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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委决策
温家宝强调转变发展方式归根到底是转变政绩观考核观
２月２７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再次专程来到中国政
府网和新华网访谈室，接受中国政府网和新华网联合专访，同海内外网友进行在
线交流。这已经是温总理第三次同海内外网友进行在线交流。在回答网友提问时，
温总理说，领导干部的政绩应该以人民群众高兴不高兴、满意不高兴、答应不答
应为最高标准，而不是以高楼大厦和项目作为最高标准。
温家宝说，“十二五”的主题和主线就是要贯彻科学发展和转变发展方式。
“十二五”规划中确定的经济发展速度是 7%。
“我们之所以这样做，就是因为我
们要把工作的重点放在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上来，就是要把发展和所得到
的成果用在民生上来。我们绝不能再以牺牲环境的代价来换取高速增长、盲目铺
摊子，那样就会造成产能过剩，环境资源压力加大，经济发展不可持续”。
“解决这个问题，说老实话，不是很容易的。也就是说，要使各级干部真正
懂得，我们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是在于科技进步，是在于扩大消费，我们必须走
内生增长、创新驱动的自主发展道路。所以现在我们就应该采取综合的考核指标，
特别是效益、环境和人民生活的指标。只有这样才能够限制速度的盲目增长”他
说，“我看到有些地方，城市发展很快，大广场罗马式的。但是你走不久，进入
农村就是另外一种现象，农村的街道、房屋还很落后，农民的孩子上学还为一百
块钱的取暖费而发愁。我就对地方领导讲，我说少盖一点儿楼，缩小一点儿城市
建设规模，拿来用在民生上，这不更好吗？归根到底，还有一个政绩观和干部的
考核观，就是我们看待一个干部、看待一个领导，他的政绩应该以人民群众高兴
不高兴、满意不满意、答应不答应为最高标准，而不是以高楼大厦和项目作为最
高标准”。
节能减排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的重要内容。温家宝透露，
“十
二五”期间单位ＧＤＰ能耗要降低１６％至１７％。
此前，中国政府已于２００９年年底宣布，２０２０年单位ＧＤＰ碳排放比
２００５年降低４０％—４５％。“十二五”规划将首次把碳排放强度削减列入
约束性指标。
中国政府在“十一五”规划中曾提出单位ＧＤＰ能耗下降２０％左右的目标。
温家宝对此说，实际完成了１９．１％。
温家宝表示，决不能再以牺牲环境的代价来换取高速增长、盲目铺摊子，那
样就会造成产能过剩，环境资源压力加大，经济发展不可持续。
包含上述目标的“十二五”规划纲要草案，将在 3 月初召开的全国人大会议
上接受审议。
温家宝强调解决好物价问题最重要的措施是四个方面：
一是控制货币流动性，也就是管好物价上升的货币因素。
二是要努力发展生产，特别是农业生产。要落实粮食省长负责制，菜篮子市
长负责制，我们政府的每个工作人员都要把米袋子和菜篮子记在心里，作为自己
头等的大事，加以管理。只有农业搞好了，农业丰收了，我们整个物价的稳定才
有坚实的基础。因为中国的老百姓还有相当数量的食品占他整个收入的大部分。
今年我们遇到了北方的特大干旱，而且旱区主要是在小麦产区。我心里非常着急。

我们连续召开了两次国务院常务会议，出台了若干促进农业生产的措施，中央花
了 129 亿来支持农民抗旱浇水。现在看来，我们还是有信心抗旱保丰收。
三是要搞好流通。农产品流通环节是整个流通环节最薄弱的，我原来只以为
流通环节搞得不好会使物价上行，现在我又知道了，流通环节过多还会造成农产
品的浪费。比如蔬菜，因为农产品流通环节过多，损失量高达 1/3。我曾经举过
一个例子，我说就离北京不远，150 公里，那地方农民卖出的黄瓜是一块多钱，
而到北京的超市要六块多钱，中间经过许多流通环节。
四是管好市场。管理市场当然主要是采取经济和法律的手段，但也必须采取
必要的行政手段。要打击囤积居奇、哄抬物价，使整个市场有序地发展。
贾庆林强调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 3 月 3 日在全国政协十一届四次会议上作常委会工作报
告时说，2011 年，全国政协要紧扣主题主线，积极为实施“十二五”规划献计
出力。
贾庆林说，把握科学发展主题，抓住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主线，就找准了
人民政协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
贾庆林指出，要把“十二五”规划目标与今年重点工作有机结合起来，准确
把握世界经济发展中长期趋势和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围绕提高宏观调控
的科学性和预见性，处理好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调整经济结构和管理通胀预
期关系，巩固和扩大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成果等问题，适时召开宏观经济形势
分析会、专题座谈会，力争形成一批务实管用的意见建议。
贾庆林表示，要以“加快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为
议题，召开专题议政性常委会议，组织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以及专委会等，
就推进发展现代农业、加强农村水利基础设施建设、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结构升
级、强化节能减排和应对气候变化、为中小企业发展营造良好金融环境、走中国
特色城镇化道路、拓展国际经济合作空间等综合性、战略性、前瞻性问题，深入
开展调研视察，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提供参考。
贾庆林称，要继续关注和促进民生改善，围绕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提高社
会管理科学化水平，促进充分就业，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保持物价总体水平
基本稳定，加强社会保障体系薄弱环节建设，加快构建覆盖城乡的公共文化服务
体系，合理配置公共教育资源，推进医药卫生体制重点改革，加快住房保障体系
建设等重大问题，察实情、讲实话、出实招，努力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
发展。
我国将加快研究制定收入分配改革方案
据全国人大２月２７日披露，有关部门将加快研究制定收入分配改革方案，
加大收入分配调节力度，努力扭转收入差距扩大趋势。
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转来《发展改革委关于落实全国
人大常委会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报告审议意见的报告》。报告表
示，有关部门将在深入分析我国收入分配现状的基础上，抓紧研究出台深化收入
分配制度改革的指导意见；推进农村改革发展，继续增加各级财政对“三农”投
入，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加快研究建立企业职工和机关事业单位人员的工资

