義德．優素福．拉扎．吉拉尼（Syed Yusuf Raza Gillani）

哈薩克斯坦共和國總理

巴基斯坦伊斯蘭共和國總理

其他重要的亞洲領導人包括哈薩克斯坦共和國
總理卡裡姆．馬西莫夫（Karim Masimov）和
巴基斯坦伊斯蘭共和國總理賽義德．優素福．
拉扎．吉拉尼（Syed Yusuf Raza Gillani）也
介紹了他們國家的相關情況並指出亞洲持續在
這些方面進行整合和發展的重要性。哈薩克斯
坦和巴基斯坦對當地條件和發展需要中存在的
挑戰進行了具體描述，尤其是需要為發展而維
護一個和平穩定的環境和支持主要基礎設施和
工業發展項目的資本需求。

今年博鰲亞洲論壇年會開幕大會由沃爾沃集團
執行副總裁Par Ostberg為企業家致辭，他分
享了其公司在亞洲市場廣泛的投資實踐和成功
經驗。Ostberg的報告提及他的公司在亞洲取
得全球銷售額中的百分之二十四，而比亞洲占
據更大份額的只有歐洲市場。貴州茅台酒股份
有限公司董事長袁仁國提醒大家亞洲企業因開
放的發展而取得成功，世界的轉變需要機構求
創新促發展。茅台是中國最具價值的品牌，中
國企業在改革進程中日趨成熟，袁仁國的講
話就是一個好例子。鐵礦石生產商Fortescue
Metals Group（FMG）董事長安德魯．弗里
斯特（Andrew Forrest）強調建立一個公民社
會的重要性，讓人們工作、生產、和回饋，使
效益成倍增加。作為一間幾十年來活躍於中國
和亞洲的資源公司，FMG與亞洲國家政府領導
人在全體會議上說的目標一致，將焦點集中在
生活質量和可持續發展上，為整個亞洲帶來效
益。

各方強調改善市民的生活方式
是最高的目標，表示會致力於
有關全球氣候、資源和金融穩
定的發展

無論是在風格上，還是在實質內容上，博鰲亞
洲論壇2012年年會開幕大會為之後的活動奠定
了基調，確定了討論焦點，並很好地激發了與
會者的思考。秘書長周文重在結束開幕大會時
亦提及這點，並由此啟動了博鰲亞洲論壇第11
屆年會極具影響力和覆蓋面的議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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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視野 - 可持續增長的基礎及其確定性
與不確定性
與2011年相比，2012年有關全球金融形勢和
制度的一系列小組討論和研討會明顯增加。盡
管中國的目標是將增長速度相較於最近幾年放
緩，亞洲各地帶領全球經濟增長率的趨勢已很
明確並估計會持續。對於世界各地的經濟聯系
及各國政府就增進全球合作和穩定的政策方向
都十分理解。然而，在每一個主要的經濟集團
內都存在沉重的壓力，導致一個非常高的不確
定性。除了在每個經濟體內都存在不確定性，
如何在全球化的規律下將不同的經濟體的成功
和挑戰連接起來也仍不確定。

一些在座嘉賓最關注的問題包括人民幣的國際角
色、亞洲區域經濟發展的重要性以及不斷變化的
商業環境

但即使在不確定性的環境中，過去的三個月還
是有積極的跡象，包括一些有關歐盟的主要協
議、美國資本市場的好轉和走強以及美國的消
費指數和就業數據的提升。法國和德國有些指
標好於預期 ，以及金磚國家就多項新措施的有
關雙邊合作已達成了一致意見。中國和日本已
經達成了一項歷史性的協定，以雙方貨幣擴大
貿易。中國亦開始接納日本對中央政府債券作
出指定數額的投資，這也被看作人民幣在國際
市場中越來越重要的一個必要步驟。
隨着經濟依賴性與日俱增，以及商業和政治問
題日益全球化，各國政府所面臨的結構性挑戰
越來越明顯。在“對話佐立克”中，前世界銀
行行長佐立克（Robert Zoellick）談及到中國
和更廣泛的亞洲地區的未來角色對全球經濟展
望的影響，及可能會影響到這些經濟體的重要
因素。

全球經濟挑戰和不確定性依然存在，這代表我
們正在見證一系列的正面和負面信息，包括對
全球資本和外匯市場采取積極和消極反應。歐
元顯著的變動就是其中一個例子，因為領導層
變化、公眾游行示威、歐盟辯論，歐洲央行的
行動及各經濟體的重要領導人的評論使歐元每
周都在發生變動。一些在全球層面上發生的影
響已經非常明顯，例如出口需求降低和資本市
場的波動。但其他影響還是不明確，例如投資
流向的最終影響、商品需求和價格，及潛在的
保護主義和貿易糾紛。
佐立克（Robert Zoellick）
前世界銀行行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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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佐立克所說，為避免“尾部風險”（在復蘇
過程中最後階段的一系列問題可能會引發全球
經濟嚴重倒退的情況），在過去的六到九個月
裡通過應用非常規貨幣政策緩和了金融危機的
影響。然而，貨幣政策只是一個臨時解決方
案。政府需要結構性改革，促進國際貿易仍很
重要。對於全球化與去全球化的考慮，各國政
府必須積極地管理全球化的代價和效益，並確
保更新貿易、商業，工業政策和教育制度。
自從全球金融危機以來，各方討論都集中在系
統性改革的必要性。國際合作將是系統性改革
的基礎，然而一系列的地域性危機，尤其是在
歐盟，影響了八國集團和其他主要團體為全球
金融體系改革所付出的長期合作的努力。不
過，歐盟在關鍵問題上還是取得了一定的進
展，當然這點進展遠遠不夠。進展包括提升美
元、歐元和人民幣的協調發展，增加商品市場
理性的措施及更有效解決較小貿易分歧的方
法。有關財務報告共同標准的進展也比預期或
要求中緩慢，以致限制了投資者進入一些全球
主要的資本市場，減弱了世界各地投資者的熱
情。

亞洲經濟體需要為面臨歐洲經
濟放緩的影響做好准備，這將
是一個維持其經濟增長的關鍵
因素

無論是在亞洲或其他地方，新興經濟體的早期
增長總是靠出口推動的，以非洲為例就是他們
的資源，或者對於較不發達的東南亞國家而言
就是制造業。何時及如何將以出口推動和基礎
設施投資拉動的增長模式轉變為以當地家庭需
求推動的增長模式仍是一個備受關注的話題。
而中國正是世界目光聚焦的中心，不僅因為它
的經濟規模及其對全球經濟的重要性，更因
為中國本身對有關這個轉變的目標已經非常明
確。該目標已成為“十二五”規劃的一部分和
所有政府高層需要正視的事項。

“對話佐立克”分會概況
在過去6到9個月中，各國制定了相當多的貨幣政策，希望能夠規避所
謂的“尾部風險”，也就是經濟復蘇後期可能導致全球經濟嚴重後退
的系列事件。政策關注宏觀經濟的穩定性，試圖解決國家的財政問題
以及政府支出與債務。貿易自由化是推動各地區經濟增長的關鍵。只
要西班牙和意大利堅持改革，歐元區的債務危機應該可以得到控制。
亞洲要想維持強勁增長以及實現高收入還需解決很多困難。

對於世界各地每個國家在追求的持續增長，沒
有比如何根據他們的發展階段、國家特性及全
球經濟的狀態，去管理、平衡、轉變他們增長
的推動力更為重要的問題了。同樣重要的是與
主要的貿易和投資伙伴維系和諧的經濟聯系。
正如自2008年以來，我們從世界各地看到增長
推動力並不完全來自政府的自主抉擇，但卻是
主要取決於出口市場的購買力和政策、商品供
應和價格，及任何部門對全球市場份額的競爭
強度的正面的和負面影響。對於每一個國家，
一個關鍵問題是可在增長模式中控制什麼及其
控制的最好辦法。

變革世界中的亞洲：邁向健康和可持續發展 博鰲亞洲論壇2012年年會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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貨幣一直是過去幾年年會中的一個主要討論話
題，特別是從全球危機以來對美元的擔憂。幾
年前，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向國際貨幣基
金組織提議有意轉換貿易貨幣，其中詳細記載
了特別提款權將由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管理。自
那以來，人民幣已在跨境貿易中變得越來越重
要。

雖然人民幣無法自由兌換，其大陸以外的作用
因為市場壓力而受到影響，但實際上它的價值
在過去五個月中一直處於穩定區間，並沒有因
市場壓力而被推到中央銀行建立的區間之外。
不過，正如一些參與者預計的，在美國大選之
年有關經濟的論點將會像有關政治的討論和立
場一樣那麼多。

基於幾個原因，有關人民幣的議論都是關於中
國對擴大人民幣的國際角色的明確承諾。中國
正在試圖前所未有地同時進行國際接觸及國內
控制。人民幣在中國以外的被接受能力十分
高，包括在香港的銀行、企業和主權債券市
場，以及有望在香港、新加坡及倫敦的股權投
資市場發揮作用。而且正如之前提到的，中國
與日本達成的協議將令人民幣在中日貿易流動
中發揮更積極作用。中國在主要的貿易談判中
會包含有關人民幣的事宜，為很多貿易伙伴提
供大量以人民幣結算的信貸設施作為輔助或儲
備金的後盾。許多人認為人民幣已經達到市場
平衡點，並在不久的將來我們會看到一個穩定
價格點和一些正常波動。另一方面，其他人繼
續辯稱人民幣被低估。

有關歐元的議論都是關於在歐盟中的不確定
性。近期有媒體報道指出，一些歐洲國家已經
是或瀕於雙底衰退的第二部分。最大的經濟體
已經就支持龐大的救助資金達成協議，但這並
沒有完全解決危機。意大利總理蒙蒂在開幕大
會上指出，意大利已采取必要措施來穩定其赤
字和債務問題。但希臘的情況仍然不確定，歐
元的全球貨幣地位亦受到有關希臘可能退出歐
盟或起碼退出歐元區的市場猜測的影響。西班
牙和葡萄牙的情況仍然保持不確定，歐洲央行
的基金可能不足夠為所有經濟體同時解決危
機。

對於中國的人民幣計劃能夠取得成功以及中國
實現可持續增長的討論，美國前財政部長鮑爾
森（Henry Paulson）認為，人民幣匯率需要
更多的市場調整並需減低國家運用匯率管理工
具的參與才對中國的經濟最有利。事實上，現
在已逐步地開始有更多機會促進人民幣跨境使
用。例如，上海提出的合格境內有限合伙人
（QDLP）計劃將允許 一個在岸人民幣基金的
資金籌集者將資金轉移到海外對沖基金用作海
外投資。其他例子包括“迷你版”合格境外機
構投資者（QFII）項目，可使用香港公司募集
的人民幣進行符合在中國的外國直接投資要求
的投資，以及最近有關允許溫州市民直接進行
海外投資嘗試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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鮑爾森（Henry Paulson）
美國前財政部長

有關美元的議論都是關於美國經濟的復蘇保持
穩定但比較疲軟。在2009年至2011年期間，美
元一直因為美國赤字和以量化寬松政策來刺激
經濟增長而被擔憂會急劇貶值。新一輪的主要
銀行虧損以及修訂銀行業監管條例進程緩慢並
沒有為現況帶來幫助。但事實上，美元表現已
經相當好，而美國市場仍然是世界各地投資者
的主要安全港。美國所有的市場都處於多年來
的新高，而房地產市場也有明顯的跡象表明市
場已經見底並有可能上升的趨勢。因此，雖然
利率仍然很低，但越來越多外國資金正被吸引
進入美國資本市場、房地產市場和尋求合並和
收購的機會。
另外一個有關全球性問題和可持續性問題的會
議引發了其他的特別關於亞洲的議題。

許多代表認為亞洲國家必須繼
續融入世界，尤其是關於全球
經濟治理的事宜
很明顯，所有主要國際經濟組織都是由北美和歐
洲國家主導，以及許多當前的全球貿易體系都是
由他們進行監察。但這種情況將會改變，因為目
前亞洲國家的經濟增長已超越了發達國家的增
長率、其龐大的消費人群擁有越來越高的消費能
力以及成為區域和全球貿易強國。亞洲國家必須
在新的全球角色中承擔責任以確保一個有成效
的變化。
另一個關鍵問題促使我們再次回過頭討論有關國
內消費成為經濟增長重要推動力的話題。隨着亞
洲的發展，亞洲急需轉向拉動內需的模式以維持
其高增長水平。因為目前全球形勢和亞洲以外的
經濟體增長緩慢，其他狀況不如中國的欠發達國
家在出口方面將面臨比中國在改革初期更加困難
的局面。因此，亞洲市場對他們來說更為重要，同
時他們也更多地與亞洲可持續增長相關的兩個主
題發生聯系。

首先是城市化程度提高，這個全球性特性將會隨
着21世紀持續進行。這是中國未來發展計劃的重
點，目標是將其城市化率增加一倍。城市化將家
庭轉移到城市化的工業和商業經濟體，令家庭財
富增加。國家財富亦因城市化促進房屋及基礎設
施建設而增加，並且在教育、文學，經濟能力以及
現代社會注重的相關技能方面獲得迅速改善。城
市化帶領過剩的勞動力走出農村，鼓勵農業整治
及機械化，為農民和消費大眾帶來整體效益。換
句話說，很多持續增長模式的關鍵需求都要考慮
城市化的因素。
另外是亞洲區域化程度加強。區域融合對亞洲和
世界各地促進增長很重要。考慮到歐洲和北美的
出口市場疲弱、而其他地區可能面臨引發另一場
危機的真正危險或是日益嚴重的貿易保護主義，
年會的與會者一致同意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副
總理李克強在開幕大會上的評論並重視在亞洲發
展共贏的貿易和投資聯系。這過程通過各亞洲國
家領導人的努力已經取得相當大的進展。
本世紀初，許多亞洲國家加速了有關自由貿易協
議的工作，有些部分與全球經濟發生聯系，但大
部分焦點還是集中在亞洲自身。地區性貿易變得
較為均衡，資源豐富、農業高產、或制造先進的國
家之間保持着較強的互補性。考慮到中國的勞動
力和其他因素的成本增加，供應鏈將有可能區域
化，而在中國制造和出口不再具備競爭力的部分
產品的生產設施已轉移到成本更低的國家。基於
亞洲國家之間關鍵的互補性的存在和相關政策
成功推行取得的成果，區域之間的貿易增長速度
高於亞洲與世界各地的貿易。
物流改進正在進行中，這個趨勢亦因為人民幣獲
推廣成為亞洲貿易結算貨幣而得到加強。新港口
設施和鐵路正在計劃和建設中，該設施將大大提
高雙方跨境運輸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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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金融投資者和跨國公司經營者逐漸把亞洲地
區視為一體，其數據顯示在亞洲地區的金融投資
分布得更加均衡
如果亞洲國家可以克服所有重大的挑戰，就可以
為未來增長打下堅實的基礎。但此過程面臨很多
困難，因為許多亞洲國家計劃逐步從中等收入發
展到高收入的經濟體，但隨着經濟逐步提升而同
時保持經濟高速增長是一個苛刻的任務。所謂
的“中等收入陷阱”就是其中一個潛在的急需
緩解的風險。一些專家將“中等收入陷阱”定義
為一個國家在中產階級群體擴大的過程中未能以
總人口的角度擴大中產階級，以及未能滿足中產
階級家庭不斷增長的財富和消費的需求。中等收
入陷阱的明顯跡象之一是當城市的中產階級家庭
開始覺得他們承受不了通貨膨脹、稅收、環境退
化和其他降低他們消費能力和生活質量的負擔。

歸根結底，“中等收入陷阱”是一個國家在經
濟改革和現代化的早期階段通過出口和資源優
勢獲得的巨大成功，緊隨其後卻沒有為維持經
濟增長進行系統性改變的結果。為此應實施的
改變是多方面的，包括政策的改變，例如金融
服務和稅務的監管、所有權和財產權的改變、
改善商業環境及改善包括司法部門在內的機構
運作等。
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目標一直是年會主要討論的話
題，這些目標今年變動速度很快。印度已經顯示
出一些嚴重放緩的跡象，在2012年第二季度，中
國經濟的放緩速度比預期中緩慢。但在許多主要
方面，國內生產總值增長不是討論的重點，重點
是亞洲企業和政府領導人為了服務於人民而保持
經濟增長、及逐步改善市民生活質量的承諾。

國內生產總值雖然重要，但更
重要的是集中在新興經濟體常
出現的扶貧和解決嚴重貧富懸
殊的事項
因此，以合作為主題比競爭更為重要，而共享利
益的概念在整個2012年年會上都引起很大共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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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和私營部門及市場環境
在中國改革開放初期，鄧小平和其他領導人確
定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為改革形式。此形式需要定
義和保護私人財產的權利，並很快出現了由數
百萬計的夫妻店組成的一個興盛的私營部門，
經營范圍從農貿市場到零售店、從美容店到修
理業務。市場化改革一直在進行中，也在什麼
是國有、什麼是私有的概念上不斷進行完善。
中華人民共和國總理溫家寶最近在有關大型國
有銀行的公開講話中提醒我們，這的確是一個
正在發展中的工作。
總體來說，發展私營部門的機會在亞洲是很重
要的。它的潛在空間很大，可加快就業增長和
創新，是一個可持續增長的關鍵要素。但在改
革中的新興經濟體 - 當地條件各不同 - 一些常
見的困難包括私營企業很難獲得發展需要的資
金、為建立適合市場機會的機構而需吸納和留
住人才、從一個人的創業組織管理發展成為規
範公司治理的中型和大型企業。
私營部門進一步的發展是亞洲國家成功的關
鍵。現有的開發模型在不同的亞洲國家中都呈
現對企業和政府不同的挑戰。例如在中國，大
型國營部門和私營部門之間的關系引發中國國
內的企業家和外國投資者不斷就一些重要問題
進行討論。這些重要討論包括允許和禁止外商
投資的領域、從大型貸款機構取得的企業發展
所需的資金、可否進入國內資本市場、能否獲
得以開發為用途的土地、以及與稅務機構、海
關，監管機構和其他政府的聯系。
私營部門在轉型中的角色
這些問題主要是有關中國內部的，但在國際市
場上也時有發生。對於中國在海外收購的融資
及公共和私營部門資源之間的關系引發了多方
面的關注。這個問題並非只發生在亞洲國家。
在某些情況下，如歐洲和北美的鐵路系統確實
沒有競爭摩擦，因為鐵路系統已有專門部門運
營管理。但在其他領域中，例如郵政和電信的
市場會有一些公開和甚至是侵略性的競爭，比
如一些國有的郵政機構與私人國際運輸公司進
行競爭。某些領域中已經存在公開和激烈的競
爭，像國際商業航空公司、汽車制造業、商業
飛 機制造、煉鋼，石化產品及鋁業等領域。
有趣的是，在歐洲的趨勢是將大型商業實體私
有化以持續與私營公司競爭。這種做法的原因
很簡單，因為他們通常無法與私營公司競爭、
積累大量財務損失、並成為了中央政府預算的
負擔。