正常增长机制，完善对垄断行业工资总额和工资水平的双重调控政策；改革完善
税收制度，规范政府分配行为；完善公共财政体系，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保障低收入群众基本生活水平。
对个人所得税改革，报告指出，目前在个人所得税政策中考虑纳税人实际负
担人口因素的条件不成熟。下一步，有关部门将抓紧解决个人所得税制中存在的
突出问题，积极稳妥地推进个人所得税制改革，按照公平税负、量能负担的原则，
充分发挥个人所得税调节收入分配的作用。
我国积极财政政策重点要提高居民收入、扩大引导消费等
中国财政部部长谢旭人 2 月 28 日对 2011 年继续实施积极财政政策重点做出
阐述,包括提高居民收入、扩大和引导居民消费需求,优化投资结构等.
谢旭人并称,将调整完善税收政策、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同时要支持经济结构
调整和区域协调发展.
对于"十二五"(2011-2015)期间深化财税体制改革,他表示将全面取消预算
外资金,把政府所有收支全部纳入预算管理,完善以流转税和所得税为主体税种,
财产税、环境资源税及其他特定目的税相协调的复合税制体系.
谢旭人并称将集中财力,加强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加大保障性安居工程
投入,支持开工建设保障性住房和改造各类棚户区 1,000 万套.此外,去年已经启
动试编社会保险基金预算,力争 2013 年正式编制全国社会保险基金预算.
今年国家将集中财力办好五件民生大事
据报道，在中宣部、中央直属机关工委、中央国家机关工委、教育部、解放
军总政治部、中共北京市委 6 部门 2 月 25 日举办的热点问题形势报告会上，财
政部部长谢旭人作了当前财政发展改革有关问题的报告。谢旭人指出，2011 年
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将集中财力办几件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大事：
落实好《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2010-2020）
》要求，加大教育投
入力度，提高教育资金使用效率。
加强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大力推进农田水利建设、中小河流治理、小型
病险水库除险加固、山洪灾害防治等，切实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
大力支持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提高医疗服务和保障水平。
加大保障性安居工程投入力度，加快公共租赁房和廉租房建设，推进城市、
工矿、林区、垦区、煤矿等棚户区改造，支持开工建设保障性住房和改造各类棚
户区 1000 万套，改造农村危房 150 万户，推进少数民族地区游牧民定居工程。
加快推进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支持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范围由全国
23%的县扩大到 40%的县，并将试点地区城镇无收入居民纳入保障范围。
社会保障标准与物价挂钩机制年底前建立
据悉，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稳定消费价格总水平保障群众基本生活的通
知》文件精神，保障低收入群体生活不因物价上涨而降低并逐步得到改善，国家
发改委、民政部、财政部、人保部、统计局五部委 3 月 2 日联合发出通知，部署
各地社会救助和保障标准与物价上涨挂钩的联动机制建设工作。

通知明确了联动机制的保障对象主要包括优抚对象、城乡低保对象、农村五
保供养对象和领取失业保险金人员，各地可以根据实际情况，扩大保障范围，但
不得缩小保障范围。
联动机制的启动条件是各地要以居民基本生活费用或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月
度涨幅作为依据，启动机制的临界条件可参考当地政府每年提出的预期价格调控
目标自行确定。
联动措施包括：在居民基本生活费用或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月度涨幅达到临界
条件时，启动联动机制，发放价格临时补贴；连续一定时期回落至临界条件以下
时，停止发放价格临时补贴。连续发放价格临时补贴一定时期以上时，要按照正
常程序，提高城乡低保标准，自提高城乡低保标准之日起，停止发放价格临时补
贴。各统筹地区要按照国发[2010]40 号文件和《失业保险条例》规定，抓紧建
立和完善失业保险金标准与物价上涨挂钩的联动机制。根据实际情况启动失业保
险金标准调整程序，适当提高失业保险金标准。
补贴标准为：各地要按照城乡低保标准的一定比例确定城乡低保对象、优抚
对象、农村五保供养对象价格临时补贴发放标准，补贴标准要保证不低于物价上
涨对低收入群体生活的实际影响。
六部门就开展 2011 年外商投资企业联合年检工作发布通知
据悉，为贯彻执行《关于对外商投资企业实行联合年检的实施方案的通知》
（〔1998〕外经贸资发第 938 号，以下简称《通知》）精神，做好 2011 年全国外
商投资企业联合年检工作，商务部、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国家工商行政管理
总局、国家统计局、国家外汇管理局 3 月 3 日联合发布关于开展 2011 年外商投
资企业联合年检工作的通知。通知指出：
一、联合年检各参检部门要严格按《通知》要求组织对外商投资企业的联合
年检，立足本职，依法行政，各司其职，在工作中加强协调和配合，周密部署，
精心组织，切实采取有效措施，加大宣传力度，努力提高企业的参检率，高质量
完成联合年检工作。
二、2011 年 3 月 1 日至 6 月 30 日为外商投资企业联合年检办公时间，年检
内容为 2010 年度外商投资企业运营情况。在我国境内，依法批准设立并登记注
册、获得法人资格的外商投资企业均须参加年检。
三、联合年检各参检部门应充分利用现代化信息技术手段和现有网络资源，
认真做好外商投资企业网上年检，有条件的参检部门可利用网上年检平台完成相
关数据收集工作。
四、开展电子签章试点工作的地区，应在确保资金支持前提下开展工作，不
得向企业摊派费用。
五、对不申报年检、未如实申报年检情况或在生产经营活动中存在违法、违
规行为的企业，联合年检各参检部门要按照各自职能依法处理。会计师事务所应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会计师法》、
《企业财务会
计报告条例》及财务会计等法规制度的规定，客观、真实、公允地进行鉴证和服
务。
六、联合年检各参检部门要加强对基层年检工作的指导，及时掌握工作进展
情况，协调解决出现的问题，确保年检工作有序进行；要加强对政府部门和企业
年检工作人员的培训，切实提高联合年检工作人员业务水平；要加强对年检数据

的统计分析，充分利用联合年检的信息资源和数据，深入分析外商投资企业运营
情况，年检工作结束后形成分析报告上报。
商务部强化外资创投股权投资审核管理
商务部 3 月 3 日发布《关于外商投资管理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通知指出，
加强服务业领域外商投资的审核管理，对于创业投资、股权投资及管理等涉及大
额资金流入的行业，商务主管部门要切实履行职能，严格审批，与同级行业主管
部门密切配合，加强沟通，遇到问题及时向商务部报告。
对于外资投资的上市公司，通知规定，境内上市的外商投资股份公司批准证
书应记载外国投资者及其股份，如外国投资者减持股份变动累计超过总股本的
5%，需向商务主管部门申请办理批准证书变更。
此外，对交易额 3 亿美元以下的外资并购事项由省级商务主管部门负责审
核，但《关于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的规定》中规定需由商务部审批的事项，
不受上述限额限制，均由商务部负责审核管理。
通知明确，以投资为主要业务的外商投资合伙企业视同境外投资者。如有境
外投资者申请以跨境贸易结算所得人民币及境外合法所得人民币来华投资，省级
商务主管部门应先函报商务部，待商务部复函同意后，方可办理相关手续，并需
在批件中明确出资货币形式和金额。
通知还加强了服务业领域外商投资的审核管理，对于融资租赁、国际快递、
广告、拍卖以及增值电信等涉及专项规定管理的行业，小额贷款、市场调查、信
用评级、保安服务等敏感行业，以及创业投资、股权投资及管理等涉及大额资金
流入的行业，省级商务主管部门要切实履行职能，严格审批，与同级行业主管部
门密切配合，加强沟通，遇到问题及时向商务部报告。
此外，通知还指出，对于无专项规定要求的境内分公司设立和进口作为出资
的设备清单，商务主管部门不再审批，外商投资企业可直接向有关部门办理手续。
商务部称将推进企业双向投资
商务部部长助理李荣灿 3 月 1 日在跨国公司与中国和平发展和崛起论坛上表
示，
“商务部将进一步加大政策支持和服务保障的力度，支持企业加快‘走出去’
的步伐。”
李荣灿表示，未来 30 年或更长时期，中国将通过大力促进中国企业实现国
际化经营，逐步形成“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双向投资，协调发展对外开
放新局面。
至于跨国公司对中国投资，李荣灿表示，商务部将继续致力于优化投资环境，
提高利用外资的质量，不断拓展新的开放领域和空间，发挥跨国公司在中国和平
发展中的积极作用，扩大和深化同各方的利益汇合点，
“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
促创新”。
新能源汽车等规划年内出台
据报道，刚刚增补为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的前工信部部长李毅中 3
月 2 日表示，新能源汽车、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新一代信息技术这四个由工