亞洲國家應對本國事務和跨境
問題的關鍵在於不同的發展模
式在全球化和發展的動態中盡
量避免沖突，有效地發揮相互
作用
大型企業最終無論是國有或私人的，它必須在
商業上可行並具備足夠競爭力，唯一的例外是
為國家至關重要的安全需求提供支持的機構。
要實現上述目標需要面臨兩個重大挑戰：將國
有企業的表現提升到全球競爭力的水平，以及
創立一個監管架構和慣例確保世界各地的國有
和私營企業可以和平、和諧地共存。商業環境
的討論主題就是關於如何通過國內發展、國際
合作，海外投資並購的形式應對這兩項挑戰。
在中國，自從在全球金融危機嚴重時期緊急實
施4萬億元人民幣經濟刺激計劃後，一直存在一
場關於私營部門的激烈爭論。2009-2011年的
復雜環境為私營企業帶來多項挑戰。在過去二
十年高速發展的過程中，許多企業將注意力放
在出口上，而這項有助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的領
域在當時受到嚴重的打擊。由2008年第三季度
開始並持續至2009年第二季度，出口額較去年
同期下降百分之二十，2009年中期開始回升，
增長率在2010年第一季度達到高峰，出口額在
該季度已恢復到危機前的水平，但自從復蘇開
始以來，增長率一直穩步下降到現在水平。在
當前緩慢的出口增長情況下，出口增長的起伏
導致了中國面臨重大規劃的挑戰，引發了過度
投資的局面。
為保持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率的進度，中央政府
拉動了固定資產投資，尤其是基礎設施投資，
並選擇以大型國有銀行商業信貸為主要的融資
方式。中國私營部門的核心並沒有做好准備參
與這項新的增長計劃 - 固定資產投資，同時，
他們並不容易獲得國有銀行的信貸額度。大
規模的國有企業借款及工業產能過剩的擔憂使
國有企業迅速地從實業投資轉向其他形式的投
資，主要包括房地產開發以及金融服務。國有
企業在這階段的多元化嘗試增加了與私營部門
的直接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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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次圓桌會議討論中，中國政府官員、投資
者、首席執行官，公司總裁和其他來自私營部
門的重要人物討論了行業的表現和前景，以及
他們未來的機遇和面對的挑戰。
陳建明

保育鈞

德勤中國全國市場與戰略主管合伙人

中華民營企業聯合會會長

中國4萬億人民幣的刺激計劃成功保持並帶領了
全球的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率，但在計劃推行的
過程中無法避免推高了通脹壓力，其中最明顯
的是房地產行業。盡管2011年中國的整體經濟
增長強勁，全球經濟放緩和國內持續的通脹壓
力影響了中國私營部門的增長。這些因素為進
入市場造成障礙，例如獲取資本資源或是與國
企競爭。在博鰲亞洲論壇房地產會議中，私營
部門的代表解釋他們需面對的挑戰，包括與國
企在緊要需求上競爭，例如贏取土地使用權的
拍賣，但價格因國企的參與而大幅上漲。
在私營企業的初創時期，每個私營企業都在實
現企業家的夢想。然而，當他們達到相當規模
時，他們必須與大型私營企業、國企 、甚至
政府在管理人才上展開競爭。在中國和亞洲地
區，對經驗豐富、可擔當第二和第三管理層角
色的管理人才的爭奪已經加劇。“民營企業家
圓桌會議”在今年的年會上討論了吸納和留住
人才的重要性，並改進業務慣例和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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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圓桌會議上進行的對參與者的調查發現，約
有一半認為成本上漲而令利潤壓縮將會是未來
兩到三年的最大挑戰。該結果反映了許多私營
企業在低利潤率下經營，相對缺乏足夠的現金
以抵御經濟低迷和成本增加的挑戰。百分之七
十的參與者相信，中國私營企業必須改善他們
的管理狀況和效率，以達到企業生存所必需的
卓越運營水平。
“民營企業家圓桌會議”分會概況
雖然民營企業必須通過創新、品牌、成長和
國家支持來適應形勢變化，應對國有企業的
競爭，這仍然需要很長的一段時間，但是發
展前景依然樂觀。民營企業對於中國乃至亞
洲的未來發展十分重要。民營企業管理和創
新流程的持續改進，企業家對於人才的關
注、培養和挽留措施，對於未來獲得成功極
為關鍵。

圓桌會議的討論談及許多目前私營部門須面對
的挑戰。其中一些只影響到私營部門，而其他
挑戰就同時影響到國有及私營企業，包括石油
價格上漲、工資持續上漲和其他通脹壓力。然
而，政府對國企提供的有力支持可能會令私營
公司覺得處於劣勢。國有企業是目前國內市場
的領導者，而私營行業大部分都是較低端的細
分市場產品。同時，政府和大型國有銀行為許
多在中國的國家大型企業旗下主要私營公司的
當地項目，特別是重大海外收購，包括收購資
源、技術和品牌等交易，提供了大量支持。私
營企業的企業家意識到他們的發展前景是在日
趨激烈的市場環境下成功立足。

私營部門今後需要把重點放在
創新、品牌推廣，發展增長和
獲得政府的支持才能成功
有關私營企業的討論明確了幾點看法。與會人
員認為私營企業在維持亞洲未來增長以及長期
保持理想的增長率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私營
企業的重要貢獻在於提供就業機會、促進創新
以及帶來強勁的投資回報。另一方面，在快速
變革和經濟承壓時代，政府傾向於通過國有企
業的力量，以及直接通過對監管法規和資本流
動的具體管理來積極影響工商領域。這可能對
某些市場機制造成干擾，在某種程度上拖延對
創業型中小企業最迫切融資需求的滿足，如監
管政策傾斜和獲取增長資金等方面的支持。

經濟形勢日益復雜，企業家的需求及其業務經營所處的監管和市場環境
亦如此。私營企業要想在未來成功發展，企業自身的持續改進以及政府
支持缺一不可。從可持續發展這一整體性共同目標的角度來看，私營企
業的健康發展十分關鍵。私營企業家已然認識到，能否在日益艱難的市
場環境中勝出，是決定企業未來命運的關鍵。
私營部門成功的重要性在任何一個新興經濟內體並沒有被忽視，但為幫
助私營企業成功而提供適當的商業和監管環境的確困難重重。
融資渠道多元化發展
有關企業家和投資者最關注的市場和運營挑戰的調查發現，近百分之四
十的圓桌會議參與者認為，中國私營企業的融資環境在2011年裡出現明
顯惡化，幾乎百分之六十的企業家表示他們仍然依靠商業銀行貸款。這
反映了國有企業銀行貸款主導融資渠道的事實，從另一個側面也反映了
監管松散或不受監管的地方融資渠道正在迅速發展。在許多快速發展的
中國城市中，私營企業已越來越依賴於當地影子銀行、信托和信貸擔保
公司等利息極其高的貸款。高度競爭、低利潤的企業明顯是維持不到高
利率，因此融資危機在中小型企業部門中表現惡化。
“民間金融與銀行業的開放”分會概況
中國金融體系着眼於深化改革和開放。大型國有銀行不能完全滿足市
場需求，導致大量不受監管的不正規存貸款機構快速發展。金融體系
的其他模式增加了多樣性，有助於彌補貸款供需之間的差距，尤其是
滿足中小型企業的貸款需求。中國正在試點溫州村級銀行，包括設立
民營銀行以及加強建設農村信用社和合作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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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民間金融與銀行業的開放”專題討論指出
這些渠道的規模及重要性均迅速增長的原因，
這個情況在溫州以及多個不同城市均有發生，
這些城市的私營企業正在快速增長。雖然整體
經濟並不缺流動資產和財政資源，大約九成小
型企業由於架構存在偏見而導致其未能向正規
銀行申請貸款。這些私營企業當中，包括制造
業、房地產發展，建築業的上游產業和制造或
零售業的子行業等。這些企業在增長方面的最
大障礙就是缺乏資本，因此縱然是高息貸款也
具有相當吸引力。在急需短期現金周轉之時，
這些企業迫於無奈地以相當高的利息貸款。在
競爭激烈、企業利潤低的情況下，高息貸款並
非長久之計，只能令中小企的融資危機更趨惡
化。
近幾年來，私營中小企業的融資問題已被關注
和討論，而企業領袖都樂觀地認為，資金規模
將日益增加。大型銀行已被指示創立特別為中
小企業貸款的項目，並且為理解、重組，及監
管更廣的金融機構種類進行重大改革。包括將
當地銀行，合作社及信用合作社的許可范圍擴
大，和以試點的形式給予一些私營銀行經營許
可。與此同時，貸款利率在另類銀行渠道已大
幅下降，隨着市場力量發揮作用和信貸需求
的減弱，在某些情況下甚至降到先前的一半水
平。
中小企業高管已經感受到日益增加的投資機
會，認為私營部門的前景是光明的。

多個領域機會充沛，這意味着國有和私營行業可
以在共贏的目標下一起發展和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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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某些行業必須要為私營部門蓬勃發展而
開放。如果政府允許私人資本進入金融服務行
業，最大的機會可能就在其中。在討論中，一
系列的金融服務改革已被確認，而且都致力於
為私營部門信貸資金的充裕程度和商業機會提
供支持。有些是上面提到的，例如私人銀行牌
照。其他包括利率自由化和擴大商業范圍，以
及非銀行貸款機構和投資者的靈活性。
中國政府目前在溫州進行項目試驗，而該項目
在幾個討論中亦有所提及。溫州及周邊城市如
義烏一直被認為是中國最具創業條件的地區，
而在中國的城市中，溫州典型地出現了非傳統
融資渠道爆炸性發展的情況。溫州也察覺到這
些渠道發展初期的嚴重問題，包括流動性的問
題、償債能力、完整性和可靠性。2012年3月
28日，中央政府召開會議批核溫州進行一系列
的項目試驗。
目前並沒有關於貸款短缺的問題的辯論。另一
個更重要的值得探討的問題是如何建立一個多
層次的金融系統。大型銀行不能解決所有市場
的借貸需求。所以當地的小型銀行和民間金融
組織是有存在必要的，而通常這些組織更能夠
評估小規模借款人的償還能力，他們能夠以貸
款人和借款人都能接受的價格和風險達成最合
適的貸款協議。
資本渠道的選擇當然不限於銀行和債務。“另
類投資主題早餐會”集中討論了私募股權投資
和風險投資的角色，而全國社會保障基金理事
長戴相龍和紅杉中國基金創始合伙人沈南鵬對
這個相對新但增長快速的行業進行了解讀。戴
相龍表示，盡管私募股權投資基金在過去的幾
年裡迅速增長，至今還是沒有足夠數量的並購
基金。中國正在整合各種行業，這是“十二
五”規劃非常認可的一個趨勢。並購基金可在
整合過程中提供輔助 ，這同樣為並購基金經理
帶來更多機會。同時，在進行投資時，戴相龍
強調了合伙制對私募股權投資的好處。

專家小組成員同意合伙制是組建私募股權基金
的最好模型。股權投資的結構可在投資前端合
作籌備資金，這樣許多擁有互補利益的投資者
可一起參與，然後將股權投資者的合作以及他
們的目標放到實際的股權收購過程中。中國證
券投資基金的發展被認為與國際同類的基金有
些不同。一方面，有限合伙人（LP）的角色獲
得清晰的理解，投資者不應干涉基金管理。另
一方面，被廣泛接受的規范，例如百分之二的
管理費，不應被視為一個不可改變的規定，但
應根據具體情況而進行調整。參與討論的嘉賓
一致認為私募股權投資和中國經濟基本狀況目
前都處於健康的發展階段。
“另類投資主題早餐會”分會概況
在中國，社會保障基金是私募股權基金的主要
資金來源，但光靠社保基金不能為所需的重組
和整合提供足夠的資金。合伙制是私募股權基
金投資的最佳模式，利用有限合伙提供資金
的成熟模式也很好，但是有限合伙人（LP）
不應干預基金管理。另一方面，典型的百分
之二的管理費不應該被視為“死規定”。

戴相龍

沈南鵬

社保基金理事長

紅杉中國基金創始合伙人

推動境內消費的機遇與挑戰
消費品是私營企業涉足很多的一個行業，針對
中國本地消費者，而且覆蓋全產業鏈和生產環
節。在過去的十年裡，中國本土品牌在國內市
場獲得巨大的價值，這是一個私營部門的顯著
成功。電子商務，包括銷售渠道以及所有周邊
產業，例如物流和運輸，同樣也體現了強有力
的私營企業的發展勢頭、創造就業機會、並創
造高企業價值。在應對家庭消費者日益增長的
需求方面，私營企業已取得最大的成功，對總
體經濟做出了很大貢獻。
為提升私營企業競爭力，中國和其他亞洲國家
的政府都繼續鼓勵消費性開支，他們的共同目
標都是發展內需。這不僅讓私營企業獲益，還
被看作是為窮人和農民增加機會和財富的一個
有效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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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預測一致認為，中國到2020年將發展為世界
上最大的中產階級消費市場，印度排在第三位，
而印尼在第八位
這是一個在亞洲的變革趨勢。隨着生活質量提
高，以及人口年齡增加，一個更大的食物、衣
服、教育，醫療和其他行業市場將為企業帶來
商業機會。只要為企業提供一個適當的監管和
金融環境，快速發展的私營企業可以在這個市
場裡興旺起來。
對於這一點，私營企業家和消費者業務領導人
對市場充滿信心，並將繼續建設國內供應鏈。
他們從中國政府為增加消費支出所提供的支持
和城市化程度提高的狀況中看到未來的重大機
會。但國內私營部門以外的競爭亦是一個因
素，這些重大機會因為管理勞動力和投入成本
的增長而變得有難度。品牌認知度和消費者信
任是中國市場的關鍵，特別是在奢侈品和高端
市場，而主要消費企業正在應對一系列挑戰，
包括開拓一線城市以外的發展機會，提高品牌
認知度和提升市場份額的挑戰。在整個供應鏈
中，從產品開發到零售，品牌價值的重要性正
在企業拓展二、三線城市市場的過程中迅速增
長。
有關生產成本的討論越來越多，其形勢的復雜
性也得到了廣泛認同。工資不斷上漲令家庭有
更多的可支配收入用作消費。但同時，基於工
資和商品價格上漲，各行業和所有擁有權類型
的制造商都正在經歷每年高達百分之二十的勞
動力成本增加和其產品生產需要的能源、燃料
和基本材料的成本增加。
制造業務領導人在管理供應鏈中看到越來越多
的挑戰，包括缺乏有資質的當地人才、當地的
競爭力提升、以及合理估計的投入成本將持續
增加。盡管存在這些挑戰，他們仍然相信中國
是保持全球競爭力的制造業基地，而他們可以
借助專業知識，新技術及生產率和流程改進來
成功地管理成本和應對挑戰。成本管理是民營
企業家發展企業最為關注的問題。為此施行的
戰略都反映出私營企業家的創新精神和才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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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計劃選擇將供應鏈部分外包以抵消成本，
計劃投資於自動化、新材料及新設計以降低成
本、提高產品功能，增強市場吸引力。
盡管亞洲曾經被看作一個低價值的制造業地
區，隨着勞動力和投入成本持續上漲，私營企
業領導人的討論都圍繞着將當前技術和專業知
識進行推廣，使產業向價值鏈上游轉移的重要
性。許多中國私營企業目前在供應鏈管理方面
比較弱，但可以通過新技術引進、外包和改進
管理工具加強管理，比如借助信息技術和企業
資源計劃系統。
境外直接投資
在德勤跨境投資中心主席、美財政部原副部長
羅伯特．金米特（Robert Kimmitt）參加的圓
桌會議上，金米特針對中國境外投資以及各企
業領袖提出的眾多廣泛意見進行了評價。中國
政府提倡“走出去”的發展方針已推行了逾十
年之久，金米特看到中國政府持續集中推動其
境外直接投資所造成的多項影響。這將有助於
平衡外匯儲備，並緩和近期正急速增長的外匯
市場。企業將有更多機會從不同來源獲得人民
幣，兌換成美金再投資海外市場。
因此，中國政策與中國企業將成為全球資本流
動日趨重要的因素，從而提升國家在主要國際
經濟機構與制定全球規則方面的地位。同時，
他也提出中國投資海外將會導致更高程度的“相
互作用”
，這將對貿易和投資中立構成良性壓力，
以使中國在公平、商業的基礎上，逐漸發展公
平投資與貿易機會。
中國國內持續對境外投資進行討論，大家對其
重要性毫無質疑，可是對過去的表現則有不同
見解。很多金融與戰略投資的表現並未如預測
模型般理想，而中國進入全球投資市場時日尚
短，因此往往在風險相對高的環境進行投資。
正如以下所述，中國尤其積極與其他金磚國家
建立緊密的雙邊關系，亦為國內的境外投資活
動提供指引。在國內業績輝煌的中國企業，在
國際市場面對陌生的運營環境而備受挑戰，
這些企業唯有慢慢學習聘用法律顧問、財務咨
詢、公關顧問等專業人士，這是成功運營海外
業務的必要條件。可是，有明顯趨勢顯示，中
國境外投資者在2011年大幅擴展其並購范疇，
不再僅僅專注於過去十年間在境外投資占領重
要地位的能源與礦業項目。

投資流向中國境內的外商直接投資的趨勢也發
生了關鍵的改變。中國過去一直在新興經濟體
的外商直接投資占據主要地位，可是其在2012
年的外商直接投資出現大幅下跌，而境外直接
投資亦有輕微跌幅。中國對海外的總投資仍然
在相對低的水平，並且高度集中於能源與采礦
資源行業。多家中國企業在數年前已開始在海
外尋求商機，卻始終面臨重重挑戰。雖然如
此，我們發現中國買家在最近的一些海外收購
項目中把目標對准了包括食品、娛樂、工業用
品和科技技術在內的各種品牌、營銷渠道，以
及運營實體。
羅伯特．金米特（Robert Kimmitt）
德勤跨境投資中心主席、美財政部原副部長

“跨國公司中國區總裁圓桌會議”分會概況
人民幣將在全球繼續發揮日益重要的作用。
中國政府正在嘗試其他境外投資渠道以減少
更多的外匯積累。金融服務多元化勢在必
行，外國金融服務機構將在持續的市場改革
中發揮協助作用。政府旨在將中國的經濟增
長模式由投資驅動型轉變為依賴國內消費、
拉動內需為主導的增長模式。盡管制造行業
的勞動力和投入成本持續上升，但是技術和
生產力將維持行業競爭力。鑒於政府政策和
城市化進程加劇的優勢，大多消費行業企業
保持樂觀態度，已經開始考慮在二三線城市
建立品牌。

探究境外直接投資拓展比預期緩慢的原因，首
先是因為潛在境外投資者一直相信，國內市場
的投資機會比他們能夠在海外尋找的機會更有
保障。第二，規定的批核程序涉及各個不同機
關（部分投資者表示高達16家不同機關）嚴
格苛刻的行政審查，對項目的可行性、相關估
值、以及所需外匯進行批核，往往令投資者對
此表示失望。有時候，這些審查甚至導致投資
者無法通過競爭獲得投資者熱捧的收購目標。
但是，境外直接投資目前進入穩定增長期，並
且將會繼續增長。隨着境外直接投資，中國企
業自然而然在市場和供應鏈上拓展足跡。由於
中國國內市場的規模迅速增長，中國在某程度
上擁有獨特的歷史地位，多家大型企業在市場
資本化方面位居世界榜首，可是業務足跡還幾
乎集中在國內。國內市場經濟放緩將導致情況
有所改變。目前已出現了一些值得注意的成功
例子，中國信息科技器材供應商等企業在海外
的業務均非常成功。這家在全球100個國家擁
有業務的最大供應商，業務不但涵蓋急速增長
的國家通訊基建，而且其供應鏈更跨境進行多
元發展，擴大科研中心的地域分布，務求集合
世界各地的人才優勢。

正當中國行業漸趨成熟，中國企業投資海外的機
遇有可能超越跨國企業在國內投資的強大機遇
而且，與會者在討論之時也談到了中國企業與
跨國企業合作投資第三國家的重要例子。如果
確保這個趨勢得以成功並持續下去，中國將需
要肩負更多責任，並提升其在世界貿易組織、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等國際機構中的
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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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同類國家集團，實現可持續發展 金磚國家、新興經濟體11國與VISTA國家
進入2012年，盡管與全球金融危機隨後幾年的
情況相比，世界經濟形勢已經大為改觀，但風
險和不確定性並未減少。從新興經濟體角度來
看，全球經濟的巨大不確定性可能造成全球經
濟增長整體放緩，影響各國的增長。毋庸置疑
的是，新興經濟體自2008年以來一直受到各類
事件的重大影響，而在博鰲論壇上，圍繞業已
確立的各類國家集團未來發展的問題，與會人
士展開了熱烈討論。各位政策制定者和商界領
袖討論的目的，在於前瞻性地審視當發達經濟
體處於增長持續放緩和前景不明的境況時，新
興經濟體維持經濟增長、改善生活水平可采取
的措施。
誠然，過去三個月的全球經濟發展動向喜憂參
半。經濟波動期間，歐洲債務危機的解決方
案得到了擬定，然而隨後部分危機受到激化，
之後又出現新的解決方案，以及內容加以擴充
後的紓困條款等類似辦法。針對貨幣的統一問
題，歐盟曾簽訂各類金融協議、進行相關遴選
和辯論。法國和德國也曾出現過高於預期的指
標。盡管美國經濟在穩步增長，但增速遠遠低
於預期。在美國，美元曾一度保持堅挺，國內
投資及消費亦有所改善，但是諸如就業率和住
房等其他關鍵指標的表現則時好時壞。
全球金融危機爆發之後，出口企業受到的最直
接影響是出口商品需求銳減。隨後數月，一些
長期影響開始顯現，包括國內政治壓力下貿易
保護主義的抬頭、針對跨境投資設立的一些新
障礙、持有主權債務和其他貨幣的風險增加，
以及貿易爭端的日漸增多。資源出口企業在享
受了幾年需求強勁、定價居高不下的美景之
後，隨着市場普遍預期全球經濟放緩將抑制對
關鍵能源和礦產的需求，好日子走到了盡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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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向來倡導，新興經濟體作為一個整體，應
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和世界貿易組
織等國際組織中占據更多的代表席位。博鰲
亞洲論壇已經推出配套出版物，闡述金磚國家
和新興經濟體11國可扮演的潛在角色，並指
出：2010年，新興經濟體人口占全球人口的百
分之四十點六，然而其國內生產總值僅占全球
的百分之十九。一項針對新興經濟體的研究同
時指出，這些經濟體面臨着類似的挑戰，包括
巨大的通脹壓力以及財富分配的重大差距。最
後，還需要處理新興經濟體之間存在的溝通不
暢和貿易摩擦問題。
尋找共同目標
全球金融危機爆發以來，新興經濟體大大加強
了自身在全球的影響力，而“實質性地”組織
一些區域性及非區域性國家集團便是表現之
一。
一直以來，博鰲亞洲論壇對於獨辟蹊徑，思考
那些具有共同目標的經濟體集團起到了重要作
用。論壇最初關注亞洲國家及其共同的利益，
而現在，博鰲亞洲論壇還思考與金磚國家及擴
容後的新興經濟體11國（其中大部分國家隸屬
20國集團，但不屬於最初的七國集團）有關
的問題。最近，全球媒體用“VISTA”這個首
字母縮略詞代指近年來呈現巨大發展潛力的國
家，它們是越南、印尼、南非，土耳其及阿根
廷。當然，南非也是“金磚四國”到“金磚國
家”的擴容成員。
隨着同一區域內的發達經濟體和欠發達經濟體
尋求合力效應和經濟合作基礎，區域國家集團
的發展成為推動全球化的一股明顯動力。中國
於2001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後不久，就積極展
開了一系列雙邊自由貿易談判。截至2010年，
很多自由貿易協定有效地將東南亞經濟體聯系
在了一起。歐盟也成立了此類區域貿易集團，
並使用統一的貨幣，當然，北美自由貿易協定
和美國參與其中的其他雙邊協定已經將美洲的
國家經濟體更為緊密地聯系在了一起，並統一
使用美元進行交易。

表1：2011年自由貿易協定下的東亞活動
國家

2010年國內生產
總值（十億美元）

簡單平均數最惠 2011年生效的自由 2011年談判中/擬議的
國關稅（%）
貿易協定（數量） 自由貿易協定（數量）

東北亞
中國

5,926.6

9.6

12

12

日本

5,458.8

4.4

12

9

南韓

1,014.5

12.1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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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律賓

199.6

6.3

7

5

新加坡

208.8

0

18

17

泰國

318.5

9.9

11

13

東南亞

資料來源：Asia Regional Integration Center (ARIC)、世界銀行、WTO

在像世貿組織這樣的國際機構框架內，處於相關發展階段的國家找到了共同點，並建立了實質
性的國家集團，而無論其所處全球何地。金磚國家就是非區域性國家集團的活躍例證之一；而
VISTA國家集團則是處於發展初期的國家集團例證。
區域集團與可持續性的實現 - 中國、東亞和東盟
隨着眾多自由貿易協定的生效將東亞和東盟國家聯接在一起，加之人民幣作為區域性貿易結算和
投資貨幣的地位進一步凸顯，區域整合進程成為現實。博鰲亞洲論壇老生常談的一個話題，就是
如何解決以下這一關鍵問題：要確保各領域、各發展階段實現共贏，正確的政策措施是什麼？
博鰲亞洲論壇與會者探究了所謂的“東亞模式”在全球經濟不確定形勢下的優勢與劣勢。當前，
許多亞洲國家都遵循並大力投入出口導向型戰略，這就是過去日本和“亞洲四小龍”采用的“亞
洲模式”，其局限性眾所周知。在發展的敏感階段，經濟體對於國外經濟危機高度敏感。由於要
開采國內資源用於獲取經濟利益，倚重於出口的快速發展往往會造成環境退化。最終，也許也是
最重要的是，這一模式的成功本身就埋藏着自身失效的種子，因為隨着經濟的逐步發展，早期在
制造成本方面的競爭優勢隨着出口商的流失，需要進行發展模式的重大轉型。
將目光投向東亞和東盟國家，與會者一致認為，未來亞洲需要調整其發展戰略，增加國內需求，
刺激區域需求，通過科技創新和綠色發展來不斷進步。另外，該地區還將受益於日益增長的各類
合作以及合力效應，從而改進亞洲的整體競爭力。
多年來，亞洲已經參與了包括東南亞國家聯盟（東盟）、東盟10+3（東盟國家+中國、日本和南
韓），以及上海合作組織（上合組織）等多類合作協議，但是地區性合作的廣度和深度遠不及歐
盟和北美。而未來很重要的是，這些國家在繼續努力創造自由貿易區的同時，要確保政治因素、
歷史問題和社會體制的亂象不會成為共同經濟利益的阻礙。此外，亞洲必須繼續積極融入世界，
尤其是全球經濟治理層面。當前，亞洲經濟占全球份額的百分之三十，而在通過諸如20國集團等
組織塑造全球經濟環境方面，亞洲還需要扮演更多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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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自多個東盟國家的政商界領導人組成的座談
小組在“東盟自由貿易區與區域經濟一體化”
中對東盟自由貿易區的前景進行了探討。會
議聚焦如何在東盟國家之間，不僅僅是經濟方
面，同時在文化、社會和政治方面，實現更深
層次的整合；會議還聚焦東盟國家在進一步整
合之後將面臨的內外部機遇。

“東盟午餐會：東盟自由貿易區與區域經濟一體化”分會概況
東盟自由貿易區是將多樣化的地區統一起來，旨在實現擁有共同目標的
一體化社區。重要的是，所有東盟成員國努力縮小東盟國家之間的貧富
差距，他們雄心勃勃，計劃在2015年形成一個統一的大市場。與會嘉
賓表示，堅持這條道路將為所有成員國創造更多發展機會。

在後危機時代，亞洲正行駛在轉型的快車道
上，過去數十年，世界見證了亞洲輝煌的增長
成就，而亞洲也正在成為全球的經濟重心。在
認可上述前提之下，則產生了這樣的問題：這
一擴張最終會否形成一個擁有統一市場和統一
貨幣的亞洲聯盟？
表面看來，東盟自由貿易區似乎正朝着這個方
向邁進，雄心勃勃地計劃在2015年形成統一的
市場。然而，多元文化和各不相同的經濟擴張
水平是該地區的典型特點，可能會阻礙共同繁
榮以及進一步的深入整合。另外，歐元區危機
之後，東盟國家領導人的堅實領導，以及吸取
爭議重重的歐盟模式的教訓已經成為實施各類
整合的共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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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盟自由貿易區的建立是為了統一多樣化的亞
洲地區，形成一個擁有共同目標的共同體。以
此為衡量基准，那麼迄今為止可以說東盟的合
作是成功的。與會者均認為，繼續沿着這條道
路前進，將為全體成員國帶來更大機遇。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協定的疊加進一步擴大了地區覆
蓋，增強了合力效應。
然而，東盟共同體並非始終如此樂觀。當該組
織尚處於初期之時，由於主要受該地區多樣性
影響，當時的探討話題主要圍繞成員國在試圖
整合時會遇到哪些困難。如今，隨着本地區經
濟影響力的日益增長，被視為對該地區發展至
關重要的已經不僅僅是地區內部整合，還包括
東亞、亞太以及全球經濟環境內部下的更大范
圍的整合。
組織范圍的擴大正在成為東盟領導人思考中最
為重要的因素，與此同時，整合方式亦顯現
出多層次特點。東盟10+1（中國）以及東盟
10+3（中國、日本和南韓）協定對於確保經濟
未來實現強勁、穩定增長極為重要。特別是中
國，在決定該地區成功與否方面注定扮演關鍵
的角色。憑借中國與全球領先大國，尤其是美
國的交涉能力，中國-東盟聯系的增強將為雙方
帶來重大機遇與利益，但若是缺失任何一方，
則未必能夠成事。
涉及東盟共同體內部更緊密的整合問題，一些
討論成員表示，需要彌合國家之間的財富鴻
溝。為了更好地推進整合，與會者表示，經濟
若無法整合在一起，阻礙就依然存在，並可能
阻礙真正的東盟一體化市場的形成。其解決路
線之一是維持各國之間合理的貿易差額，而數
據顯示，這一指標正在改善。

圖1: 中國與東盟貿易差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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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NBSC（1994-2010），中國海關（2011）

實際上在2011年，中國作為該
集團中最具實力的貿易經濟
體，對於東盟國家，進口遠大
於出口，這也是與處於發展初
期的國家真正“分享財富”的
一個趨勢
巴達維（Tun Abdullah bin Haji Ahmad Badawi）
馬來西亞前總理

一般而言，東盟共同體以及東亞國家之間整合的日益增加會給當地帶來大量的利益，馬來西亞前
總理巴達維（Tun Abdullah bin Haji Ahmad Badawi）認為，新一代的學生從其他成員國項目學
成歸來正在帶來重大的價值。他們獲得的文化意識和人際溝通技能將有助於東盟經濟、社會和政
治領域的未來發展。他還提及這些學生將成為緊密聯系東盟地區的紐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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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對亞洲和東盟區域集團的一系列相關探
討，最終結論是要注重本地區各國的共同目標
及其共同面臨的發展挑戰。

吉迪拉．納．拉農（Kittiratt Na Ranong）

俞建華

泰國副總理

中國商務部部長助理

在評估東盟實行統一貨幣的可行性時，泰
國副總理吉迪拉．納． 拉農（Kittiratt Na
Ranong）擔心這一舉動可能會限制各國自身的
經濟抗壓能力。他指出，亞洲金融危機期間，
對泰銖實行浮動匯率是拯救泰國經濟的一大因
素，這種貨幣管制至關重要。
盡管區域整合是眾望所歸，但商務部部長助理
俞建華主張，世貿組織仍然是促進貿易的主流
體。雖然目前世貿組織的談判處於僵局之中，
使得區域性貿易合作在建立貿易協議方面扮演
更重要角色，然而一旦使用世貿組織多邊機制
進行貿易談判變得可行，俞建華建議各成員國
應當期待該組織做出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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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一致認為，區域整合目前
發展方向是正確的，各成員國
應當尋求除經濟話題以外，如
社會、政治和文化價值觀等領
域的更廣泛合作
盡管東盟共同體國家極具多樣性，但也擁有很
多相似之處，譬如，它們都希望能夠從整合和
合作的深化中受益。在發展問題方面，為避
免“東亞模式”缺陷，區域領導人需要培育創
新與合作機制，運用區域合力改善供應鏈效
率，開發、應用科技與技術專精，並向價值鏈
上游進軍。區域內貿易，尤其是糧食和能源資
源類貿易的快速增長，顯示出了積極的作用。
同時，針對交易投資中更多使用統一貨幣（很
可能是人民幣）的裨益之處，亦展開了重要探
討。

金磚國家、新興經濟體11國和VISTA國家
如上文所述，金磚國家是首個根據共同目的和共有利益，而非地域因素劃分的國家集團。“金磚
四國”這個概念首次出現是在2001年中國加入世貿組織之際，用來概括巴西、俄羅斯、印度和中
國的共同現狀、發展潛力和共同利益。2010年南非加入之後，“金磚四國”亦隨之易名為“金磚
國家”。隨着南非的加入，據估測，這五大經濟體的國內生產總值為13.6萬億美元，占據全球三
分之一人口的份額，其增長率是發達國家來年預測增長率的三倍。
充分了解金磚國家對於全球各主要國家，特別是金磚國家自身非常重要。它們的發展潛力巨大，
但也面臨巨大風險。它們有時會為追求共同利益而聯手合力對抗發達國家，但自身之間仍然對貿
易投資設置了重重門檻。其潛在增長主要受有利的人口構成、日益增加的國內消費、互補的資源
優勢、制造業優勢和服務優勢推動。自“金磚”概念出現這十年來，金磚國家之間的交流合作取
得了穩步增長。盡管金磚國家在地理上不如歐元區國家之間互相接近，但要在它們之中使用統一
的貨幣（如人民幣）作為重要的貿易投資媒介也並非毫無可能。
2011年，金磚國家領導人峰會於當年博鰲亞洲論壇開幕前一天在三亞召開。今年，峰會在印度德
裡召開，其間通過了金磚國家協議，其中提出了大量促進雙邊合作的具體建議。雖然成果顯著，
但金磚國家未來是否會繼續成為成員國數量不斷增加的獨特國家集團，前景仍不明朗。環視巴
西、俄羅斯和南非，經濟發展並不如中國或印度穩定。其中一項建議是建立金磚國家開發銀行以
加強競爭力。然而，目前已經有諸如世界銀行和非洲發展銀行等許多承擔類似職能的銀行機構。
圖2：金磚國家、VISTA國家和七國集團國內生產總值趨勢
美元（千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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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世界銀行（1990-2011），經濟學人信息部（2012-2015*預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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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STA國家有時也被稱為“第二波”新興市場，與七國集團及金磚國家不同的是，它們的規模更
小，處於發展初期並且正面臨着更大的潛在政治變革。但這些經濟體具備金磚國家發展初期的所
有優勢，即能夠增強出口導向型制造業競爭力的廉價勞動力，以及人口眾多、快速增長的國內市
場。綜合來看，VISTA國家代表着五億新消費者，其國內生產總值不僅與中國人均水平相當，而
且已經超越了印度或巴西。
無論是區域集團還是非區域集團，如七國集團、金磚國家，新興經濟體11國抑或VISTA國家，無
論是已經形成體制化的運作集團，如七國集團，抑或概念化的特別集團，如VISTA國家，在全球
貿易投資體制發展進程中對於共同利益的互相認同，以及某種程度的競爭動態，將塑造這一進程
的發展方式。
外國投資是一個較為明顯的競爭領域，中國已經主導該市場近20年，多年來，其吸納的外國投資
比其他新興經濟體的總和還要多。我們論及的類似國家集團，對發達國家投資者的戰略決策擁有
一定的影響力，但這種影響並不大。例如，相當明顯的是該地區以外的很多資本投資者越來越傾
向於將亞洲+東盟地區視為某種一體化的投資目的地。下表展示了近幾年來各地區外國直接投資份
額的增長情況。隨着進入該地區的整體份額日益增加，外國直接投資總量取得了穩定增長。
圖3：中國與東盟的外國直接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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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另一方面，在“跨國公司中國區總裁圓桌會
議”上，我們對在中國經營業務的大型跨國公
司首席執行官們進行了投票調查。當問及像金
磚國家這種非區域性質的類似國家集團對其戰
略計劃有何影響時，百分之六十的首席執行官
們表示，他們會根據具體國家的情況把握相應
的機會，而中國當然是進行戰略投資的特殊目
標。換言之，金磚國家聯盟對這些企業的投資
計劃並無相關性。
這些類似國家集團之所以重要，並不一定在於
特定的成員及其具體情況如何，而在於這些集
團客觀存在，並且隨着全球金融體系、貿易投
資將各國緊密聯系起來的同時，自身的重要
性也在不斷提升。雖然“金磚”概念本身也只
有十年的歷史，但該集團已經成功地發起共同
行動，影響了一些重要國際組織的部分重大決
策。作為追求共同目標的國家集團，金磚國家
廣受認可，成效卓著，即使它們並不屬於世界
同一區域，且並不廣泛代表各類經濟、政治和
資源狀況。