信部牵头制定的战略性新兴产业规划，将在两会“十二五”纲要通过后，加速制
定，将在年内出台。
除节能环保产业发展规划、生物产业发展“十二五”规划与新兴能源产业发
展规划由发改委、能源局牵头制定外，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新能源汽车与新
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发展规划均由工信部牵头制定。其中，高端装备制造发展规划
主要由工信部装备司牵头编制，包括航空装备工业、卫星产业、轨道交通设备制
造业、海洋工程装备制造、智能装备制造业等几大领域。新材料产业发展规划已
形成基本框架。在工信部牵头制定的 4 个规划中，节能与新能源汽车产业规划最
有可能率先出台。
日前，发改委审议并原则通过了《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十二五”规划(框
架)》，同时要求有关部门抓紧起草《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十二五”规划》初稿
并尽早报送国务院审批。
李毅中表示，今年重点工作是调结构、转方式，这比经济增速更重要。“十
二五”期间 GDP 保持 7%的增速比较适中，这为调结构留下了余地。当前多个地
方仍存 GDP 情结，制定了较高的增长目标。这还需要各地进一步统一思想、转变
认识。
他指出，今年物价形势很严峻，不能掉以轻心，但从目前情况看，通胀依然
可控。能源和原材料价格目前依然较高，要把节能减排放在更重要的位置上，通
过降低能耗物耗、降低能源资源需求使价格回落，而具体的减排目标会在“十二
五”规划中明确。
央行称顺差过大系通胀之源
2 月 26 日，在北京大学举行的第 24 次 CMRC 朗润预测报告会上，中国人民
银行副行长、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易纲表示，到 2010 年底中国外汇储备累计为
2.85 万亿美元，中国央行抛出了近 20 万亿元人民币来对冲。
易纲认为，
“贸易顺差过大是通胀的源头”，应该用多种手段渐进式治理通胀。
“贸易顺差过大是通胀源头”
易纲表示，“十二五”期间，中国经济扩内需、调结构、减顺差、促平衡刻
不容缓，但减顺差不是压出口，重点是增加进口。
“贸易顺差过大是通胀的源头。”他分析说，经常项目或贸易顺差过大，使
得人民币升值压力较大，为了保持人民币汇率相对稳定，央行必须购回美元，从
而被迫投放基础货币。较多的货币推高了通货膨胀，进而物价上涨。
“奖出限入”老思路要改变
转变经济增长模式或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虽然写入官方文件多年，但中国经济
结构失衡依然没有明显改变。易纲认为，“十二五”期间，原有的工作思路需要
改变。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外汇储备少，便采用“奖出限入”政策。目前，很多地
方政府仍然鼓励创汇，但创汇已经使国际收支极不平衡。
他指出，当前国际收支不平衡问题比较突出，主要矛盾已由外汇短缺转为贸
易顺差过大，外汇储备增长过快。他还指出，外汇储备投资实物能力很有限，
“铁
矿石和石油越卖越贵，黄金市场容量小，兼并收购敏感，租用土地难度大。”
去年 355 亿美元热钱入中国
易纲表示，保持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目的是为结构调整赢得时间。中国做

到了渐进改革，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同时用大规模对
冲收回流动性，保持了物价的基本稳定。当前采取一系列人民币汇率渐进式变革
虽然有效缓解国际收支不平衡的矛盾，但问题并未解决。
易纲认为，1994-2002 年，中国热钱在流出，流出最严重的一年是在 1998
年。热钱的净流入是发生在 2003 年-2010 年。他指出，据测算，十年来境外流
入中国的热钱 2890 亿美元，2010 年为 355 亿美元，其实热钱流入并不高，不用
过分紧张。
“治通胀应用‘中药’药方”
易纲分析，当前于中国不利的“怪圈”是：美国开动机器印制钞票，用于购
买中国商品；大量美元流入我国，人民银行购汇，外汇储备增加；外汇储备投资
美国资产，投资经营和保值增值难度越来越大；零利率意味着美国国债的收益率
很低。易纲表示，战略上要想办法跳出这种恶性循环的“怪圈”
，变被动为主动。
他称，应对当前发达国家量化宽松政策，治理通胀应采取宏观经济手段、法
律和行政手段等多种手段多管齐下，要采用“一服中药”的方式渐进进行，而坚
决避免采取极端的手段应对当前面临的通胀。
易纲认为，扩内需、调结构、减顺差、促平衡是应对当前国际国内经济金融
形势的关键，要综合运用经济、法律和必要的行政手段，力争在 2011 年做到：
内需扩大一点，对外需求依赖减少一点；工资和社保提高一点；资源产品价格改
革推进一点；资本项目对外直接投资放宽一点，更方便一点；汇率弹性增加一点；
物价涨一点；顺差缩小一点；增长速度放慢一点，质量提高一点。
央行敲定今年跨境人民币业务四大重点
央行副行长胡晓炼日前在“跨境人民币业务暨有关监测分析工作会议”上表
示,“十二五”开局之年，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有望扩至全国。
央行此次会议部署了 2011 年推动跨境人民币业务的四项工作：一是继续扩
大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在总结试点经验的基础上，完善相关制度，力争将
试点扩大至全国范围。二是稳步扩大人民币在跨境投融资中的作用。实施好跨境
对外直接投资人民币结算试点，继续开展外商直接投资境外项目人民币融资等个
案试点，积极研究外商直接投资人民币结算试点、人民币对外负债等问题。三是
有序拓宽人民币回流渠道。继续落实境外相关机构投资银行间债券市场工作，积
极回应境外货币当局将人民币纳入其外汇储备的需求。四是继续扩大本币互换和
本币结算协议的签订，落实已签署的货币互换协议和本币结算协议，鼓励互换资
金用于贸易投资。
2010 年，中国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扩大，结算量显著上升。据央行数
据，截至目前，试点地区已经扩大到全国 20 个省份，参与试点的出口企业由最
初的 365 家增加到 2010 年底的 6．7 万多家。
银监会要求严查个人按揭贷款乱收费等违规行为
据报道，对于近期部分银行个人住房贷款业务中出现的客户投诉等问题，银
监会 3 月 2 日要求相关银行业金融机构从维护自身声誉、严格履行法律责任和社
会责任的高度，认真对待客户反映的问题和意见，积极与客户沟通协商，妥善解
决客户投诉问题。协商解决不了的，应通过合适的法律途径解决。