戴瑞森（Brian Derksen）
德勤有限公司副首席執行官

雖然金磚國家、新興經濟體11國和VISTA國家
的多樣性是其優勢所在，但隨着國家集團持續
影響全球事務，多樣性亦為可持續性帶來挑
戰。例如，資源出口國和制成品出口國之間的
合力非常強勁，但現有出口市場上的競爭也非
常激烈；當涉及跨國供應鏈時，原料、能源、
半成品和成品的市場定價爭奪亦非常激烈。亞
洲領導人在思考歐盟作為區域集團存在的問題
時，國家集團多樣性帶來的挑戰也有所反映。
整合的推進會提升國家之間的相互依賴程度。
正如我們看到，在歐洲，一個經濟體的經濟壓
力很快會傳遞給該集團其他經濟體。這些集團
未來要取得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領導人
的遠見卓識，同時需要對溝通合作做出堅定承
諾，並且保持實現共贏的堅定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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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球的共同目標 - 城市化、環境和能源
社會各界的人士，無論在發展中國家或發達國
家，越來越理解自己作出的抉擇會帶來的累積
效果，他們的行動在各社區、城市，省份和國
家累加起來，對世界和他們的生活方式的可持
續性都有影響。例如，生活和通勤的抉擇會加
重社會的負擔，影響到能源的即時價格並為我
們共同分享的環境帶來長期負擔。這些影響不
一定會立即體現，但最終有可能影響到公眾健
康和經濟增長。
世界各國正在面對這些問題。亞洲就像其他地
區一樣，施行多個層次的解決方案。可以列舉
的一些方法包括更明智的融資和指導城市發展
的方式，其他方法是向大眾推廣他們對生活、
旅行和工作安排上可以做出的一些新選擇。

交通、農業、材料、能源、以及回收，資源管理
和保護的新科技對減輕地球人口增長的影響和改
善生活方式有着重要的作用
在很大程度上，公共政策對整個經濟發展模式
影響深遠，這些政策應該引導社會和生活方式
向更可持續的方向發展。亞洲國家對石油和天
然氣越來越嚴重的依賴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除非能源多元化能夠實現，否則亞洲國家目前
仍然依靠傳統方式的能源，特別是石油。如
亞洲國家政府未能決心促進能源多樣化和向消
費者推廣節能的選擇，目前的依賴性將不會減
小。雖然有關新的石油和天然氣來源的探索正
在加速進行，石油和天然氣仍是有限的資源，
而額外的生產只是一個暫時性解決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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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可持續發展和能源多樣化能夠實現之前，產
油國的區域性動蕩會持續對亞洲和世界各地的
生產力構成威脅。石油生產和出口國的政治和
經濟的緊張局勢，無論在地球那一個角落，都
直接給世界帶來沖擊，攪亂了依靠能源進口的
經濟體的穩定性及對經濟增長率構成威脅。增
長率與能源需求、碳排放和其它有關可持續性
的衡量標准有着相關的聯系，所以這一節讓我
們從博鰲亞洲論壇上有關國內生產總值的最新
趨勢的討論開始。
國內生產總值的趨勢
在2011年，中國、印度和日本發布國內生產總
值增長率分別為百分之九點二、百分之七點八
和負百分之零點五。中國的國內生產總值增長
被預計可能會降至百分之七點五，而近期的跡
象表示可能會降到更低水平。基於中國是現在
一個主要的能源進口國，市場對於會否影響中
期和長期的商品價格仍然存在爭議。在博鰲亞
洲論壇的“能源/資源：供需雙方的對話”會議
上，專家小組成員出乎意料地表示對中國將國
內生產總值增長的目標減到百分之七點五並不
擔心。來自國外的專家提醒觀眾，這仍是一個
可觀的增長率，特別是對於這樣一個巨大的經
濟體。隨着中央政府將繼續開發中西部省份和
促進加速城市化，一些人表示對中國的長期增
長充滿信心。就更長期而言，這些政策將維系
穩定增長的需求。將增長減慢是希望能夠抑制
通貨膨脹，而這措施亦受到小組成員歡迎。中
國專家推測該目標或會被超越。沒有人覺得這
個稍微放緩的經濟增長目標將為能源市場帶來
重要和可持續的影響。
“能源/資源 - 供需雙方的對話”分會概況
能源多元化是二十一世紀能源安全的關鍵所
在，是各個國家尤其是發展中國家的首要優
先任務。由於全球經濟不穩定、歐洲動蕩以
及伊朗局勢緊張，未來數月石油價格將持續
波動。沙特阿拉伯（以及其他產油國）承諾
必要時會生產更多石油來緩解市場緊張。

印度計劃委員副主席Montek Singh Ahluwalia在“印度經濟展望：2012-2016”的會議上介紹印度
經濟增長的預測，他認為，“在供應方面的增長，印度正處於一個相當好的位置”
，但他承認，“我們的
限制都在基礎設施上。這是政府的一個首要目標。”他進一步指出，印度已經能夠將投資從2006年的
百分之五點六提高到2011年的百分之八左右。“我們的問題是當經濟增速達到百分之六時，所有
的限制不會立即體現，而是通過時間顯現出來。”一個在博鰲亞洲論壇多年來常見的主題是大型
新興經濟體如何在投資導向型增長模式與財政約束、投資的回報和可持續發展之間找到平衡點。
“印度經濟展望：2012-2016”分會概況
雖然印度應當在克服能源和資源限制並提高基礎設施投資的同時促進包容性增長，但是百分之
八點五是印度合理的年度增長目標。印度的投資從2006年的百分之五點六上升到去年的百分之
八左右。中國和印度在共同問題方面有着不同的挑戰，可以利用中國資本和印度專精各自的優
勢進行共同投資。

變革世界中的亞洲：邁向健康和可持續發展 博鰲亞洲論壇2012年年會報告

29

城市化：政策及融資驅動機制
為了解亞洲社會如何實現可持續的增長，我們需要對形成現狀的發展模式的優點和弱點進行研
究，然後為未來發展確定最好的路徑。我們應從中國城市發展開始說起，因為這是在過去二十年
來中國經濟增長及其影響的最大體現。城市化推動消費者的需求、提高了工業和農業部門生產
率，並極大帶動了基礎設施投資。隨着中國面臨出口市場在未來的不確定性，城市化已成為維持
增長策略中的一個主要因素。在“十二五”規劃和所有關於將經濟增長放緩以及向固定資產大量
投資的政府政策中，城市化都被列為可持續性的一個重要因素。
圖4：中國與東盟的農產品貿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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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個全球監管和金融動蕩的環境之下，中國
不可能獨善其身，中國領導人已經表示願意即
時應對在發展路途中將遇到的障礙。但領導人
不斷指出，正是過去的解決方案導致了現在的
失衡。隨着中國需要面對不斷湧現的新挑戰，
政府應該對發展模式進行更為詳盡的重新審
查，特別考慮如何將模式的持續性、效率和透
明度變的更高和更公平，為中國社會各階層的
人士帶來效益。
中國的經濟增長一直無可非議地在各界媒體中
得到認可，很多人相信中國在不久的將來有能
力超過世界上任何一個經濟體。在2010 年，經
濟學人信息部聲稱中國的“健康增長”可以繼
續有增無減地持續20年，並指出最強勁的增長
率已從東部沿海地區的富裕城市轉移到包括河
南省鄭州市和湖南省長沙市在內的內陸城市1。
經濟學人信息部預計在20個增長超快的內陸城
市中，這兩個城市將會在2050年前成為中國九
個“超大城市”（大都會城市地區）的其中兩
個。中國的人口已有一半是城市人口，而這個
數字還將在未來的幾十年裡快速增長。
城際間基礎設施正在進行中。中國已經開通了
幾個高速鐵路通道，亦有其他通道在原有的鐵
路網絡上擴建。“十二五”規劃要求到2015
年，中國將會有總長達45,000公裡的高速鐵路
覆蓋。
鐵路建設、公路建設，城市輕軌和中國的現代
化機場已引起了全世界的關注。即使中國對運
輸容量的增長已經進行了巨大的投資，中國的
火車站經常擠滿乘客，尤其在節假日； 地鐵
在交通繁忙的時間經常擁堵，中國的大城市道
路上擠滿私人車輛。這些場景與中國盛名遠揚
的“鬼城”形成鮮明對比，那裡盡管缺乏足夠
的需求，房地產的項目仍然持續進行。
然而，據研討小組成員的分析，這些相反的情
形有一個共同的原因。

中國項目融資的結構在某種程度
上解釋了需求驅動力和房地產開
發的不協調，同時亦暗示着城市
以目前的速度持續增長的限制
對西方發達經濟體來說，資本預算是其市政府
的一項很普遍的工作。大型資本項目一般以債
券發行的形式融資，不論是由一般義務債券撥
款或是由其資產所產生的用戶費用作為基金支
付的收入債券。中國之前並沒有這些融資途徑
支持開發，因為當時不允許地方政府承擔任何
債務責任，無論是銀行貸款或債券發行。
針對這個限制，地方政府投資公司就是其中一
個應對方案，它可以利用銀行的信貸供應為當
地基礎設施投資提供資金。此方案在某些情況
下卻導致基礎設施的投資比一些地方政府的收
入還要高出幾倍。這方面的高額支出在過去20
年出現驚人的增長而且主要由市政府承擔。在
2010年，該項數額超過財政預算支出總額的三
分之一。
如此多的基礎設施是否都是在現收現付的基礎
上進行建設？當然不是，事情亦並非是這樣發
生的。但是因為這是一個投資導向型發展模式
的核心問題，我們應該先對融資的結構進行詳
細的研究。
林肯土地政策研究院即將出版的一篇文章提供
了一個解釋2。中國城市化在90年代開始加速，
中央政府降低了撥給下屬地方政府的收入，同
時也降低了由他們自己規劃征稅模式的自主
權。省政府從中央政府允許的當地稅收來決定
收入的分布。大多數地方政府的收入是由針對
商業增長和城市發展的稅收得來的，而其中來
自以發展為目的的土地轉讓的稅收迅速增長，
投機者隨之對這些市場的興趣增加。因此，跟
工業發展和投資相比，房地產開發和投資更受
當地官員支持。

1

經濟學人信息部：《中國增長最快

的城市：重慶、合肥、安山、馬鞍
山、平頂山、沈陽》 2010年版
2

克莉絲汀．王 ：《中國城市化的

代價：市政財務在21世紀的挑戰》
（暫定名稱）；伯爾 、琳恩 韋
策爾，教育專家 ：《在發展中國
家的大都市政府財政》；麻省劍
橋，林肯土地政策研究院 （未發
布的草稿）
變革世界中的亞洲：邁向健康和可持續發展 博鰲亞洲論壇2012年年會報告

31

當地項目的創新融資方法在全球金融危機後迅
速蔓延，從而導致大量資本流入已制定的渠道
之外。除推廣投機性房地產項目之外，任何級
別的政府都缺乏資本預算，隨之而來的就是以
預算外和難以控制的方式為很多基礎設施項目
提供資金。上世紀90年代，地方投資公司開始
為這些項目提供資金。隨着地方政府投資公司
數量激增，下屬政府開始以市政稅收和土地作
為權益和抵押擔保向很多銀行貸款。因為中華
人民共和國法律為未開發的農田以農田收益率
來制定一個固定價值，所以政府可以從固定價
格買入土地然後以更高的價格售出，從中獲取
利潤，然後以未來稅收收入作為抵押。
人們對於這種融資方式的嚴重後果始終一無所
知，直到中國在2008年啟動4萬億人民幣的刺
激計劃後，下屬政府通過地方政府投資公司的
借貸數字激增。兩年之內，地方政府投資公司
吸納了全國百分之四十的新貸款。至此，禁止
地方政府承擔債務的問題才曝光，這也是資本
投資邊際價值下降的其中一個原因。這些措施
不僅未能避免地方政府借款，還導致地方政府
融資方式失去控制和透明度。

因為沒有其他選擇，地方政府已經采納了助長房
地產投機行為的融資方式，卻並沒有顧及到對社
區、城市交通擁堵、 或文化遺產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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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這個問題在2010年和2011年期間備受關注和
討論，導致多項限制信用和減緩地方政府投資
的措施出台。
基礎設施的當地資助可以從2003年或更早的
時候開始進行評估，而在幾個方面上可以得出
結論。大量的高價值的基礎設施已經落成，這
是中國與新興經濟體一個明確的區分和競爭優
勢。但同時造成一些難以解決的問題，包括
遺留大量地方政府債務和不穩定的影子銀行系
統。
專業小組成員建議各國政府將協調項目性提高
作為補救，並需要合作制定國家層面的指導。
特別是需要為公共財政設立在基礎設施上的詳
盡政策和制度。現在比以前更需要這些措施；
城市發展的成本比以前高，在中國許多城市的
填補空間和拆除或改造舊式工業建築的工作已
經接近完成，而具有文化價值的建築物卻岌岌
可危。
另外一個問題是將寶貴的農田加以改造。在任
何城市化的經濟體，最有價值的農業活動通常
都是在大型城市的附近，將高價值農作物運送
到高價值的城市市場。隨着城市的擴張，被吞
並的農田的生產力並不是差或一般，而是優質
的耕地，這對農業生產率造成極大的影響。中
國擁有世界上百分之八的耕地和近百分之二十
五的人口，一直在面對國內生產的食品和進口
食品的長期挑戰。推動農業生產力的提高也是
城市化政策的一個重要因素。

中國的城市建設很大程度上是由地方政府和他
們的代理人管理。展望未來，為建設城市而必
須顧及到居民個別和集體的目標，政府可以而
且必須轉向私營部門尋求解決方案。在博鰲
“亞洲城市的未來”會議中，研討嘉賓認為私
營部門能夠為所有城市發展事項提供幫助，從
資本投資到租借員工的安排。只有私營部門成
為解決方案的一部分，政府的計劃才能成功。
私營部門的參與代表在城市發展過程中將會帶
入更多的市場力量，而這無可否認將提高資本
投資的效率。

“亞洲城市的未來”分會概況
智能城市 - 通過投資人力和社會資本以及通信基礎設施加以提升的
城市地區 - 可以包括遠程辦公、雲計算以及公共交通和通信網絡集
成技術。城市化也帶來了交通運輸和能源效率等諸多挑戰。汽車的
替代工具，如安全、經濟、甚至通過信息技術進行連接的公共交
通，是應對挑戰的關鍵所在。

張欣（主持人）

郭為

戴利（Richard Daley）

SOHO中國首席執行官

神州數碼董事局主席

芝加哥市前市長

雷夫．約翰森（Leif Johansson）

齊籐一志

丁庭宇

愛立信董事長

三井不動產常務執行董事

台北市副市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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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好的城市化：綠色建築、智能城市
通過制定財政政策、公共財政措施及對新發展
加以有效的監管，中國和亞洲地區的城市正在
學習控制無節制的增長。亞洲的城市也正通過
在新發展中運用“綠色”標准及對有需要的建
築物進行翻新，來扭轉計劃不周的項目對環境
和生活條件帶來的影響。中國各地城市都為
“生態城市”中心進行規劃，為提高整體城市
生活的效率而尋求低排放或完全碳中和、獲得
LEED（領先能源與環境設計項目）認證的建
築。鼓勵計劃包括中國“十二五”的一項條
款，為消費者購買綠色認證的住宅提供優惠房
屋貸款利率。
隨着這些標准獲得世界認可，亞洲地區可以效
仿世界各地不同城市，例如東京。三井不動產
常務執行董事齊籐一志在“亞洲城市的未來”
會議中認為：“盡管東京是世界上最大的城市
之一，國內生產總值高達2萬億美元，但這個城
市還是提供一個非常舒適的生活環境。東京還
經歷了住房短缺、污染和交通擁堵，但大部分
問題花了三十年被克服了。東京現在將焦點集
中於從經濟增長轉變為可持續性的問題。這是
歷史悠久的城市在不久的未來都要面對的一個
挑戰。”
專家小組成員在關於城市的會議上，同意將建
築物素質提高到LEED指數並不是敷衍了事，
而是一個改善城市生活質量的關鍵方法。芝加
哥前市長戴利（Richard Daley）在描述一個正
在芝加哥進行的綠色建築項目時，強調所帶來
的效益受到居民和其他利益相關者的理解和歡
迎。“我們以身作則並對需要達到什麼要求有
所理解。所有工人都希望大樓內的空氣質量提
高。” 將工業設施和住宅環境在以環保方式翻
新的建築中進行混搭可為當地就業帶來效益也
是一個有效的賣點。“工廠可以與科技和住宅
整合。而這些工廠能夠帶來高收入工作。除了
可以為社區帶來工作機會，還同時考慮到環保
的要求，因為所有翻新的工廠將運用環保科技
進行改造。” 戴利言論的重點是在可持續城市
發展的路途上，公民和政府要進行緊密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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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環保概念整合在文化上較為敏感的地區和社
區都是可以做到的，甚至有可能環保就是保護
這些地區瀕危歷史建築的關鍵。齊籐解釋：
“在一個地方我們保持了300年的特色，同時
加入新科技。” 齊籐的發表與小組討論主題一
致，他補充道：“我們不僅在建造建築物，我
們同時在創建社區；你必須與居民進行交談並
將他們看作計劃的一部分。”

城市就是一個社區，任何發展
項目必須能夠響應居住在那裡
的人民的需求
“智能城市”的主題 - 將投資集中於人力和社
會資本、通訊基礎設施上，使城市地區增強
- 引起了專家小組成員對實際措施的評論，包
括遠程辦公、雲計算，公共交通和通信網絡的
整合。即使目前對於人們是否會在辦公室、在
家或任何地方工作的前景還是不太清晰，亞洲
城市專業小組認為科技將改變工作的特性和環
境。不管是哪一個工作模式，高效率的移動設
備對未來城市都是非常重要的。
新興經濟體有機會能夠計劃和開發智能、高效
的移動基礎設施。在發達國家中，以美國、歐
盟、日本為例，不同航空、鐵路、汽車交通的
組合成為運輸的主要模式，但卻沒有一個計劃
是以高度整合的模式運行。