银监会要求各银行业金融机构严格按照《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好房地
产市场调控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国办发［2011］1 号）等政策法规的要求，
审慎开展个人住房贷款业务经营，切实做好差别化信贷政策执行工作，在房地产
市场调控中发挥应有的作用。相关银监局要督促银行业金融机构严格履行房贷合
同，严厉查处银行个人按揭贷款业务中出现的捆绑销售、乱收费、虚假承诺等违
规行为。
央行将继续扩大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
中国央行 3 月 2 日表示，今年将继续扩大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并对跨
境人民币业务对宏观经济的影响进行监测。
中国央行表示，将稳步扩大人民币在跨境投融资中的作用。
中国央行表示，将积极研究外商直接投资人民币结算试点及人民币对外负债
等问题。
中国也将积极回应境外货币当局将人民币纳入其外汇储备的要求，并将继续
扩大同其他国家本币互换协议的签订。
中国央行表示，将关注跨境人民币业务发展对货币政策、利率及汇率的影响。
央行公告还表示，将研究跨境人民币业务与国际收支、外汇管理、人民币资本项
目可兑换的关系。
中国央行表示，2010 年国内银行共累计办理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业务 5,063
亿元。
证监会下放证券公司部分事项的审批权
证监会２月２８日发布公告称，将把原来由证监会机构部审批的涉及证券公
司的五项事项授权给派出机构办理。
根据公告，证券公司变更公司章程重要条款，设立、收购、撤销分支机构，
变更注册资本，变更持有５％以上股权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增加或者减少经纪、
投资咨询、自营、证券资产管理、证券承销等业务时，都由派出机构审核。
据介绍，这五项事项的授权并非全线铺开，而是考虑派出机构的承受力，条
件成熟一批，授权一批。接下来，证监会将对派出机构进行摸底，从审核工作制
度是否健全、内部工作流程是否完善、内部检查监督机制是否健全等方面进行考
察。
此外，证监会有关部门负责人透露，监管层还将取消对证券公司变更公司形
式、变更注册资本的部分审批以及设立集合理财管理计划等事项的审批，改为事
前告知性备案管理。待涉及相关法律法规修改，并履行法定程序后，便可实施。
另外，对于涉及证券公司设立关闭、创新业务以及跨部门协调等政策性较强
的事项，仍由机构部审核。不过，上述负责人透露，未来创新业务成熟时不排除
也授权给派出机构审批的可能。
深交所将加大创业板基础性制度建设
据深交所 2 月 27 日发布了《2010 年度自律监管工作报告》。报告称，2011
年是“十二五”规划开局之年，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面临进一步发展的重要战略

机遇。然而在新形势下，资本市场发展面临的内外部环境也更趋错综复杂。为应
对挑战，深交所将从建立健全与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相适应的业务规则体系、加
大创业板基础性制度建设等多方面著手提高自律监管工作质量。
首先，统筹兼顾做好业务规则建设的“加法”和“减法”工作，建立健全与
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相适应的业务规则体系，进一步夯实自律监管制度基础。以
业务规则体系的规范化和科学化为根本，以体现多层次市场差异化监管需要为导
向，积极做好各个层次市场业务规则的规划和制定工作。不仅要适应新形势下多
层次市场差异化监管的需要，适时制定出台适应中小板、创业板特殊需求的规则、
指引，做好“加法”工作；同时也要方便市场主体对於业务规则的理解和遵守，
强化自律监管规则体系的简化、整合和归位，做好“减法”工作。
其次，坚定不移推进多层次资本市场机制制度创新，在发展实践中通过创新
思维和措施解决发展中遇到的诸多问题。一是要加大创业板基础性制度建设，推
动尽快推出创业板直接退市实施办法，探索健全退市责任追究机制。二是适应高
成长中小企业对人才、资金、技术、市场的迫切需求，对业绩优秀、诚信规范的
中小板上市公司给予小额再融资、股权激励、并购重组简易程序绿色通道，支持
中小板上市公司利用资本市场平台快速成长。三是要深入研究并购重组在类型、
方式、主导力量及具体交易行为中的现实突出问题，开拓思路，创新手段，继续
探索推动主板上市公司规范治理、做优做强。
再次，继续强化日常监管工作，积极推进依法监管、依法治市。一是不断完
善适应板块层次特征和企业发展需要的一线监管制度，落实“分道制”监管思路，
提高高风险公司监管效果。二是要树立“大市场、大监管、大执法”观念，加强
与中国证监会稽查局、处罚委等的沟通交流，充分发挥“三位一体”体制优势。
三是要持续深化创业板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工作，完善会员客户管理长效机制。四
是要不断创新监管方式和手段，有效防范和精确打击内幕交易，提高监管有效性。
此外，创新自律监管执法机制，加大对证券违法违规行为打击力度。适时创
新纪律处分机制，改进纪律处分委员会成员结构，进一步完善纪律处分标准和工
作程序，加大对新型证券违法违规行为的打击力度。同时，创新限制交易执法机
制，逐步强化限制交易执法手段的透明度，探索将限制交易执法手段运用於规制
涉嫌内幕交易和操纵市场行为的可行性和实现路径，打击和遏制违规交易行为。
最后，还将继续围绕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平稳运行和制度创新，丰富投资者教
育渠道和方式。继续坚持以投资者为导向开展资本市场建设，根据投资者的结构
和行为特点，围绕投资者的服务和保护，开展基础设施建设、规则制度设计和业
务产品创新，将投资者教育、服务和保护工作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国务院原则通过个税法修正案(草案)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 3 月 1 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
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修正案（草案）》。
会议认为，为加强税收对收入分配的调节作用，进一步减轻中低收入者的税
收负担，有必要对个人所得税法进行修改，提高工资薪金所得减除费用标准，调
整工资薪金所得税率级次级距，并相应调整个体工商户生产经营所得和承包承租
经营所得税率级距。
会议决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修正案（草案）》经进一步修改后，
由国务院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

我国将加快房产税改革试点
全国人大财经委日前向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提交的《发展改
革委关于落实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报告审议意
见的报告》指出，我国将加快推进房产税改革试点工作，并逐步扩大到全国。
报告介绍说，２０１０年以来，针对部分城市房价上涨过快等问题，国家出
台了一系列房地产市场调控政策，取得了积极成效。下一步要保持房地产政策的
统一性、稳定性，坚持供需双向调节，引导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
报告指出，要加快推进房产税改革试点工作，并逐步扩大到全国，进一步完
善和实施土地招拍挂制度试点，加快房地产市场和个人住房信息系统建设。
此外，报告还指出，就房地产调控，下一步要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一是督
促各地加大各项政策措施的落实力度，对省级人民政府住房保障和稳定房价工作
进行考核和问责。对政策落实不到位、工作不得力的进行约谈，直至追究责任。
二是严格执行好差别化房地产信贷政策，对不认真执行的商业银行，一经查实严
肃处理。三是努力增加住房有效供给。切实落实中小套型普通商品住房建设计划
和供地计划，督促房价上涨过快的城市增加居住用地供应的总量。四是进一步规
范房地产市场秩序。对房地产开发企业闲置土地、违法改变土地用途和性质、拖
延开工时间、捂盘惜售等违法违规行为，加大曝光和处罚力度。五是抓紧制定出
台促进房产市场长远健康发展的综合性政策方案。
同时，报告还强调，加快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基本住房保障制度，是房地产
市场调控的重要内容，将强化政府对低收入家庭的住房保障责任，继续做好基本
住房保障法的研究论证工作。
报告要求，要提早分解下达 2011 年开工建设保障性住房、改造各类棚户区
住房 1000 万套的分地区计划，及时下拨中央财政专项补助资金；加快建立差别
化的房地产土地供应政策，确保落实中央确定的保障性住房、棚户区改造住房和
公共租赁住房建设用地，完不成这三类住房供地任务和比例的地区应停止商品房
建设供地。
住建部勾画我国城镇住房基本政策
中宣部、中央直属机关工委、中央国家机关工委、教育部、解放军总政治部、
中共北京市委等 6 部门 2 月 28 日在京举办热点问题形势报告会，住房和城乡建
设部部长姜伟新作了题为《关于城镇住房问题》的报告。姜伟新指出，
“十二五”
时期，国家将进一步加大保障性住房建设力度，争取到“十二五”末，基本解决
城镇低收入家庭的住房困难，改善部分中等偏下收入家庭的住房条件。姜伟新同
时指出，部分城市房价过快上涨是当前房地产市场的突出问题，要认真贯彻落实
中央的房地产调控政策，采取坚决措施抑制房价过高过快上涨。
姜伟新勾画了我国城镇住房基本政策。他介绍，按照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体制的总体要求，从我国所处的历史发展阶段、城镇化快速发展和人多地少
的基本国情出发，为了实现“住有所居”的目标，我国城镇住房实行市场供给与
政府保障相结合、以市场供给为主的政策，强调满足基本住房需求、购置与租赁
相结合，鼓励自住型、节能省地环保型和小户型住房。这是 30 多年改革实践的
结果。