人們上下班時需要一些可用，安全和負擔得起的公共交通，而且能夠配合他們個人
及個別移動性的需求，而不是繼續依靠他們的汽車
在越來越多的中國城市中，絕大多數的工人可以從一個規模不斷擴大的交通網絡選擇他們上班的
模式。中國在公共交通方面的投資規模是史無前例的，尤其在高速鐵路和地鐵線路上。例如，廣
州擁有236公裡 (147英裡)的地鐵線路和120個運行中的車站，他們長期的計劃是建設至少500英裡
的地鐵和輕軌線路。隨着智能城市設計開始盛行，公共交通將會加入資訊科技，為乘客提供自導
的旅程選擇。
汽車
當然，迅速增長的私家車擁有量為基礎設施和能源帶來很大的負擔。對於沒有豐富的石油和天然
氣資源的亞洲國家來說，汽車擁有量的增長必然會增加進口石油和天然氣的負擔。還會導致城市
交通擁堵和污染。因此，在快速增長的亞洲經濟體，傳統的內燃機汽車和節能的或使用替代能源
的綠色汽車都會是重要的產品。因此，開發替代能源汽車和成為全球汽車市場供應商非常重要，
而且也極具前景。
圖5：中國汽車銷售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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鑒於中國的環境狀況，本國公司和外國公司應
相應地處理環境問題。增長的前景是可觀的，
但公司必須考慮到環境處於不斷變化中。勞動
力成本和供應鏈，以及更廣泛的問題包括能源
供應、環境影響、政府政策、消費者的偏好都
是跨國公司在中國投資運輸行業時需要考慮的
重要因素。
全球汽車研發投資在中國日益關注的是替代能源推
進。中國中央政府將每年分配人民幣10-20億元
資助國內綠色車輛的設計和生產計劃就證明了這
一點，同時繼續激勵消費者和地方政府在試點
城市進行購買。除了推進國內綠色汽車工業，
中國也一直引領着電動汽車設計和與其配合的
公共交通工具進行協調，最終以一個綜合系統
的方式運行。這是一個可以應用在整個亞洲和
世界的方法。汽車行業和公眾都可以因為一輛
更舒服、更安全、更環保的汽車而獲取極大效
益。
盡管電動和混合動力汽車的重要性已經得到認
可和強調，大多數專業小組成員認為，傳統內
燃機汽車仍然是未來10到20年最受歡迎的汽車
種類。

未雨綢繆：能源保障及國際穩定性
大多數專家認為礦石燃料不會在短期或中期內
被嚴重取代。亞洲地區持續使用傳統汽車就像
其他地區一樣，繼續依賴傳統能源。新化石燃
料的發現和生產，例如頁巖氣和煤層氣，以及
能夠從生物質、纖維素和固體的油氣源液體生
產液體和氣體燃料的新科技發現，只能滿足部
分的日益增長的能源需求。
市場預期石油價格有可能提升並且變的不穩
定。面對中東諸多的不確定性，地緣政治的緊
張局勢將石油的價格推高，而這趨勢可能會持
續。在“能源/資源：供需雙方的對話”會議
上，中國國家能源委員會專家咨詢委員主任張
國寶對不斷上漲的油價會阻礙任何經濟的復蘇
表示擔心。觀眾在會議上的提問普遍顯示出對
油價的憂慮，尤其是在該地區發生沖突時。在
中東和其他地方的緊張局勢都是不可取的，但
同時提醒了我們能源多元化及減少對外國石油
的依賴是亞洲國家理性的選擇，尤其是發展中
國家。

技術改進和替代燃料的供應將繼續提高效率，同
時重塑傳統內燃機汽車的維度和規格
因此，即使研發投資的關注是替代能源汽車推
進，也許更重要的解決方案是我們上面所描述
的綜合移動設備的模式。中國的汽車車主很明
顯沒有像美國、歐盟、日本的汽車使用量高，
少於百分之八十的車主日行走哩數超過80公
裡，而很多人的使用量甚至比這個數字低。個
人移動裝置，比如私人汽車的使用量低不僅可
以節約能源，也意味着基於替代能源的系統不
需要太復雜的設備和解決方案，例如基本電動
充電汽車的范圍和充電的解決方案。一個整合
的解決方案包括實現個人移動裝置能夠在方便
的協調聯運車站裡連接到大眾運輸系統，使一
個城市的運輸流動系統能夠從方便、效率、安
全、和可持續性等多個方面獲得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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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tek Singh Ahluwalia
印度計劃委員會副主席

自90年代以來，中國的外國石油進口一直與整體石油供應按比例地穩步增加，如今原油、成品
油、液化天然氣每年的進口接近2,000億美元。和其他亞洲國家類似，印度同樣是依賴外國能源，
但進口增長比中國的少。在“印度經濟展望2012-2016”上，Ahluwalia認為：“我們在能源方
面，跟其他國家一樣，需要面對重大的挑戰。如果我們以百分之九的速度增長，那麼能源供應也
必須以百分之六點五的速度增長。所以在未來的5到20年，我們對能源的依賴性會越來越大。”每
個國家在能源多樣化的問題上都面臨着一定程度的緊迫性。
圖6：淨能源進口（能源使用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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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的傳統能源供應正面臨着激烈的經濟、政治和環境壓力。隨着不同國家的發展，尤其是金磚
國家，整個世界的能源需求一定超越化石燃料的資源。除了需求的增加，政治的不穩定性使問題
更加嚴重。張國寶指出，與供給和需求相比，石油價格更顯出中東政局的不穩定性。財團法人中
技社主席潘文炎指出，有百分之七十的亞洲的進口石油來自中東，油價上漲對亞洲的居民打擊最
大。
除了日益緊迫的經濟和政治問題，全球對煤炭和石油的依賴性還會對環境污染和氣候變化造成長
期的影響。因為種種因素綜合起來，專家小組成員對每個國家都必須實現能源多元化表示熱烈同
意，他們特別重視可再生能源。目前有不同的方法實現能源多元化：水電、太陽能、風能、天然
氣，頁巖及可再生氣體及核能。每個選項都有不同的挑戰。天然氣、頁巖氣和可再生氣體在福島
的核災難後被視為更佳的選擇，但因為能源選擇性有所限制，核能源仍將作為不同國家的重要來
源。風能和太陽能在生產成本和在部署時對環境亦有負面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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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着國家開始多樣化，能源將成為一個更加國
際化、相互交織和合作性的領域。專家小組成
員對於為能源作出的國際性努力及投資舉了一
些例子，比如俄羅斯在中國的管道、美國與墨
西哥合作提取頁巖氣、美中清潔能源研究，中
石油投資於北美的生物燃料、清潔能源等非傳
統頁巖氣上。各國領導人經常在能源問題上認
為大家同舟共濟，但同時也是一個引發地區性
和全球性強烈沖突的根源。鑒於政治、經濟和
環境氣候，能源多樣化是唯一能在21世紀實現
能源保障的方法。
潛在的爆發點及商品風險
在亞洲或其他地方的地區將會持續因為現有或
潛在能源發生沖突是一個不可避免的事實。其
中的一些差異表現在主權的分歧上；其他在比
較貧窮的地區則是為了商業投資和發展機會。
當中國或任何國家在其他地方進行資源投資，
程序安排必須是互利和公平的。
專家小組成員強調，在發展中國家做生意，最
好的方法是利用客觀的契約性協議為利益相關
方帶來效益，包括社會責任的投資。如果相
反，比如在非洲、南美、中東國家的協議是建
立在與元首和高級官員的關系基礎上的，同時
減少對社區建設的承諾，協議將很容易受到在
這些國家潛在的權力變化的影響。就像去年在
阿拉伯之春看到的戲劇性變化，被威脅沒收國
際投資或采取加強安全措施，對國際商譽帶來
不友善、缺乏建設性和破壞性的影響。

李稻葵
清華大學經管學院Freeman 講席教授

即使亞洲的海外原材料投資能夠避免當地的沖
突，商品價格亦有可能因為其他原因而受到波
動。國內資源也會受到競爭、分配和其他挑戰
的限制。不是所有限制都是新鮮的； 例如水的
稀缺性是一個困擾了印度和中國西部很久的問
題。正如印度計劃委員會副主席Ahluwalia指
出：“水源的限制跟5,000年前的問題沒有什麼
不同，但對水源更充分的利用方式還是有待改
進。我們可以從我們北邊的鄰居學習，因為中
國正面臨着同樣的問題。”
在印度，依照人口比例，基礎設施的短缺使資
源分配問題變得更加嚴重。印度只有一半人口
獲得充足的基礎設施供應，大家都認為，為促
進印度的發展這些改進是必須的，而這情況正
意味着大規模的投資機會。然而，所需要的各
種投資解決方案，例如運輸和水處理設施，也
有對印度資源的需求。清華大學教授李稻葵特
別提醒印度專業小組成員，如果印度繼續以滿
足人口的需求作為建設基礎設施的基礎，印度
將會成為鐵礦石的淨進口國。他補充說：“我
們都是商品價格波動的受害者，因此我們有很
多共同點。”
論壇中許多會議的主旨是關於我們在地球上共
同生活的物質需求，將環境與有限的化石能
源、水和耕地資源進行聯系，表示了這些問題
對全球經濟和世界各地社會的健康發展的重要
性。復雜的問題一致被認為需要復雜的解決方
案。管理生活上的物質需求不是任何一個國家
能夠獨自處理的。因此，不管我們正在討論政
策或科技，對地球進行適當的管理及為人類帶
來效益是其中一個最重要和緊迫的全球性合作
話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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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及文化 - 追求幸福、安全，穩定和繁榮
博鰲亞洲論壇2012年年會有幾個活動對社會和
文化問題進行探討，問題包括媒體、娛樂、醫
療保健，教育和其他影響到普通公民生活質量
的因素。在全體會議上，幾位領導人談到生活
質量的重要性和提高生活水平的驅動力的持續
性，改善的工作需要由貧困階層做起，並且延
伸到建立一個不斷增長的中產階級。
幾個活動的討論都旨在明確指出有關這項工作
的目標，不僅僅是代表國家及其領導人，還代
表生活在其中的所有普通民眾。日常生活方方
面面對實現全國、家庭和個人目標都是重要
的。
因此，除了博鰲亞洲論壇對改善經濟的關注，
更大的問題是如何提高個人的日常生活質量。
在“青年領袖圓桌會議：定義幸福與幸福社
會”首個討論中，專家小組成員為之後在博鰲
亞洲論壇關於社會和文化的討論制定了框架 - 當
基本生活需求被滿足後，每個人都可以自由地
用自己認為有意義的方式追求幸福。

對於在圓桌會議上談到的幸福，人們一致認為
財富和收入差距與幸福並非毫無關聯，但是他
們的關系並不密切，有時甚至應被分開考慮。
慈善工作被視為重要的；而那些專家小組成員
根據他們自己的經歷也證明了慈善活動同時為
施者和受者提供福利和幸福。對於中國人來
說，這不是一個新的概念，但這肯定是中國人
需要重新審視的概念，因為文化及系統性障礙
往往抑制富有人群和其余大眾參與慈善活動。
正如關於“北京精神”的宣傳活動中，兩個關
鍵概念是“包容性”和“美德”。

“青年領袖圓桌會議：《定義幸福與幸福社會》”分會概況
與會嘉賓一致認為，物質並非一定能提高年輕人的幸福感和安全感。
當最基本的需求得到滿足後，幸福就是個人自我價值實現的無形部
分，最好留給個人決定。公共政策旨在滿足基本需求，然後為所有人
提供尋求個人發展、實現自我價值的平等機會。

隨後的小組討論對各種有關如何滿足亞洲社
會的基本需求及隨後更高質量的需求的問題
進行研究，其中包括公共和私人醫療、通訊、
教育，城市基礎設施和社會安全的各個方面問
題。另外還有對新興經濟體典型的貧富懸殊問
題提出解決方法，和隨着社會變得工業化和現
代化，個人如何能夠通過創意和慈善做出貢
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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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在“慈善體制改革：透明度、專業化、公
信力”的討論中談到的，目前階段中國還是缺
乏任何其他國家為促進慈善活動而建立的公共
政策架構。2011年，中國慈善捐贈700億元人
民幣的數目只占國內生產總值的萬分之十八，
盡管這已經比以往有所增長。慈善制度的缺陷
在沃倫．巴菲特和比爾．蓋茨訪華期間被突
顯，這兩位全球頂級富人針對中國不斷壯大的
富裕人群進行慈善活動的推廣。

“慈善體制改革：透明度、專業化、公信力”分會概況
由於文化、法律以及制度障礙，中國的慈善事業發展緩慢。缺乏公眾信
任是中國慈善業急需解決的嚴峻問題。隨着四川地震等事件的發生，中
國公眾和政府更加迫切地希望大力推進慈善事業的開展，但同時需改善
中國慈善組織運作機制，健全相關的法律法規和增加監管力度。

許多成功的中國企業家覺得就業創造和為客戶
提供的機遇已經足夠寬厚仁慈，而公眾亦懷疑
慈善機構有可能毫無用處或缺乏效率，再加上
沒有支持慈善行動的監管制度，比如在許多國
家可獲稅務優惠，這些因素使這些負面影響更
加嚴重。

滿足基本需求
在快速轉變的社會中，比如在亞洲大部分地
區，滿足基本需求牽涉到很多不同方面。中國
的一個日益嚴重的問題是人口的快速老齡化和
慢性病的機率不斷增長。超過三十年前啟動的
公共衛生措施的成功使中國人的預期壽命增加
了一倍。在2020年中國將有多達3.5億人超過
65歲。同時，計劃生育政策將中國的生育率減
少了到1.4。此外，中國目前面臨着高水平的
非傳染性疾病，占2008年中國總死亡人數的百
分之八十三點三，而這個數字在全球是百分之
六十三。中國正在進入一 個負面人口紅利的階
段，退休人數及其相關的醫療成本增加，但為
這些老年人提供相關醫療服務的在職人員數目
也隨之相對下降。
在題為“國際慢病合作”的早餐會中，中華人
民共和國衛生部部長陳竺強調，中國實施的醫
療保健改革是一項重要的工作進程。陳竺認為
醫療保健是政府的責任，改革計劃的目標是人
人皆可獲得醫療保健服務。事實上，從中國經
濟改革開始，政府一直對醫療改革進行關注，
國有企業在改革之前的社會負擔也被緩解了。
自從醫療改革開始以來，根據官方統計，擁有
任何種類的基本健康保險的人口已經增加到
12.95億人，或從原本人口的百分之十五增加到
百分之九十五。

重組法規、授權專業慈善管理機構、提高操作
的透明度和廣泛推廣“回報”這個簡單的道
理，可能有助於促進主要慈善活動的增長。很
少公共政策措施可以比這些更有效地促進傳
遞幸福。對於其他大多數問題，其目標是可靠
地、公平地和實惠地建立一個能夠提供現代基
礎設施和滿足人們基本需求的架構。
陳竺
中華人民共和國衛生部部長

40

中國的公共衛生措施包括推進積極的對抗非傳
染性疾病的危險因素的運動，例如與工作環
境、個人飲食和生活方式的選擇等有關的因
素，比如吸煙。這些衛生措施還包含着一個遠
大的目標，即將從頭開始建立一群全國性的合
格全科醫生，現有的數量僅為中國執業醫師的
百分之四點三。中國還計劃向目前缺醫少藥的
高危人群提供醫療保健服務，包括正在迅速增
長的老化人口和遭受精神疾病困擾的人口。
衛生部部長陳竺表示，政府支持私人資本投資
於醫療保健業務，但同時也提醒了現場觀眾該
行業與其他行業不同。

最近新開的醫院和診所就體現了陳竺所提到的
政策方向，因為它們都是外商獨資的。
醫療旅游市場的發展也為亞洲國家帶來的商
機，這與滿足每個普通人的基本衛生保健需求
的挑戰有着密切聯系，這個嘗試在泰國和印度
都非常成功。據中國旅游研究院指出，醫療旅
游市場的估值是7,500億美元，而且仍在迅速增
長。然而這個行業的可持續發展取決於醫療服
務的質量、行業標准制定、創立業務認證、建
立聲譽、並與旅游機構建立良好的工作關系，
因為它們能夠為更多游客推薦醫療旅游。如果
中國與其他亞洲國家攜手促進醫療旅游合作，
包括剔除法律和保險等相關約束，亞洲更有能
力推進這個項目的發展。

醫療保健業務不能夠純粹以利
潤為導向，它必須以保護和改
善人民的生活為先要條件，政
策實施將反映這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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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
教育與全民醫療保健一同被視為對於人類幸福
和成功影響極為重要的因素 - 不僅對個人，更是
對整個社會的重要因素。
專家小組成員在“博鰲觀點匯：教育的真締與
症結”會議上，一致同意各國政府在創造繁榮
的社會過程中面臨廣泛的挑戰，教育是克服這
些挑戰所需的元素。全球各國平均將國內生產
總值的百分之五投資在教育上。中國和印度等
新興經濟體自經濟改革開始以來將教育列為首要
關注事項。此舉已經帶來效益，人力資源素質
在科學、科技、工程、經濟學、工商管理、醫
藥等行業大大提升。教育是構建一個知識社會
和滿足可持續發展的人才需求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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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鰲觀點匯（Ideas Festival）：教育的
真諦與症結”分會概況
決策者應該認真考慮大學的目的，推動招生流
程、課程選擇和大學系統。全球平均而言，
教育投入占國家國內生產總值的百分之五。
中國和印度等新興經濟體在經濟改革之初就
將教育作為優先任務。教育改革可能是亞洲
許多發展目標得以實現的最重要的一步。

Colin Dodds

李建生

Michael Spence

加拿大聖瑪麗大學校長

美中合作發展委員會執行主席

悉尼大學校長

Zhu Min Shen

舒富民（主持人）

章新勝

澳大利亞精英教育學院院長

小康雜志社社長兼總編輯

中國國際教育交流協會會長、原教育部副部長

雖然教育系統對國家經濟非常重要，但其作用遠不僅限於推動國內生產總值增長。對每個人的成長
階段最具影響力的階段可以說是其求學期間。在決定整個系統運作模式時，決策者應該衡量教育對
社會產生的深層影響。大學應該仔細考慮它們對每一位學生培養領導及公民意識的社會義務，從而
使社會變得更美好。
在整個“十二五”的發展規劃中，重點是建立一個知識經濟及以“中國創造”的標簽取代“中國制
造”的標簽。為了實現這個目標，國內需要一群更有創造力和創新精神的勞動力。在整個亞洲，這
幾十年來的討論話題不僅包括教育資源供應，還有教學法的特性。一個常被爭論的問題是亞洲教
育究竟是促進還是阻礙了創造力？這些談論經常提及亞洲國家的考試制度，普遍死記硬背的教育方
式，甚至學習復雜的亞洲語言文字的挑戰。

對於考試制度的研究，專業小組成員拿中國的大學招生過程與西方國家的進行比較。中國統一嚴格
的高考是中國學生報考大學唯一的官方標准。教育官員可以考慮修改這個過程，將量度范圍擴大並
顧及申請者除了分數以外對社會的潛在貢獻能力，這樣的評估標准更有價值，即評估國家教育投資
所取得的“回報”。中國大學入學考試采用的高度結構化的試卷 - 使用簡單的選擇題、程式化的問
題 - 可能會抑制創造力和創新。相比之下，西方的錄取方式通常會全面性考慮收納申請者，申請者
可以在一個申請陳述中表達個人和專業目標，以及填寫申請者為公共服務的記錄。
隨着中國教育體制改革的推進，政府可以在考慮中國社會特點的情況下借鑒其他國家的經驗和優
點。盡管每個國家都有適用於本國的教育方式，教育的整合趨勢在日趨全球化的世界中已逐漸變得
重要。學生們跨國報讀研究生，本科生甚至上高中。大學應通過交換學生與教職員，以及參與聯合
研究進行細致的國際整合工作。未來的職業生涯將更具國際視野，而教育是職業生涯成功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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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差距
健康和教育一般被認為是政府應負責滿足的民眾的基本需求。那麼財富和收入差距呢？專業小組
成員將這個問題提出，將這些差距縮小不是可以為亞洲人民和社會帶來幸福和穩定嗎？很多亞洲
國家采用基尼系數來衡量收入差距。
圖7：基尼系數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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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問題直接在青年領袖圓桌會議上被提出，但並沒有獲得正面回答。研討嘉賓反對金錢是幸福
或不幸的成因的看法，並將討論轉向個人的感情和抉擇上。一旦人們的基本需求得到滿足，收入
差距和其他橫向比較的因素並不會被外界認為是不幸福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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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分配與經濟轉型”的會議也就這些問題
進行了探討。中國媒體一直專注於年輕一代的
問題和他們對工作、收入，財富和物質的態
度。小組討論將焦點集中在如何將收入和財富
差距的影響降至最低，這個問題對中國來說尤
其重要，因為中國持續推進城市化，城市生活
中的財富總是容易暴露在城市居民眼前。

這個小組討論的共識是必須實施有效的政策和
項目來增加弱勢群體的機會，這得從教育制度
和勞工法的改進開始。勞動法和最低工資的改
變已經帶來效益。盡管如此，由於中國城市
的復雜性和城市化率將在幾年內達到百分之五
十，在任何地方都會出現類似的財富和資源的
巨大差距的情況。擁有不多財富的年輕人到達
新的城市，不斷接觸世界上最名貴的衣服、飾
品和汽車，將會使他們產生一些不滿和不開心
的情緒。
從政府、商業、教育和公共服務的領導人的角
度來看，最重要的是避免我們之前提到的中等
收入陷阱。在80年代和90年代期間，拉美經濟
體和南非成為中等收入陷阱的犧牲品比能夠避
免的多。因為對社會保障、基礎設施和制度的
投資都不足以將經濟從早期發展帶到中間階段

發展而導致增長停滯。對於資源型國家來說，
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就是當它們依賴的資源出口
不足以承擔中間階段以外的增長。對於制造型
國家來說，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就是當生產成本
提升而不能夠持續與欠發達、低工資國家競
爭，但同時制造商仍不具備足夠競爭力與發達
國家的高價值產品競爭。

“收入分配與經濟轉型”分會概況
雖然收入和貧富差距是發展過程中不可避免的階段，但是政府可以采
取措施影響趨勢、管理風險。其中最顯著的兩大措施就是提高和關注
教育體系和勞動法律，確保人們得到適當培訓獲取必要的工作技能。
政府的另一項挑戰是要仔細審查稅收支出並定期調整稅收法規。

中國領導人無法忽視持續了至少十年之久的中
國經濟增長的不均衡狀況。長期的解決方案就
是在“十二五”規劃上設定詳細的目標。首先
需要將人民的技能提升到能夠在工作和生活上
取得成功，即投入一個有更多國內消費、自主
創新和更高的生產力的社會中。其次是為工業
和商業領域提供政策和資金的支持，推動整體
發展進入成熟經濟體的水平。換句話說，成功
的政策調整和勞動力的技能培訓將為個人和社
會整體帶來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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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足社會進步的需求
滿足人民的基本需求只是一個繁榮社會的基
礎。國家領導人必須更進一步建設更高層次的
基礎設施和確立實施流程，以提供人民可以獲
取更高成就的機會，社會才會隨之進步。如果
沒有這些更高級的系統和相關投資，經濟無法
持續發展，個人成就亦無法實現。此外，就是
這種基礎設施對中產階級在任何社會裡的發展
也是至關重要的。
幾個專業小組討論了由此引發的挑戰和機遇。
其中一個會議主題為“亞洲城市的未來”，來
自公共和私營部門的研討嘉賓討論了亞洲文化
的城市化進程在不斷加速，對政府和居民帶來
與日俱增的壓力。中國所擁有的城市化空間對
於可持續發展而言是很寶貴的資產，而城市化
可加快提升一個家庭的經濟能力，但它也大幅
增加政府需要為該社會提供的基礎設施和服
務。討論范圍從智能城市到可持續性、政府對
利益相關者的責任。在整個討論期間，專業小
組成員強調當地政府領導人必須對他們代表的
人民表現出強烈的關懷和極高的可靠性。
正如社會的城市基礎設施首先滿足的是基本需
求，此項基礎設施是中產階級發展的基礎：為
人民提供房屋、工廠及辦公室、比較舒適及安
全的交通工具。設施一旦落實，社會就具備了
持續繁榮的基礎。這對亞洲來說是絕對正確
的，新崛起的中產階級代表更加富裕，也產生
了更多的奢侈品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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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礎設施的發展失衡，例如道
路不夠容納日益增加的車流，
將削弱生產力和增加城市居民
的不滿情緒
以“亞洲中產階級的興起與消費變革”為題的
會議主旨是關於亞洲的新興中產階級以及他們
對亞洲消費模式的影響。在整個亞洲裡，中產
階級的購買力不斷增長。1965年的消費者支出
數據中（不包括日本），亞洲占世界的中產階
級是百分之三，代表了當時世界上總支出的百
分之二。現在，亞洲（不包括日本）占了全世
界中產階級的百分之二十四和支出的百分之十
六，在整段時間的累積增長高達八倍。
新興經濟體的消費者偏好總是反映出一種傳統
口味和現代化品味的混合體。高端茶葉在中國
市場有着快速發展，進口咖啡品牌亦有同一個
趨勢。向亞洲消費者營銷的方法將會和全球
使用的方法一樣 - 群體本地化和有針對性的營
銷。現在中國出現很多不同層次的消費者，而
所有級別的中國城市都有同樣的情況。消費者
的選擇會受到收入水平和品味的影響，因此國
內及國際品牌都需要考慮市場定位，即具體向
哪一個層次的中產階級進行營銷。中國不同地
區的研究識別出不同地區的消費者有非常不同
的消費選擇。

“亞洲中產階級的興起與消費變革”分會概況
從出口驅動的經濟模式轉變為依靠內需的模式
將提出新的公共政策問題，而且可能有助於解
決其他問題。崛起的中產階層意味着更大的財
富和對奢侈品的更多需求。但是，消費者的購
買決策受經濟水平和背景影響，所以對於企業
而言，考慮產品所針對的中產階級所處的層次
十分重要。
亞洲消費者正在購買各種各樣的商品，包括汽
車和大型家電。汽車行業不僅是消費者支出的
一項商品和社會財富增長的反映，它也是社會
基礎設施的一部分，影響到城市規劃和資源分
配。家用電器、家具和飾品不僅是重要的增長
行業，它亦牽涉到世界各地中產階級的夢想 擁有自己的居所，在生活中創立休閒空間。

以“新常態下的全球汽車展望 - 大機遇、高風
險”為題的會議由汽車行業高管組成專業小組
成員。不出所料，他們一致認為，汽車工業從
全球化中受益。中國和印度汽車市場已構成世
界的一半，為全球和本地制造商提供巨大的發展
機會。汽車普及率在這些擁有龐大人口的市場
仍然較低，這意味着這些市場巨大的增長空間。
“新常態下的全球汽車展望 - 大機遇、高風險”分會概況
中國的人口狀況以及經濟增長為汽車公司提供了不容錯過的特別的增
長機會。傳統汽車和環保汽車都將是中國市場上的重要產品。中國擁
有13億人口，汽車總數約為1億台。這意味着，中國的人均汽車擁有量
遠遠低於世界平均水平，每13個人才擁有1台車，增長前景十分看好。
但企業必須考慮不斷變化的局勢，勞動力成本和供應鏈將是跨國公司
投資中國的重要考慮因素。

謝衛列（主持人）

Gregoire Olivier

渡邊捷昭

環球時報資深顧問

標致雪鐵龍第一副總裁

豐田公司前社長、高級顧問

Par Ostberg

張房有

張綏新

沃爾沃集團執行副總裁

廣州汽車集團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大眾汽車集團（中國）董事、執行副總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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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為汽車工業提供了最大的投資和增長機
會，以總銷量計已成為世界最大的汽車市場。
對於中國的人口和經濟增長所提供的獨特的發
展機會，汽車公司都不能抗拒。
在過去的十年中，全球化和亞洲的迅速發展已
經對汽車行業產生兩個影響，特別是在三個最
大的市場經濟體 - 中國、日本和印度。首先，
該行業被普遍視為任何經濟發展中的一個支柱
產業，而且相較於出口市場，潛在的國內銷售
對經濟體來說更具吸引力。其次，希望擁有一
輛汽車的概念已經很快蔓延到整個亞洲的大量
人口。僅在幾十年前，很多亞洲人從來沒有想
過擁有一輛車。現在這個夢想不再遙不可及。
中國有13億人口，而在這13億人口當中，大約
存在1億輛汽車，每年增長率約為1,850萬輛。
與世界其它地區相比，中國的人均汽車擁有量
仍然在最低水平。中國的人口與車輛比率是
13:1，美國的比率是1.2:1，相比之下，中國市
場的擴張潛力很大。
汽車產業與傳統基礎設施例如道路、橋梁及占
據實體景觀的建築有關。但我們的世界受到通
信基礎設施的影響日益增加。新科技及其為用
戶帶來的互動性為人們提供了在社會進步中分
享、學習和獲益的機會。某些科技已經超越其
他基礎設施功能，它們不僅推動貿易，為日常
生活提供幫助，還能夠讓用戶通過與他人互動
而滿足更高層次的個人成就感。中國在“十二
五”規劃中確立的七個戰略性行業也包括了高
科技的資訊科技。
以“雲計算、移動、社交媒體：改變商業的創
新力量”為題的會議對一些有關這種最新互動
性的科技進行小組討論。雲計算將改革和提升
商業生產力，導致超出水平的跨境合作、資源
共享、甚至提高了通信速度，商業運營將因此
變得越來越有效率。雲計算為企業帶來充分的
敏捷性、可伸縮性和靈活性，讓它們可以從根
本上改變其業務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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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計算也將徹底改變普通市民使用移動和固定
終端的方式。不管是工作、娛樂或其他信息的
需求，雲的資源能夠讓擁有不同設備的人隨時
隨地使用私人及存儲信息。因此，對個人用戶
和企業用戶而言，雲計算都是整體信息生態系
統中增長最快的一個領域。
“雲計算、移動、社交媒體：改變商業的創
新力量”分會概況
新互聯網技術 - 雲計算、移動以及社交媒體 對今天的商業環境產生巨大影響。這些技術
的發展能夠成倍提升企業的生產力。人們可
以從工作到娛樂的方方面面進行協作和資源
共享。雲計算使全球合作以前所未有的方式
開展。中國應當利用這些機遇，繼續目前的
增長軌跡。企業和個人應把握這些技術所帶
來的機遇和變化。
社會媒體對中國用戶能夠發表個人言論提供了
重要平台。政府並沒有一個專門收集公眾意見
的有效渠道，社會媒體恰好提供了這個機會。
政府可以利用這個渠道來尋求建立一個更和諧
的社會。公司可以利用這些意見改進其產品和
服務。社交媒體用戶的年齡多集中在15-35歲，
這個年齡組別對政府和商業同樣重要。作為一
個可以發表個人意見的渠道，社交媒體為中國
揭開新的一頁。

同時，社會媒體亦為政府和企業向更廣泛的公
眾推廣其服務和通訊提供了一個渠道。過去
並沒有一個相比之下更高效率的渠道，因此，
在社交媒體中會看到很多政府和商業人士的蹤
跡。
透明度和即時性也許是社交媒體最具吸引力的
特性。傳統媒體的管理方式阻止了人們以社會
媒體相同的坦誠和開放度編寫文章，傳統媒體
的傳播速度也相對較慢。有效的治理機制需要
好的響應能力和透明度，所以政府可以優化利
用社交媒體的透明度和即時性的優勢。
現在的剩下的疑問是政府的應對。社交媒體無
處不在，而且只會繼續增長，政府必須考慮合
適的應對方法。社會穩定是問題的症結所在。
如果社交媒體的趨勢開始破壞社會穩定或出現
一些不健康內容和欺詐性商業活動，政府就必
須進行控制和監督，如果有必要，還可對運營
進行干預。
雖然目前還沒有這些問題出現，但政府可能試
圖將他們認為社交媒體不可避免的結果先發制
人。許多專家小組成員都反對政府在現階段對
社會媒體進行過度監管。畢竟，這是一種新的
現象，所帶來的後果很難確定，因此對這個廣
受歡迎的市場進行封鎖可能會造成更嚴重的問
題。某些人認為社交媒體是政府的一個資產，
政府可以利用這個渠道發現社會主要問題。社
交媒體可以為政府提供很多有利機會，許多專
家小組成員建議政府應直接地與社交媒體接
觸。

資訊科技是任何經濟體希望進入發達國家行列
的一個關鍵的發展領域。商業、科技和文化的
成就與科技資訊的資源有着緊密聯系。找到自
由和監管的平衡點對各國政府在任何一個發展
階段來說都是一個挑戰。

對於新興經濟體而言，一個恰當的同時設有高度
自適應性和靈活性的信息基礎設施監管（包括對
實體基礎設施和相關服務的監管）對可持續發展
尤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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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世界
在青年領袖圓桌會議中最尖銳的言論由中國電
力國際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長李小琳發表，她認
為“精神健康取決於本人有沒有信念、屬於自
己的世界、渴望追求崇高的思想、社會福利、
和自己的關系。” 一旦物質需求得到滿足後，
下一站是什麼？每個人都試圖盡自己所能做到
最好。亞洲社會和政府正尋求方法讓各個階層
的人民都能實現這個意向。
袁明

Cecilia Attias

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教授

Cecilia Attias 女性基金會創始人、法國前第一夫人

Frances Seymour

馬雪征

國際森林研究中心主任

博裕資本董事長

Susan Greenwell

張茵

大都會人壽全球副總裁

玖龍紙業（控股）董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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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2012年度會議有關社會和文化的討
論都基於一個前提 - 當人們的生理需求得到滿
足後，他們還是渴望更多的滿足感。一些人在
工作上，另外一些人在創造性表達上尋求滿足
感，還有其他則在對知識的持續追求上。博鰲
亞洲論壇的一些會議也探討了這些對個人成功
的衡量標准。
在“博鰲女性對話：通往成功道路上的障礙”
的會議上，專業小組成員對女性在領導崗位的
前景感到樂觀，同時也確認了需要跟進的工
作。每個小組成員都是一位女性領袖，她們把
自己的成功歸功於耐力、樂觀、自信和一個健
康的心理狀態。盡管女性的專業成就還存在隱
形的歧視障礙，但人們認為當女性在領導崗位
占據了相當比例的時候，障礙將會被消除。目
前已經有許多在亞洲企業和政府工作的女性領
袖。為實現自己的目標，這些領袖鼓勵人們尋
找一個榜樣，導師和支持者對自己進行指導。
“博鰲女性對話：通往成功道路上的障礙”
分會概況
女性通往領導職務所面臨的“玻璃屋頂”是
全球性問題。女性領導人發展的障礙包括一
些年輕女性不具備足夠的自信去推動自己前
進、滿足社會需求以及克服對女性領導的潛
意識偏見。基於女性領導人所具備的獨特的
韌性、穩健和溝通能力，對於各國的經濟發
展而言，造就大量的女性領導人十分重要。

專注於事業成功以外的教育是開發個人潛能的
另一個方法。盡管基本教育可以為滿足個人及
家庭的需求提供所需的技能，高等教育則是人
們另外一種為追求崇高的思想和抱負所選舉的
路徑。在“博鰲觀點匯：教育的真締與症結”
的會議上，專業小組成員認為教育不僅僅提供
了訓練專業技能的機會，更是一個可以讓學生
探索個人和職業興趣、培養好奇心和批判思考
技能的機制。專注於事業成功以外的教育往往
會導致出乎意料的創新和發現，有助於他們的
事業成功。高等教育學院應盡一切所能提供廣
泛的課程，除了提供數字和技術研究課程，還
應該包括人文課程，使不同年齡的人能夠追求
各自的目標。
最後，藝術創作擁有最明顯的表達方式，將藝
術家與普遍大眾區別開來，同時使用顏色和工
藝創造不同作品以供他人欣賞。題為“釋放文
化的潛能 - 傳承與創新”的小組會議（今年博
鰲亞洲論壇新設的環節）使用了一個比較奇特
但最終給人啟發的方式，通過回答以下問題：
“如果你能夠回到過去，你想去哪個朝代？為什
麼？”
，以此激發參會者對創意的理解。
“釋放文化的潛力 - 傳承與創新”分會概況
中國應加大對藝術與科技行業的投入。思想開
放是創新的第一步。在考慮藝術如何創作和被
商業化消費時，傳統與創新是同一道路上的兩
條軌跡 - 是傳承歷史，還是開創未來，或是兼
而有之？應當創作什麼樣的藝術來激勵下一
代？創造性藝術在現代社會中扮演什麼角色？