随着城镇住房制度改革，我国城镇住房快速发展。1987 年到 2010 年，城镇
人均住房建筑面积从 6.7 平方米提高到 30 平方米以上。同时，新建住房质量提
高，住房功能更加完善，居住环境明显改善。经过努力，“十一五”期间，解决
了 1500 万户低收入和中等偏下收入家庭住房困难问题（其中用租金补贴方式解
决了 400 万户）。
今后几年，我国将继续大规模建设保障性住房，其中 2011 年要开工建设 1000
万套。“十二五”期末，城镇住房保障覆盖率将达到 20%以上。同时，“十二五”
期间每年还要再改造农村危房 150 万户以上。我国将进一步完善住房保障方式，
完善政府支持保障性住房的政策，加强保障性住房的建设和使用管理。
姜伟新分析了近几年部分城市房价上涨过快的原因。主要有工业化、城镇化
快速发展使得住房需求总体快于供给增长；市场监管力度不够；地方财权与事权
不匹配，较多依赖土地出让资金收入和房地产发展收入；建设成本上涨；前两年
流动性充裕，大量资金流向房地产领域。
姜伟新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认真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
好房地产市场调控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坚决遏制部分城市房价过快上涨。一
是地方政府要切实承担起责任；二是继续增加住房供给；三是抑制投资投机性购
房需求；四是严格住房用地供应管理，增加土地有效供应；五是切实加强监管；
六是建立约谈问责机制；七是强化舆论引导；八是研究制定中长期稳定房地产市
场发展的政策措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将会同有关部门继续加强房地产形势监测
分析、研判，及时研究新问题、新对策。
住建部初步拟定第三批执行限购城市名单
消息人士 3 月 2 日表示,中国住房与城乡建设部已初步拟定第三批执行限购
令的城市名单,将逐渐向未出台限购的大中型城市以及交易活跃的三线城市扩
展.
此举意味着限购将成为覆盖全国范围的楼市调控重要措施,而执行力度将大
大增强.
限购逐渐向二三线城市扩展,有望直接阻断部分不合理购房需求.
国务院 1 月底出台调控房市的"新国八条"规定,各直辖市、计划单列市、省
会城市和房价过高、上涨过快的城市,要在 2 月中旬前出台房地产限购令实施细
则.但目前中旬已过,仍有大部分城市尚未出台细则.
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 2 月 24 日强调,各地要进一步明确目标责任,及时制定
实施房地产调控细则,有效抑制投资投机性需求,增加普通商品住房供给.
新华社亦发文称,目前仍未出台限购令的城市应积极跟进出台限购令,当宜
速不宜迟.如果任房地产泡沫越吹越大,实体经济将逐渐失血,经济健康运行的系
统性风险将进一步加剧.
今年我国土地政策回归管理常态
中国国土资源部 3 月 3 日称,2011 年土地政策将从土地供应要保证扩内需大
量项目上马的"应急状态"退出,回归国家土地管理常态,遏制房价快速上涨并稳
定住房价格.
国家土地副总督察甘藏春称,今年将通过实施科学调控和差别化土地供应政

策,保障建设项目合理需求.特别要加强土地供需双向调节,调整房地产用地结构,
加强房地产用地情况动态监管.
"2011 年我国的土地政策突出特点是惠民生,即坚持房地产调控不放松,确
保农村土地整治惠及'三农'(农业、农村和农民)"国土资源部部长徐绍史称.
他提出,今年保障房计划用地一定要单列,保障房用地要应保尽保,同时完善
土地出让制度,积极探索"限房价、竞地价"、商品住宅配建保障房等一些做法,
使土地出让从单纯的价高者得,向惠民生、稳预期、注重社会效应最大化转变.
2010 年,全国共安排新增建设用地计划指标 640 万亩,重点用于民生领域、
国家重点项目、农村建设用地等,比 2009 年增加 5%,全国供应土地总量 642 万亩,
同比增长 18.4%.
中国藉由行政力量力推保障性住房建设,是房地产调控政策的重要部
分.2011 年中国计划开工建设各类保障性住房 1,000 万套,比 2010 年大幅增长逾
70%.到去年底,中国城镇保障性住房覆盖率已达 7-8%.
中国正在采取"史上最严"的房地产调控措施,为了拽住高房价的韁绳,中国
政府今年 1 月再出调控新招,采取了调高二套房首付、全面铺开"限购"等第三轮
调控措施,目前实行限购的城市已逾 30 个.
中国新闻出版业产值十二五内有望翻番
中央文化体制改革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孙志军 2 月 28 日表示，中国计
划在今后五年内使包括电影业在内的新闻出版业产值增长一倍以上。中国政府将
为电影电视制作、现场直播娱乐节目及游戏和出版发行相关公司提供贷款和上市
便利。
孙志军称，近几年由于加大了改革力度，加快了文化产业发展，所以文化产
业日益成为国家经济新的增长点。他指出，中国去年新闻出版业总产出预计为人
民币 1.3 万亿元。
中国政府希望扩大内需，减少对出口的依赖，因此把新闻出版业作为发展重
点。全国人大将在 3 月 5 日举行会议，将公布下一个五年规划，规划的主要内容
将涉及如何提高消费者对商品和服务的需求。
发展本土电影产业已成为中国打造更环保、盈利型更强的本土企业计划的组
成部分。本土电影产业是中国政府近年来推动的优先发展领域。
据媒体咨询公司艺恩咨询(EntGroup Inc)数据显示，中国 2010 年本土制作
的电影产量增加 15%，至 526 部。
中国政府还认为，如果中国的新闻和娱乐出版业得到长足发展，将有助于改
善中国的海外形象。
孙志军称，电影电视仍将是优先发展领域。孙志军还称，由于互联网和电子
书阅读器用户群不断扩大，政府还计划推动视频游戏和电子书发行等产业的发
展。
政策要闻
▲3 月起境外投资将大幅放宽
国家发改委利用外资和境外投资司司长孔令龙 3 月 1 日在 2011 跨国公司中