在隨後有關創造力的創意性討論裡，專業小組
成員談及明朝與西方文化的自由思想交流、唐
朝推廣的人性和個人主義，以及清朝遺留下來
的藝術和文學。北京作家協會主席劉珩選擇回
到春秋時期和當代孔子和道教出現的時期，他
提醒了我們不同思維方式之間的競爭往往將議
題進行重新聚焦，為世界進步做出貢獻。通過
自由創造，有才能的人可以為後代留下豐富的
精神遺產，令未來的社會生活更有趣。
盡管個人成功在2012年會的多個會議議程上均
被提及，但大家都認同個人滿足感是無法用任
何工具衡量的。滿足感最終還是個人的問題。
每個人需要決定他或她幸福的定義及追求幸福
的最好方法。政府和私營資本的直接影響主要
是通過覆蓋廣泛的各種措施為整個社會帶來效
益。政府的任務是提供一個可以公平競爭的環
境和為那些需要幫助的人提供支援，同時為社
會在21世紀發展中的各類需求制定計劃、建
設基礎設施。其余的就由個人作主。博鰲亞洲
論壇的共識是亞洲人將會充分利用眼前所有機
會，一方面是因為亞洲國家擁有偉大的歷史基
礎和豐富的文化素養，另一方面，亞洲地區目
前正在被幾十年來經濟的高速發展推進。豐富
的文化傳承和精彩的轉變是亞洲在社會和文化
領域有着強大的潛力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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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十年
博鰲亞洲論壇在2012年正式踏入第二個十年。這正是中國和亞洲面對增長模式轉變的轉折點，將
推動整個亞洲區在全球經濟長遠發展中占據顯著並且舉足輕重的地位。本報告亦展現出論壇討論
題材的廣度，幾乎覆蓋了從企業到國家、地區、以至全球各方面的重要問題，從經濟健康到個人
幸福的各種可能，所有事項均包含其中。
全球所有地區之間的聯盟都具有復雜性，當中涉及各國之間的競爭與協作，每個國家均擁有不同
程度的發展、生活模式、語言、文化背景、社會和政治體系、核心優勢，以及資源狀況。亞洲區
的復雜程度，絕對不比歐盟地區和美洲地區低，然而亞洲正處於迅速發展和極為專注的階段，區
內所有領導人皆認同必須致力為共同目標而增加國家之間的開放、溝通和協作。
這正是大會選擇在其踏入第二個十年之前舉辦博鰲亞洲論壇的意義和目的，旨在促進亞洲各國的
溝通與協作，並着眼尋求共同利益所在，就各國不同但可互補不足的范疇上建立協作關系。各國
領導人在這個平台上進行廣泛交流，無論是關於糧食、金融、能源或個人幸福，大家的共同目的
就是在這些方面尋找共同利益。
基於這共同目的，參加者均認為此次論壇空前成功，必將為地區和全球經濟穩定和可持續發展做
出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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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博鰲亞洲論壇2012年年會分會概況
以下是博鰲亞洲論壇2012年年會部份分會的嘉賓名單及概况，並以時序排列，以供參考。
青年領袖圓桌會議：《定義幸福與幸福社會》
主持人：
中央電視台主持人 芮成鋼
圓桌會議嘉賓：
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高級副院長兼領導力發展和研究中心主任 楊斌
工業聯合會印度青聯主席 Shankar Vanavarayar
京東商城創始人 劉強東
CHG集團董事長 Yu Zhu Yun
揚州市委書記 謝正義
Next Horizon Company Ltd創始人及執行副總裁 洪為民
嘉康利公司董事長兼首席執行官 Roger Barnett
中國電力國際發展有限公司董事長 李小琳
愛立信董事長 Leif Johansson
德勤中國創投及私募規劃合伙人 秦誼
沙特基礎工業公司 Ramkin Ashok Shetty
錩新電子科技董事長 Albert Ting
清華-卡內基全球政策中心主任 韓磊
網秦移動首席執行官及創始人 林宇
前休斯頓火箭隊隊員以及姚明基金創始人 姚明
51Sim and 51Give網站創始人和董事長；吉森資本首席執行官 吳雅凝
中國導演及編劇 陸川
與會嘉賓一致認為，物質並非一定能提高年輕人的幸福感和安全感。當最基本的需求得到滿足
後，幸福就是個人自我價值實現的無形部分，最好留給個人決定。公共政策旨在滿足基本需求，
然後為所有人提供尋求個人發展、實現自我價值的平等機會。
跨國公司中國區總裁圓桌會議
主持人：
德勤有限公司副首席執行官 戴瑞森（Brian Derksen）
德勤全球跨境投資中心主席、美財政部原副部長 羅伯特．金米特（Robert Kimmitt）
德勤中國研究與洞察力中心高級顧問、總監 杜志豪（Ken DeWoskin）
人民幣將在全球繼續發揮日益重要的作用。中國政府正在嘗試其他境外投資渠道以減少更多的外
匯積累。金融服務多元化勢在必行，外國金融服務機構將在持續的市場改革中發揮協助作用。政
府旨在將中國的經濟增長模式由投資驅動型轉變為依賴國內消費、拉動內需為主導的增長模式。
盡管制造行業的勞動力和投入成本持續上升，但是技術和生產力將維持行業競爭力。鑒於政府政
策和城市化進程加劇的優勢，大多消費行業企業保持樂觀態度，已經開始考慮在二三線城市建立
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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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營企業家圓桌會議
主持人：
德勤中國首席執行官 盧伯卿
德勤中國客戶與市場戰略部主管合伙人 陳建明
特邀嘉賓：
中國民營企業聯合會會長 保育鈞
河南省省長 郭庚茂
雖然民營企業必須通過創新、品牌、成長和國家支持來適應形勢變化，應對國有企業的競爭，這
仍然需要很長的一段時間，但是發展前景依然樂觀。民營企業對於中國乃至亞洲的未來發展十分
重要。民營企業管理和創新流程的持續改進，企業家對於人才的關注、培養和挽留措施，對於未
來獲得成功極為關鍵。
能源/資源 - 供需雙方的對話
主持人：
BBC記者 Juliana Liu
討論嘉賓：
沙特基礎工業公司副董事長兼首席執行官 阿爾馬迪
中石化董事長 傅成玉
財團法人中技社董事長 潘文炎
FMG首席執行官 Neville Power
美國前能源部長 理查森
俄羅斯EN+首席執行官 Artem Volynets
中國國家能源委員會專家咨詢委員會主任 張國寶
能源多元化是二十一世紀能源安全的關鍵所在，是各個國家尤其是發展中國家的首要優先任務。
由於全球經濟不穩定、歐洲動蕩以及伊朗局勢緊張，未來數月石油價格將持續波動。沙特阿拉伯
（以及其他產油國）承諾必要時會生產更多石油來緩解市場緊張。
主題早餐會：國際慢病合作
主持人：
中國企業家雜志社長 何振紅
對話嘉賓：
中華人民共和國衛生部部長 陳竺
中國面臨極高的非傳染性疾病率，由此產生的死亡人數占2008年死亡人數的百分之八十三點三，
政府正在努力降低這一比率。中國認為基本醫療保健是政府責任，已經承諾進行醫療改革。目前
醫療改革實施正在進展之中，最新進展是基本醫療保險已經覆蓋12.95億人，覆蓋率從百分之十五
提高至百分之九十五。政府支持私人資本對醫療行業進行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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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話鮑爾森
主持人：
博鰲亞洲論壇秘書長 周文重
演講嘉賓：
美國前財政部部長 鮑爾森（Henry Paulson）
美國前財政部部長鮑爾森指出，2008年金融危機告訴我們，市場紀律十分重要，僅靠監管規則不
能規避金融危機的所有問題。資本市場發展，包括讓市場決定人民幣匯率以及弱化政府作用最符
合中國經濟的利益。
開幕大會
主持人：
博鰲亞洲論壇秘書長 周文重
歡迎致辭：
博鰲亞洲論壇理事長 福田康夫
主旨演講：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副總理 李克強
意大利共和國總理 馬裡奧．蒙蒂閣下（Mario Monti）
哈薩克斯坦共和國總理 卡裡姆．馬西莫夫閣下（Karim Masimov）
巴基斯坦伊斯蘭共和國總理 賽義德．優素福．拉扎．吉拉尼閣下（Syed Yusuf Raza Gillani）
企業家致辭：
沃爾沃集團執行副總裁 Par Ostberg
FMG 集團董事長 安德魯．弗裡斯特（Andrew Forrest）
貴州茅台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袁仁國
健康和可持續發展是本屆論壇的主要關注點。新興經濟體在全球金融危機後時代將扮演更加重要
的角色。增長需要開放、可持續與和平發展。政府的任務就是創建公民社會，使所有人均能從事
有利於經濟增長和社會進步的活動。
就業與增長
主持人：
第一財經主編 秦朔
討論嘉賓：
國民經濟研究所所長 樊綱
亞洲開發銀行副行長 Stephen Groff
印度工商聯合會秘書長 Rajiv Kumar
新日本制鐵株式會社董事長 三村明夫
東芝株式會社董事會（終身）顧問 西室泰三
2006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 Edmund Phelps
世界銀行行長 佐立克（Robert Zoellick）
就經濟增長而言，亞洲尤其是中國都面臨全球各個經濟體重新獲得平衡的問題，需要進行政治和
經濟改革來推動經濟爬上價值鏈頂端，降低對出口的依賴以及拉動國內需求。中小企業已經是服
務業發展的動力和引擎，對增加就業機會而言亦是如此。中小企業將推動中國經濟發展，因此需
要探索創新方法為中小企業提供資金支持。與會人員一致認同創造就業機會是經濟政策的核心內
容，而教育和創新對此尤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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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人口形勢與老齡化對策
主持人：
財新傳媒總編輯 胡舒立
討論嘉賓：
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東亞研究中心主任 Kent Calder
美國耶魯大學金融學教授 陳志武
加拿大年金計劃投資亞洲公司總裁 Mark Machin
中歐國際工商學院副院長 John Quelch
印度南新制藥創始人 Malvinder Singh
三井物產株式會社會長 槍田松瑩
到2020年，中國人口達到頂峰後將開始下降。自二戰以來，中國的人均壽命翻了一倍，到2020年
65歲以上的人口將有3.5億之多。因為獨生子女政策，中國的生育率降到1.4。中國的人口構成將
發生重大改變，日益邁向老齡化，這將產生諸多社會和經濟挑戰，政府必須加以應對。人口構成
轉變最令人擔憂的是給日益減少的勞動力造成更大的壓力。
東盟午餐會：東盟自由貿易區與區域經濟一體化
主持人：
中央電視台主持人 楊銳
對話嘉賓：
馬來西亞前總理 巴達維（Tun Abdullah bin Haji Ahmad Badawi）
印度尼西亞大使 Imron Cotan
新加坡榮譽國務咨政 吳作棟
越南副總理 黃忠海
泰國副總理 吉迪拉．納．拉農（Kittiratt Na Ranong）
三菱商事前會長 佐佐木干夫
中國商務部部長助理 俞建華
中國東盟博覽會秘書處秘書長 鄭軍健
東盟自由貿易區是將多樣化的地區統一起來，旨在實現擁有共同目標的一體化社區。重要的是，
所有東盟成員國努力縮小東盟國家之間的貧富差距，他們雄心勃勃，計劃在2015年形成一個統一
的大市場。與會嘉賓表示，堅持這條道路將為所有成員國創造更多發展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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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旅游與國際合作圓桌會議
主持人：
千博集團董事局主席 蔣曉松
特邀嘉賓：
世界旅游業理事會副主席 Jean Claude Baumgarten
中華人民共和國衛生部部長 陳竺
中國國際金融公司董事長 李劍閣
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 李慎明
德福資本總裁 李振福
中國國家旅游局局長 邵琪偉
海南省副省長 姜斯憲
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秘書長 魏建國
目前發展醫療健康旅游的時機很好，市場巨大。中國旅游研究院提供的數字顯示，醫療旅游擁有
7,500億美元的市場，而且這個市場還在快速增長。醫療旅游的可持續發展不僅有賴於優質的醫療
服務，還需建立行業標准，建設良好的推廣機制。海南島具有開發醫療旅游項目的潛力。
債務危機：衰退的導火索？
主持人：
奧美公關國際集團亞太區總裁兼首席執行官 杜思霆
討論嘉賓：
標普主權評級委員會主席 John Chambers
以色列中央銀行行長 Stanley Fischer
中國銀行業監督管理委員會原主席 劉明康
大和綜研理事長 武籐敏郎
花旗集團高級顧問、前高級副董事長 William Rhodes
博茂集團（Permal）董事長、行政總裁 艾薩克．蘇埃德
經濟學家、成都大學副校長 張其佐
歐債危機愈演愈烈，無論盈余國家還是赤字國家均面臨財政挑戰，因此需要攜手合作。問題是當
歐洲努力保持歐元流通時，歐元區的現行政策是否足以推動必要的轉型。制度改革與國際合作需
要同時進行，亞洲經濟體需要做好准備，承受歐洲經濟放緩所帶來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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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中產階級的興起與消費變革
主持人：
彭博電視台記者 安允文
討論嘉賓：
證券櫃台買賣中心董事長 陳樹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研究室副司長 范必
尼爾森全球副主席 Rick Kash
印度工業聯合會南部地區委員會會長、GVK 集團副董事長 桑賈伊．瑞迪
天津市副市長 任學鋒
從出口驅動的經濟模式轉變為依靠內需的模式將提出新的公共政策問題，而且可能有助於解決其
他問題。崛起的中產階層意味着更大的財富和對奢侈品的更多需求。但是，消費者的購買決策受
經濟水平和背景影響，所以對於企業而言，考慮產品所針對的中產階級所處的層次十分重要。
新常態下的全球汽車展望 - 大機遇、高風險
主持人：
環球時報資深顧問 謝衛列
特邀嘉賓：
標致雪鐵龍第一副總裁 Gregoire Olivier
沃爾沃集團執行副總裁 Par Ostberg
豐田公司前社長、高級顧問 渡邊捷昭
廣州汽車集團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張房有
大眾汽車集團（中國）董事、執行副總裁 張綏新
中國的人口狀況以及經濟增長為汽車公司提供了不容錯過的特別的增長機會。傳統汽車和環保汽
車都將是中國市場上的重要產品。中國擁有13億人口，汽車總數約為1億台。這意味着，中國的人
均汽車擁有量遠遠低於世界平均水平，每13個人才擁有1台車，增長前景十分看好。但企業必須考
慮不斷變化的局勢，勞動力成本和供應鏈將是跨國公司投資中國的重要考慮因素。
跨國公司CEO 腦力激蕩：《2012 年全球投資環境》
主席：
美國前財政部長 鮑爾森（Henry Paulson）
主持人：
長江商學院院長 項兵
全球的投資環境已受經濟衰退影響，最近，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將2012年全球經濟增長預期從百
分之四調低到百分之三點二五。從私營部門的角度來看，全球貿易和外國直接投資十分關鍵。金
融服務與環保產品和服務的統一，以及將技術帶入和帶出國家的能力對於私營部門全球化十分重
要。各國在外國直接投資方面的互惠互利也很重要，但需要考慮國家所處的發展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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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分配與經濟轉型
主持人：
《財經》執行主編 靳麗萍
討論嘉賓：
經合組織副秘書長 Richard Boucher
馬來西亞前總理 巴達維（Tun Abdullah bin Haji Ahmad Badawi）
伊朗副總統 穆罕默德-賈瓦德．穆罕默迪扎德
博源基金會理事長 秦曉
野村控股前董事長、高級顧問 氏家純一
台灣金融服務業聯合總會理事長、金融研訓院董事長 許嘉棟
雖然收入和貧富差距是發展過程中不可避免的階段，但是政府可以采取措施影響趨勢、管理風
險。其中最顯著的兩大措施就是提高和關注教育體系和勞動法律，確保人們得到適當培訓獲取必
要的工作技能。政府的另一項挑戰是要仔細審查稅收支出並定期調整稅收法規。
亞洲城市的未來
主持人：
SOHO中國首席執行官 張欣
討論嘉賓：
芝加哥市前市長 戴利（Richard Daley）
神州數碼董事局主席 郭為
台北市副市長 丁庭宇
愛立信董事長 雷夫．約翰森（Leif Johansson）
三井不動產常務執行董事 齊籐一志
智能城市 - 通過投資人力和社會資本以及通信基礎設施加以提升的城市地區 - 可以包括遠程辦
公、雲計算以及公共交通和通信網絡集成技術。城市化也帶來了交通運輸和能源效率等諸多挑
戰。汽車的替代工具，如安全、經濟、甚至通過信息技術進行連接的公共交通，是應對挑戰的關
鍵所在。
新興經濟體：結構調整與認識誤區
主持人：
《英才》雜志社社長 宋立新
討論嘉賓：
德勤有限公司副首席執行官 戴瑞森（Brian Derksen）
住友商事專務執行董事 梢原謙治
東軟董事長 劉積仁
美國駐華大使、前商務部長 駱家輝
中國國務院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副主任 邵寧
塔塔咨詢服務有限公司副董事長 Ramadorai Subramanian
新興市場可能不再單純依賴出口低端制成品，制造業和服務業都將發揮重要作用。新興經濟體面
臨一些嚴峻挑戰，包括需要獲取人才以及將復雜的全球網絡落實到位。中國上升到價值鏈頂端似
乎不可避免，但這並非沒有風險。為了取得成功，對創新和研發的重大投資就十分重要，但這些
投資必須得到公平合理的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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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產業 - 全球經濟的綠色推動力
聯席主持：
國家干細胞與再生醫學產業技術創新戰略聯盟副理事長 胡祥
世界神經外科學聯盟副主席 潘偉生
特邀嘉賓：
香港中文大學生物醫藥科學學院院長 Chan Wai Yer
中國工程院院士 程京
紐約科學院院長 Ellis Rubinstein
德州大學休士頓主任醫師（心髒科）Geng Yong Jian (代表德州心髒病院院長 James Willerson)
衛生部醫學科技教育司司長 何維
香港特區前政務司司長 林瑞麟
科技部重點項目辦公室 Liu Chi
同濟大學校長、中科院院士 裴鋼
美國國家兒童健康與人類發展研究所臨床遺傳學實驗室主任 Rennert
紅杉資本中國基金創始及執行合伙人 沈南鵬
悉尼大學副校長 Michael Spence
協和醫學院校長 曾益新
生命科學是經濟增長引擎，對社會發展做出重大貢獻，是推動世界經濟發展的重要平台。政府、
學術機構、私營部門和風險投資都可以發揮重要作用。其他國家，特別是美國，正在積極推動機
構、企業和院校之間的合作舉措，加快醫療創新。中國應該加入其中，鼓勵私人與公共部門之間
的類似合作。
亞洲制造業的戰略突破
主持人：
瞭望周刊社社長、總編輯 姬斌
特邀嘉賓：
IDEO首席創意官 Paul Bennett
格力電器副董事長、總裁 董明珠
機械產業紀念財團會長 福川伸次
三一重工副總裁 何真臨
華夏幸福基業全球產業促進中心總裁，產業中國創始人