国论坛间隙透露，将大幅放宽对中国企业境外投资的限制，从 3 月起，资源类境
外投资重大项目需要审批的金额起点从 3000 万美元提升到 3 亿美元，非资源类
境外投资重大项目需要审批的金额起点从 1000 万美元提升到 1 亿美元，央企境
外投资直接适用备案制，不需要经过审批。
他并称，发改委已经开始与商务部酝酿中国企业境外投资促进法，目前正在
起草阶段。此外，发改委将大幅放宽对中国企业境外投资的限制。
▲中国将研地方政府自主发行债券
据全国人大２月２７日披露，中国将继续完善中央代理发行地方政府债券制
度，研究探索由地方政府自主发行债券的可行性。
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转来《关于落实全国人大常委会
对２０１０年１至７月预算执行情况报告审议意见的函》。关于加强对地方政府
性债务管理，这份来函介绍说，２０１０年８月，财政部会同发展改革委、人民
银行、银监会联合部署地方政府对融资平台公司债务进行全面清理核实。截至２
０１０年１２月１０日，各省（区、市）均已上报融资平台公司债务的清理核实
数据。目前，财政部会同有关部门正在部署地方进一步做好相关数据的核实工作。
同时抓紧研究建立融资平台公司债务统计报告制度，建立健全地方政府债务规模
控制和风险预警机制。
根据中国预算法的规定，地方各级预算按照量入为出、收支平衡的原则编制，
不列赤字，但实际上地方政府性债务十分常见。２０１０年６月２３日，审计署
首次披露了地方政府性债务问题。通过审计调查１８个省、１６个市和３６个县
本级，截至２００９年底这些地方的政府性债务余额高达２．７９万亿元，引起
社会高度关注。
▲我国将进一步放宽机构资金入市比例
权威人士 2 月 28 日披露，
“十二五”期间中国资本市场有望实现大扩容。其
中，到“十二五”末期，创业板上市公司要争取突破 1000 家。与此同时，为促
进市场平稳健康发展，未来五年，监管层还将进一步放开相关机构资金入市的比
例。
该人士透露，根据有关部门规划，在“十二五”期间，主板、中小板、创业
板将进一步吸引优秀公司上市，平均每年上市的企业将超过 300 家。其中，中小
板与创业板将成为最重要的平台，创业板上市公司要争取在“十二五”末突破
1000 家。
上述人士还透露，
“十二五”期间，监管层将进一步放开资金入市比例，包
括保险资金入市比例及加快境外机构入市步伐等，进而保证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日前，人保部、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联合公布了新修订的《企业年金基
金管理办法》，规定从今年 5 月 1 日起，企业年金基金投资股票比例上限由原来
的 20%提高到 30%。
▲2015 年底保障房覆盖率将由目前近 8%增至 20%
2 月 28 日,中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称,到"十二五"(2011-2015 年)末,全国城

镇保障性住房覆盖率将从目前的 7-8%提高到 20%以上.
住建部并称,未来五年,全国计划新建保障性住房 3,600 万套,大约是过去十
年建设规模的两倍;同时每年还将改造农村危房 150 万户以上.到 2015 年末将基
本解决城镇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问题,同时改善一部分中等偏下收入家庭住房条
件.
中国藉由行政力量力推保障性住房建设,是房地产调控政策的重要部
分.2011 年中国计划开工建设各类保障性住房 1,000 万套,比 2010 年大幅增长逾
70%.
到去年底,中国城镇保障性住房覆盖率已达 7-8%,城镇居民人均住房面积超
过 30 平方米,农村居民人均住房面积超过 33 平方米.
▲中国将加强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
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转来的《发展改革委关于落实全
国人大常委会对国家粮食安全工作情况审议意见的报告》提出，将加强农业转基
因生物安全管理，保障公众权益。
全国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会近日在审议发展改革委这份报告时指出，目前中
国对转基因农产品的安全性管理上还存在一些不足。主要是转基因标识管理的范
围窄，没有制定标明进口转基因食品成分含量的标准，也没有转基因食品清单；
转基因农产品检验检测水平落后，对转基因农产品的毒性、抗药性、有益成分的
破坏等方面的检测仍处于起步阶段。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大豆和豆油的进口国，
其中绝大部分是转基因大豆及其产品。虽然，目前尚无证据表明转基因食品是不
安全的，但转基因食品存在着不确定的因素与未知的长期效应，其安全性还有待
于进一步实践的检验。
对这一问题，发展改革委在报告中表示，将严格依法对境内从事农业转基因
生物的研究、试验、生产、进口等活动进行安全评审；强化农业转基因生物标识
监管，保障公众的知情权和选择权；完善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法律法规，适时研
究修订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继续强化转基因科普知识宣传，组织专家
介绍国内外转基因技术研究、安全管理、产业发展等情况，提高公众的科学认知
度。
全国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在审议中建议加强转基因农产品进口安全管理：
一是完善转基因农产品标签管理制度；二是建立进口预防性管理措施，利用相关
的国际协议来进一步完善中国的政策法规；三是提高转基因农产品的检验检疫水
平。

国资改革
国资委强调国有企业要有进有退
据报道，就近年来有关“国有企业再定位”，认为国有企业只能存在于非竞
争性领域，应该从盈利性、竞争性领域全面退出等观点，国资委副主任邵宁日前
首次回应称：国有企业要有进有退，也应参与市场竞争，依托资本市场进行公众
公司改革将是国企和民企最终的发展方向。
邵宁说，在目前 122 户中央企业中，除了 2 家电网企业、3 家电信企业、2

家石油石化企业之外，其他企业都处于竞争性领域。即便是这 7 家企业，业务范
围也有相当大的比重是竞争性领域。如果硬性要求从竞争性领域退出，国有经济
将所剩无几。换一个角度来看，即便是退，也有个退向哪里的问题。
邵宁表示，未来要依托资本市场进行公众公司的改革，将国有企业改造成干
干净净的上市公司，挂到资本市场去，以后作为一个上市公司，国有资本要进要
退是非常简单的事情。他同时断言，中国的民营企业最后的市场化也将采取这个
方式，二十年后，中国的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将会沿着资本市场的道路走到殊
途同归。
国有创投已转持国有股可申请回拨
财政部 3 月 2 日正式发布《关于豁免国有创业投资机构和国有创业投资引导
基金国有股转持义务有关审核问题的通知》
。财政部将会同发改委对引导基金的
资质进行审定；申请回拨或解冻的创投机构应于 10 月 31 日前向财政部提出申请；
经财政部会同社保基金审核符合豁免转持政策的，实行回拨处理。
《通知》规定，凡申请国有股转持豁免的创投机构，必须遵照《创业投资企
业管理暂行办法》规定的条件和程序完成备案，且最近一年必须通过备案管理部
门的年度检查（申请豁免转持义务当年新备案的国有创业投资机构除外）。
创投机构已实施国有股转持，经财政部会同社保基金会审核符合豁免转持政
策的，实行回拨处理。回拨的国有股权包括：由该创投机构转持至社保基金会的
国有股；社保基金会持股期内因上市公司利润分配或资本公积转增等原因，由该
部分国有股派生的相关权益，包括送股、转增股本及现金分红等。
创投机构或其国有出资人以现金替代方式履行国有股转持义务，经财政部会
同社保基金会审核符合豁免转持政策的，实行回拨处理。回拨资金额按照创投机
构或其国有出资人缴入中央金库的资金额确定。
国有全资创投机构所持上市公司国有股被冻结但尚未被转持的，须先按照有
关要求将国有股变更登记到社保基金会转持股票账户后，再申请办理国有股回拨
手续。
国有控股创投机构所持上市公司国有股被冻结但尚未被转持的，可直接向财
政部提出解冻申请，经财政部审核符合豁免转持政策的，实行解冻处理。解冻的
国有股包括：创投机构股票账户中因实施国有股转持政策而被冻结的国有股；该
部分国有股被冻结期间因上市公司利润分配或资本公积转增等原因，由该部分国
有股派生的部分权益，包括送股、转增股本等。
此外，《通知》还对创投机构投资未上市中小企业投资时点和投资企业规模
作了更明确的规定。创投机构投资于未上市中小企业，其投资时点以创投机构投
资后，被投资企业取得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发的法人营业执照或工商核准变更登
记通知书的日期为准。
央企金融衍生品须受监管
消息人士 3 月 2 日透露，国资委已针对中央企业金融衍生品业务实施更加严
格的监管机制，其中包括对以前不受监管的境外场外交易进行监管。不过，国资
委新闻处方面表示不清楚此事。
该人士表示，国资委已下发建立中央企业金融衍生业务临时监管机制的通

知。根据新机制，中央企业进行金融衍生品业务需要向国资委进行备案，而中央
企业进行境外场外交易和增加衍生品交易品种也需要得到国资委的核准。
周其仁吁收紧政府和国有公司投资活动
中国央行顾问周其仁 2 月 26 日在《经济观察报》上发表表示，中国应收紧
政府和国有公司的投资活动以抑制通货膨胀，因为此类投资通常会在银行系统中
创造更多流动性。
周其仁表示，政府和国有公司更容易从银行获得贷款，此类新增贷款将产生
更多流动性。根据周其仁的计算，2009 年政府和国有公司每新增投资人民币 1
元，就新增银行信贷人民币 3 元。
中国银行业 2009 年新增人民币贷款 9.59 万亿元（合 1.46 万亿美元），较
2008 年增加近一倍，主要受中国政府为应对全球金融危机而推出的人民币 4 万
亿元刺激计划推动。
中国结构性国进民退犹存
中国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 3 月 2 日发布报告称,中国存在结构性的国进民退
现象,且国有企业近几年利润增长的背后应该考虑政府财政补贴、融资成本以及
土地等因素,国企绩效是在享受种种政策优惠以及和民营企业在不平等的经营环
境下所取得的.
国企改革一直是中国政府和学术界非常关注的领域。该报告称,从工业总产
值和资金占用情况两个指标,可以看出近年来国有企业的份额在下降,不过,在资
源类等基础性领域国有资本整合的情况比较严重.
"从工业总产值角度来看,电力蒸汽热水生产供应业的国有比重从 2005 年的
89.3%上升到 2008 年的 91.7%,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的国有比重从 2005 年的
90.5%上升到 2006 年的 98,9%."报告称.
报告提出,国有企业是不同于一般政府和一般企业的公共机构,国有企业不
应以营利为目标,应以实现社会公益为目标,国有企业逐渐退出是大方向.而国有
企业近期改革方案应该围绕打破国有企业的行政垄断,取消国有企业无偿或者低
价占有和耗费国有资源的特权,规范国有企业行为等方面,其意义在于促进不同
经济主体充分、公平地展开经济竞争.
对于国有企业最近几年取得的成绩,报告称,国有企业在最近几年所取得的
绩效并非真实绩效,而是国有企业在享受着种种政策优惠,是和民营企业在不平
等的经营环境下所体现出的绩效,这种不平等主要体现在政府财政补贴、融资成
本和土地及资源租金等方面.
报告提供数据显示,2001 年至 2008 年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累计获得利润总
额为 4.9 万亿元人民币,平均的净资产收益率为 7.68%.报告并还原国有企业的真
实成本,在扣除政府补贴和因行政垄断所致的超额利润后,报告测算国有企业的
真实绩效是,2001-2008 年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平均的真实净资产收益率则为
-6.2%.
而 据 中 国 财 政 部 此 前 公 布 ,2010 年 全 年 中 国 国 有 企 业 累 计 实 现 利 润
19,870.6 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37.9%,净资产利润率为 10.2%.

国资创投“民营化”成潮
清科研究中心近期的一份报告称，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国有创投机构开始向民
营化方向迈进。一些老牌的国有创投，已完成了“民营化”的改造。许多国有背
景创投机构也对引进民营资本充满期待。
这份名为《2011 年国资创投改制剖析专题研究报告》的报告指出，国资创
投改制的发展方向为充分市场化、民营化。
清科研究中心分析师林婉婷称，国有创投改制的动力源自三点：首先是规避
国有股转持；其次是激励机制，因为在国有背景下，具体的激励机制不足，固定
工资和奖金的比例比较高，而项目分红、股权期权的薪酬结构没有包括在内；最
后则是决策效率的提高。
从历史的发展来看，单一国有资本或者以国有资本为主导，在创投市场上运
作存在一些问题，例如投资决策效率较差，激励机制不足，以及利益保护机制欠
缺等，使得其在创业投资市场上，国资创投受到体制约束难以发挥竞争力。
报告认为，“国资”与“创投”运营理念的矛盾是许多问题产生的根源，国
资委对国资创投的管理等同于一般的国有资产管理，但是国资管理最基本原则是
保值增值，而创业投资的运营理念则是追求“高风险”
“高回报”，与国资管理理
念不相兼容。因此，一般国资管理和国资创投管理最好区别对待。此外，现有国
企管理者的业绩考核制度，没有顾及创业投资基金的生命周期，不是按中长期的
时间段来考核，而是每年考核。
中国本土创业投资事业的发展是以“政府推动型”为主。这种现状决定了政
府有必要直接参与创业投资领域，通过出资设立国有创投的扶持方式提供创业资
本，解决当时中国创业投资行业本土创投机构缺失的现状，实现从无到有的转变。
根据国资创投发起设立的主体不同，大致可分以下五种类别：地方政府财政
发起设立型；国有企业、高新科技开发区企业、上市公司、民营企业等筹组型；
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发起设立型；境外国资发起设立型；大学发起设立型。
事实上，国有创投在转制中存在许多障碍，主要为国有股权转让的定价和受
让方的资质审查问题。
2009 年至 2010 年本土创投投资案例数占比均超过 60.0%，数量上领先外资。
2009 年 6 月 19 日，财政部、国资委、证监会、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联合发文，
启动部分国有股划拨充实社保基金的改革，
《境内证券市场转持部分国有股充实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实施办法》（财企[2009]94 号）获得了国务院的批准。
上述文件称：
“对 2006 年 6 月股权分置改革新老划断后，凡在境内证券市场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含国有股的股份有限公司，除国务院另有规定的，均
须按首次公开发行时实际发行股份数量的 10.0%，将股份有限公司部分国有股转
由社保基金会持有。”