震宇

韓國三星電子原社長 李潤雨
用友軟件執行總裁 李友
中國航空工業集團總經理 林左鳴
GE副董事長 John Rice
尚德電力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長兼CEO 施正榮
施耐德電氣集團總裁兼首席執行官 Jean Pascal Tricoire
中遠集團董事長 魏家福
德國贏創工業集團全球董事會執行董事 俞大海
全球經濟衰退和生產成本上升給遵循“亞洲模式”的亞洲制造業帶來新的挑戰。從國家層面看，
亞洲的不同地區擁有各自的競爭優勢，將受益於地區間的強化合作。從公司層面看，公司間的合
作對於刺激經濟發展十分重要。培養創新與合作，通過技術和專精提高供應鏈效率以及向價值鏈
上游轉移對於維持亞洲制造業的關鍵地位至關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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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vs去全球化
主持人：
利豐集團董事長 馮國經
討論嘉賓：
畢馬威國際主席 安茂德（Michael Andrew）
花旗集團副董事長、美國前商務部長 古鐵雷斯
英國前內閣首席部長 曼德爾森
百事公司董事長兼CEO 盧英德
紐約時報董事局主席兼首席執行官 Arthur Sulzberger, Jr.
中國國際能源集團董事局主席 吳國迪
來自政府和商界的討論嘉賓認為，全球化不可避免，應該納入可持續增長模式的考慮因素。政府
必須積極主動地管理全球化收益和成本，確保貿易、商業和工業政策以及教育體系與時俱進，積
極發展。
印度經濟展望：2012-2016
主持人：
印度Business Standard報董事長、主編 T. N. Ninan
討論嘉賓：
印度計劃委員會副主席 Montek Singh Ahluwalia
塔塔咨詢執行董事、CEO 陳哲
印度工商聯合會會長 Kanoria
清華大學經管學院Freeman 講席教授 李稻葵
商務部原副部長 魏建國
雖然印度應當在克服能源和資源限制並提高基礎設施投資的同時促進包容性增長，但是百分之八
點五是印度合理的年度增長目標。印度的投資從2006年的百分之五點六上升到去年的百分之八左
右。中國和印度在共同問題方面有着不同的挑戰，可以利用中國資本和印度專精各自的優勢進行
共同投資。
主題晚餐會:《變革世界中的亞洲 - 邁向健康與可持續發展》
主持人：
博鰲亞洲論壇秘書長 周文重
演講嘉賓：
博鰲亞洲論壇理事長 福田康夫
討論主持：
中央電視台主持人 楊銳
討論嘉賓：
FMG集團董事長 安德魯．弗裡斯特（Andrew Forrest）
越南副總理 黃忠海
塞爾維亞外長 Vuk Jeremic
哈薩克斯坦總理 馬西莫夫（Karim Masimov）
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常務副理事長 鄭新立
前世界銀行行長 佐立克（Robert Zoellick）
發達國家經濟放緩將影響主要依賴於貿易和出口的亞洲經濟，進而在某種程度上降低亞洲的增長
率。亞洲經濟體，尤其是中國，正在進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困難階段。隨着經濟接近技術前沿，為
每個人提高附加值是國家面臨的真正挑戰。亞洲各地區不斷變化的多種模式將影響全球增長的未
來動力，使亞洲的結構性改革成為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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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計算、移動、社交媒體：改變商業的創新力量
主持人：
《紐約時報》科技版主編 Quentin Hardy
討論嘉賓：
騰訊公司總裁 劉熾平
創新工場董事長兼首席執行官 李開復
正和島創始人、首席架構師 劉東華
台灣雲端運算產業協會理事長 呂學錦
阿爾卡特．朗訊執行副總裁 辛睿傑（Rajeev Singh-Molares）
微軟全球資深副總裁 張亞勤
新互聯網技術 - 雲計算、移動以及社交媒體 - 對今天的商業環境產生巨大影響。這些技術的發展
能夠成倍提升企業的生產力。人們可以從工作到娛樂的方方面面進行協作和資源共享。雲計算使
全球合作以前所未有的方式開展。中國應當利用這些機遇，繼續目前的增長軌跡。企業和個人應
把握這些技術所帶來的機遇和變化。
另類投資主題早餐會
主持人：
紅杉中國基金創始合伙人 沈南鵬
主講嘉賓：
社保基金理事長 戴相龍
在中國，社會保障基金是私募股權基金的主要資金來源，但光靠社保基金不能為所需的重組和整
合提供足夠的資金。合伙制是私募股權基金投資的最佳模式，利用有限合伙提供資金的成熟模式
也很好，但是有限合伙人（LP）不應干預基金管理。另一方面，典型的百分之二的管理費不應該
被視為“死規定”。
博鰲女性對話：通往成功道路上的障礙
主持人：
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教 授袁明
討論嘉賓：
Cecilia Attias女性基金會創始人、法國前第一夫人 Cecilia Attias
玖龍紙業（控股）董事長 張茵
大都會人壽全球副總裁 Susan Greenwell
博裕資本董事長 馬雪征
國際森林研究中心主任 Frances Seymour
女性通往領導職務所面臨的“玻璃屋頂”是全球性問題。女性領導人發展的障礙包括一些年輕女
性不具備足夠的自信去推動自己前進、滿足社會需求以及克服對女性領導的潛意識偏見。基於女
性領導人所具備的獨特的韌性、穩健和溝通能力，對於各國的經濟發展而言[lydchen1]，造就大
量的女性領導人十分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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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話佐立克
主持人：
博鰲亞洲論壇秘書長 周文重
對話嘉賓：
前世界銀行行長 佐立克（Robert Zoellick）
在過去6到9個月中，各國制定了相當多的貨幣政策，希望能夠規避所謂的“尾部風險”，也就是
經濟復蘇後期可能導致全球經濟嚴重後退的系列事件。政策關注宏觀經濟的穩定性，試圖解決國
家的財政問題以及政府支出與債務。貿易自由化是推動各地區經濟增長的關鍵。只要西班牙和意
大利堅持改革，歐元區的債務危機應該可以得到控制。亞洲要想維持強勁增長以及實現高收入還
需解決很多困難。
國際貨幣體系改革：方向與路徑
主持人：
貨幣金融機構官方論壇聯合主席（OMFIF）大衛．馬什
討論嘉賓：
社保基金理事長 戴相龍
蘇黎世金融服務集團執行委員會委員 Geoffrey Riddell
中國進出口銀行行長 李若谷
亞州開發銀行原副行長、大都會人壽高級執董 Lawrence Greenwood
澳大利亞全球基金會秘書長 Steve Howard
中國繼續堅持貨幣自由化道路。經過長達幾年的激烈討論，國際貨幣體系仍然存在根本缺陷和系
統風險。亞洲國家的系統改革將保證貨幣體系更加完善。全球金融體系需要重新平衡從單一貨幣
世界到多元貨幣世界的貿易和投資管理。在多極貨幣世界中，美元、歐元和人民幣之間的協調十
分重要。
民間金融與銀行業的開放
主持人：
FinanceAsia 總編 Lara Wozniak
討論嘉賓：
中國民營企業聯合會會長 保育鈞
諾亞董事長 汪靜波
美銀美林董事總經理 劉二飛
招商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執行董事、行長兼首席執行官 馬蔚華
日本Orix 董事長、CEO 宮內義彥
中國金融體系着眼於深化改革和開放。大型國有銀行不能完全滿足市場需求，導致大量不受監管
的不正規存貸款機構快速發展。金融體系的其他模式增加了多樣性，有助於彌補貸款供需之間的
差距，尤其是滿足中小型企業的貸款需求。中國正在試點溫州村級銀行，包括設立民營銀行以及
加強建設農村信用社和合作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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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鰲觀點匯（Ideas Festival）：教育的真諦與症結
主持人：
小康雜志社社長兼總編輯 舒富民
討論嘉賓：
加拿大聖瑪麗大學校長 Colin Dodds
美中合作發展委員會執行主席 李建生
悉尼大學校長 Michael Spence
中國國際教育交流協會會長、原教育部副部長 章新勝
澳大利亞精英教育學院院長 Zhu Min Shen
決策者應該認真考慮大學的目的，推動招生流程、課程選擇和大學系統。全球平均而言，教育投
入占國家GDP的百分之五。中國和印度等新興經濟體在經濟改革之初就將教育作為優先任務。教
育改革可能是亞洲許多發展目標得以實現的最重要的一步。
理性看待熱錢：危機並存、堵疏並舉
主持人：
華爾街日報亞洲執行制片人 簡佩碧
討論嘉賓：
永豐銀行董事長 邱正雄
中國投資公司監事長 金立群
德勤跨境投資中心主席、美財政部原副部長 羅伯特．金米特（Robert Kimmitt）
清華大學經管學院Freeman 講席教授 李稻葵
中國原外經貿部副部長 龍永圖
泰豐資本創始人、首席執行官 史若天（Tim Pryce）
投機資本或“熱錢”在亞洲的快進快出引發對金融和經濟動蕩的擔憂。亞洲經歷了有史以來最大
的資金流動周轉，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因此敦促亞洲經濟體應對熱錢問題。然而，討論小組認為，
亞洲，尤其是中國，不太易於受到資本大量流入的沖擊，部分原因是中國持有巨額外匯儲備並且
經濟規模龐大。境外人民幣地位的日益提升也會降低熱錢對中國的沖擊。有許多因素正在影響人
民幣國際化的步伐。
軟着陸：新興經濟體的政策選擇
主持人：
《經濟學人》亞洲經濟主編 Smith Cox
討論嘉賓：
春華資本董事長 胡祖六
俄羅斯工商會主席 Sergei Katyrin
2006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 Edmund Phelps
中國人民銀行行長 周小川
中國社科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所長 張宇燕
經濟學家和商界領袖共同探討新興市場的軟着陸和現行的政策工具。資本控制自由化是結構性改
革，而非周期性工具。中國提升資本控制的時代已經到來。政策改革的方向是推動中國企業和居
民進行海外投資。央行應只控制基本利率，讓市場決定存款和貸款等其他利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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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經濟展望2012：確定性與不確定性
主持人：
中國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對外經濟研究所所長 張燕生
演講嘉賓：
博鰲亞洲論壇副理事長 曾培炎
討論嘉賓：
印度計劃委員會副主席 Montek Singh Ahluwalia
以色列中央銀行行長 Stanley Fischer
花旗集團副董事長、美國前商務部長 古鐵雷斯
博鰲亞洲論壇秘書長經濟顧問 吳紅波
中國國家發展改革委員會副主任 張曉強
與以往三年一樣，今年有關全球金融危機的討論依然是2012世界經濟確定性與不確定性討論中的
主角。債務與失業是2012年的風險所在。但是過去三個月也有一些積極信號陸續發出，包括歐盟
的金融協定，美國的投資、消費和就業數字提高，法國和德國的經濟指標高於預期以及金磚國家
同意提升雙邊協作。亞洲必須繼續融入世界，尤其是在全球經濟治理領域。
博鰲資本分會：金融危機與全球資本市場的新挑戰
主持人：
《財經》總編 王波明
討論嘉賓：
Richard Attias 事務所主席兼CEO Richard Attias
德太集團（TPG）合伙人 Tim Dattels
上海市金融服務辦公室主任 方星海
中國國際金融有限公司董事長 李劍閣
台灣證券交易所董事長 薛琦
中信證券董事長 王東明
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副主席 莊心一
中國的資本市場正在經歷重大轉變，需要制定規則適應當前瞬息萬變的市場。同時需要更好地監
管促使中國企業進行國內投資，恢復投資者對市場的信心。在中國經濟發展的過程中，很重要的
一點就是讓市場發揮關鍵作用，確保業績質量以及財務報告的透明。
慈善體制改革：透明度、專業化、公信力
主持人：
陽光媒體集團主席、陽光文化基金會董事局主席 楊瀾
討論嘉賓：
新華都集團董事長 陳發樹
FMG集團董事長 安德魯．弗裡斯特（Andrew Forrest）
壹基金創始人 李連杰
國際佛光會世界總會副秘書長 覺培法師
北京師范大學公益研究院院長 王振耀
壹基金全球理事 周惟彥
由於文化、法律以及制度障礙，中國的慈善事業發展緩慢。缺乏公眾信任是中國慈善業急需解決
的嚴峻問題。隨着四川地震等事件的發生，中國公眾和政府更加迫切地希望大力推進慈善事業的
開展，但同時需改善中國慈善組織運作機制，健全相關的法律法規和增加監管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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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鰲亞洲論壇兩岸企業家圓桌會議：共創健康與可持續發展的兩岸經濟合作新前景
大陸方面：
社保基金理事會理事長 戴相龍
台灣方面：
兩岸共同市場基金會最高顧問 錢復
兩岸關系日益密切與貿易聯系、溝通和同步經濟周期息息相關。同步性日漸提升將推動兩岸加強
貨幣政策協作，協同應對全球壓力。兩岸經濟合作框架協議的益處已然顯現。報告顯示，協議簽
訂後在較短時間內取得重大進展。但是金融領域的整合進展慢於預期。
博鰲電視辯論:《2012 中國房地產大變革》
主持人：
第一財經電視主持人 馬紅漫
特邀嘉賓：
長江商學院副院長 劉勁
首創置業有限公司董事長 劉曉光
綠地控股集團董事長、總裁 張玉良
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常務副理事長 鄭新立
房地產在中國經濟中扮演重要角色，政府對房地產監管的政策目標正在發生改變。未來，公司和
居民將面臨不同於過去十年的住房環境，因為“緊縮”政策目標將影響中國房價，同時干擾開放
市場。政府需要進行結構性改革來提供穩定的市場、可靠的開發商以及經濟實惠的住房。
釋放文化的潛力 - 傳承與創新
主持人：
媒體人 梁冬
討論嘉賓：
博鰲亞洲文化傳媒董事長 昂健
華誼兄弟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導演 馮小剛
鳳凰衛視控股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 劉長樂
作家、編劇 劉恆
北京師范大學藝術與傳媒學院副院長 於丹
北京人民藝術劇院院長 張和平
愛浪凱旋集團董事長 胡榮強
中國應加大對藝術與科技行業的投入。思想開放是創新的第一步。在考慮藝術如何創作和被商業
化消費時，傳統與創新是同一道路上的兩條軌跡 - 是傳承歷史，還是開創未來，或是兼而有之？
應當創作什麼樣的藝術來激勵下一代？創造性藝術在現代社會中扮演什麼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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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領袖圓桌會議：亞洲社交媒體的未來之路
聯席主持：
獨立媒體顧問 溫華
中央電視台主持人 楊銳
討論嘉賓：
騰訊網總編輯 陳菊紅
《財經》副總經理及《財經網》首席執行官 程建國
經濟學家亞洲版主編 Smith Cox
VIVA無線新媒體創始人兼首席執行官 韓穎
《中國企業家》雜志社社長 何振紅
中國傳媒大學副校長 胡正榮
正和島總裁 黃麗陸
CNN 國際頻道亞太區副總裁兼執行編輯 Ellana Lee
《華西都市報》總編 Peng Li
財新傳媒執行編輯 王爍
《亞洲金融》主編 Lara Wozniak
《新財富》雜志總編輯 薛常青
《中國畫報》總裁 Tao Yu
FT中文網總編輯 張力奮
社交媒體服務在中國越來越受歡迎。今天，3億多微博用戶通過社交媒體平台在網上表達自己的
觀點；隨着手機用戶的數量增加，參與程度有望繼續提高。社交媒體服務的普及引起有關公民社
會、透明度以及政府監管的重大問題。一部分嘉賓認為社交媒體可能破壞社會穩定，影響經濟持
續增長。但許多高管認為現有的法律和監管十分充分，社交媒體實際上提供的是機遇而非威脅。
博鰲亞洲論壇華商圓桌會議：可持續發展與華商貢獻
主持人：
泰國正大集團董事長 謝國民
中國企業應當發展自己的供應鏈，將新技術加快引入傳統行業。亞洲的經濟發展提供了良好的商
業機遇。由於歐洲經濟衰退，擁有豐富金融資源的企業可以借機購買歐洲品牌。隨着生活水平提
高以及人口老齡化，食品、服飾、教育、醫療保健以及其他行業的廣大市場為企業帶來發展機
遇。人才依然是主要的制約因素，加快人才培養將是其中最為重要的一項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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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于博鰲亞洲論壇
博鰲亞洲論壇是一個非政府、非營利的國際組織，目前已成為亞洲以及其他大洲有關國家政府、工商界和學術界領袖就亞洲以及全球重要事務進行對話的高層
次平臺。博鰲亞洲論壇致力于通過區域經濟的進一步整合，推進亞洲國家實現發展目標。博鰲亞洲論壇由菲律賓前總統拉莫斯、澳大利亞前總理霍克及日本前
首相細川護熙于1998年發起。2001年2月，博鰲亞洲論壇正式宣告成立。論壇的成立獲得了亞洲各國的普遍支持，並贏得了全世界的廣泛關注。從2002年開
始，論壇每年定期在中國海南博鰲召開年會。

關於德勤全球
Deloitte（“德勤”）泛指德勤有限公司（一家根據英國法律組成的私人擔保有限公司，以下稱“德勤有限公司”），以及其一家或多家成員所。每一個成員所
均為具有獨立法律地位的法律實體。請參閱 www.deloitte.com/cn/about 中有關德勤有限公司及其成員所法律結構的詳細描述。
德勤為各行各業的上市及非上市客戶提供審計、稅務、企業管理咨詢及財務咨詢服務。德勤成員所網絡遍及全球逾150個國家，憑借其世界一流和高質量專業服
務，為客戶提供應對最複雜業務挑戰所需的深入見解。德勤擁有約200,000名專業人士致力於追求卓越，樹立典範。
關於德勤大中華
作為其中一所具領導地位的專業服務事務所，我們在大中華設有21個辦事處分佈於北京、香港、上海、台北、重慶、大連、廣州、杭州、哈爾濱、新竹、濟南、
高雄、澳門、南京、深圳、蘇州、台中、台南、天津、武漢和廈門。我們擁有近13,500名員工，按照當地適用法規以協作方式服務客戶。
關於德勤中國
在中國大陸、香港和澳門，我們通過德勤．關黃陳方會計師行和其關聯機構包括德勤華永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以及它們下屬機構和關聯機構提供服務。
德勤．關黃陳方會計師行為德勤有限公司的成員所。
早在1917年，我們於上海成立了辦事處。我們以全球網絡為支援，為國內企業、跨國公司以及高成長的企業提供全面的審計、稅務、企業管理咨詢和財務咨詢
服務。
我們在中國擁有豐富的經驗，並一直為中國會計準則、稅制以及本土專業會計師的發展作出重大的貢獻。在香港，我們為大約三分之一在香港聯合交易所上市
的公司提供服務。
德勤中國研究與洞察力中心成立於2008年，其宗旨是為中國客戶和全球客戶提供可能與其業務密切關聯的中國發展趨勢之見解。
CRIC刊物包括對中國重大議題及發展趨勢的深層研究報告，以及對中國最新發展及其相關影響的簡述。CRIC還與德勤全球各主要研究中心合作，並參與德勤全
球研究報告的撰寫。
本文件表達的觀點並非一定反映博鰲亞洲論壇、德勤會計師事務所和地區政府部門的觀點和政策。
本文件中所含資料及其所含信息乃博鰲亞洲論壇及德勤就某個專題或某些專題而提供的一般性信息，並非對此類專題的詳盡表述。
故此，這些資料所含信息並不能構成會計、稅務、法律、投資、咨詢或其他專業建議或服務。讀者不應依賴本資料中的任何信息作為可能影響其自身或者其業
務決策的唯一基礎。在作出任何可能影響個人財務或業務的決策或採取任何相關行動前，請咨詢合資格的專業顧問。
上述資料及其所含信息均按原貌提供，博鰲亞洲論壇及德勤對該等資料或其所含信息不做任何明示或暗示的表述或保證。除前述免責內容外，博鰲亞洲論壇及
德勤亦不擔保該等資料或其所含信息準確無誤或者滿足任何特定的業績或者質量標準。博鰲亞洲論壇及德勤明確表示不提供任何隱含的保證，包括但不限於，
對可商售性、所有權、對某種特定用途的適用性、非侵權性、適配性、安全性及準確性的保證。
您需自行承擔使用這些資料及其所含信息的風險，並承擔因使用這些資料及其所含信息而導致的全部責任及因使用它們而導致損失的風險。博鰲亞洲論壇及德
勤不承擔與使用這些資料或其所含信息有關的的任何專項、間接、附帶、從屬性或懲罰性損害賠償或者其他賠償責任，無論是否涉及合同、法定或侵權行為（
包括但不限於疏忽行為）。
倘若前述條款的任何部分因任何原因不能完全執行，其余部分內容仍然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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