劳动用工
郑州 10 亿信贷担保扶持创业
消息人士 3 月 1 日表示，河南省郑州市今年计划投入 10 亿元（人民币，下
同）就业再就业资金，专项用于小额担保贷款。其中，自主创业、自谋职业的最
高个人贷款额度为 10 万元。

除扶持自主创业，另外，合伙经营和组织起来就业的贷款额度最高为 100
万元；劳动密集型小企业，当年新招用持失业登记证明人员达到企业在职职工总
数 30%以上，并与其签订 1 年以上劳动合同的，贷款额度最高为 400 万元。
此外，为减轻贷款人或贷款企业经济负担，担保机构免收小额贷款担保费，
房产抵押登记部门对个人小额担保贷款办理房产抵押手续的免于评估，免收个人
和小企业小额担保贷款房产抵押登记费和服务费。
浙江要求 2012 年所有企业与职工普遍签订劳动合同
浙江省委、省政府２月２６日发出通知要求，要全面实施劳动合同制度，２
０１２年所有企业与职工普遍签订劳动合同。劳动合同签订率纳入各级政府年度
工作目标责任考核。
截至去年底，浙江省规模以上企业劳动合同签订率为９５．６％，小企业劳
动合同签订率为７５％。
浙江省委、省政府在通知中指出，要大力推行劳动合同制度，重点解决小企
业特别是农民工劳动合同签订率偏低问题。到２０１２年，所有企业与职工普遍
签订劳动合同。
同时，浙江省将依法规范劳动合同内容，提高劳动合同质量，各级人力社保
部门将加强指导服务，制定适合小企业和农民工特点的简易劳动合同格式文本，
为签订劳动合同提供便利。
黑龙江省将建对俄合作专门人才培训基地
黑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３月２日介绍，这个省将从今年开始建立一
批对俄合作专门人才培训基地，培训既通晓俄语，又了解俄法律、经贸、文化、
科技、传统、风俗等方面知识的专门人才。
据了解，黑龙江省将依托黑龙江大学的俄语教学优势，强化培训力量，在黑
龙江大学俄语学院设立国内一流的对俄合作专门人才培训基地。还将依靠黑河、
绥芬河等口岸的地域优势，设立赴俄罗斯布拉戈维申斯克、符拉迪沃斯托克或哈
巴罗夫斯克进行境外短期实习的基地。
据介绍，培训基地将科学设置课程，除强化俄语教学外，还突出抓好俄罗斯
联邦特别是远东地区的发展规划、政策、法律法规等对外合作基本知识培训。
黑龙江省对俄合作专门人才培训基地将以黑龙江大学俄语教学队伍为基础，
同时聘请省内资深专家学者、长期从事对俄经贸和科技合作的一线人员以及俄方
有关专家学者。
奥巴马施压美企业领导人增加就业
据报道，随着企业盈利增长以及华尔街利润激增，美国总统奥巴马 2 月 24
日在新创建的创造就业和竞争力委员会的首次会议上施压美国企业领导人创造
更多就业。
奥巴马要求此包含企业和工会领导人的委员会制定新策略，增加就业并刺激
经济增长。他提出精简法规和改革税收法律作为创造就业和降低失业率可以考虑
的举措，美国目前失业率处于 9%附近。

尽管很多美国人或者没有工作，或者未充分就业，企业盈利继续增长而且一
些华尔街银行 2010 年利润创纪录新高。很多企业和银行仍然保留数万亿美元资
金，它们在经济复苏仍然脆弱时期对投资十分谨慎。
该委员会一些成员称，他们企业的经济效益数据显示出经济差异的迹象。
美国运通公司(American Express)CEOKenneth Chenault 称，富足的美国人
再次支出，但数额较小，而中等阶层美国人没有支出，部分因为他们不能获得信
用卡。Chenault 称，而那些能获得信用卡的人应用也很谨慎，归因于经济强度
的不确定性。
Chenault 称，“75%的信贷没有被应用。我们将解决此信贷问题。”
奥巴马 1 月份创建此竞争力委员会，任命通用电气 CEOJeffrey Immelt 为委
员会主席。因为奥巴马增加对企业界的了解并转变经济政策，从短期稳定政策转
向增加就业政策。经济和事业仍然是很多选民首要担心的问题。
Immelt 称，该委员会计划 90 天内对奥巴马总统正式提出提案。白宫称，该
委员会将在其他地方举办下次会议，努力听取企业所有人和全国雇员的意见。

节能减排
周生贤警告环境问题将制约经济增长
中国环境保护部部长周生贤 2 月 28 日在《中国环境报》上发表文章警告称，
除非中国采取措施，否则将面临严重环境问题及资源短缺问题，从而威胁经济增
长。
周生贤在文章中还称，环保部希望将温室气体排放考察，作为建设项目评估
的部分内容。
这一态度显示中国环保部可能在气候变化问题上采取更多行动，而在该问题
上，目前起主导作用是关注推动产业增长的发改委。
周生贤指出，环保将是中国“十二五”经济发展的重点工作。
周生贤称：“在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史中，人与自然的矛盾从未像今天这样严
重。”
“资源的衰减、退化、枯竭，生态环境的恶化，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瓶
颈制约和严重障碍。”
周生贤的评论突显出中国在经济增长与环保及资源消耗之间的政策困境。周
日，温家宝总理也指出，中国不能再以牺牲环境的代价来换取高速增长。
环境保护部发布《稀土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
环境保护部日前发布《稀土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自 2011 年 10 月 1 日起
实施。环境保护部有关负责人表示，这是“十二五”期间环境保护部发布的第一
个国家污染物排放标准，标准的制定和实施将有利于提高稀土产业准入门槛，加
快转变稀土行业发展方式，推动稀土产业结构调整，促进稀土行业持续健康发展。
目前，我国的稀土储量占全球 36%，产量则占世界 97%。由于过度开发，我
国的稀土资源储量下降迅速，稀土生产过程中的环境污染问题日益突出。以氨氮
为例，稀土行业每年产生的废水量达 2000 多万吨，
其中氨氮含量 300～5000mg/L，
超出国家排放标准十几倍至上百倍。由于没有针对稀土工业特点的污染物排放标
准，长期以来，稀土工业企业污染物排放管理和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设计

和竣工验收等，只能执行综合类污染物排放标准，稀土行业生产过程中排放的特
征污染物始终未能得到有效控制。
《稀土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根据稀土工业企业生产工艺、生产装备的特点
和原辅材料的成份，以稀土工业企业生产中排放的主要污染物作为控制项目，对
稀土行业废水、废气和放射性物质的排放控制等方面都作了明确规定。为防止企
业稀释排放，标准中还规定了单位产品基准排水量和单位产品基准排气量。标准
适用于我国境内从事稀土矿山开采至稀土金属、合金生产的各种规模特征生产工
艺和装置的水、废气污染物排放管理，以及稀土工业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
设计和竣工验收。
这位负责人表示，
《稀土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实施后，新建企业必须严格
按标准执行，考虑到我国稀土工业现有企业的实际情况，标准对现有企业设置了
两年的达标排放过渡期，过渡期后，现有企业也必须执行新建企业排放限值。
陕西首次公布年度环保目标“数字清单”
陕西省环保厅日前首次向社会公布新年度的环保目标“数字清单”。
在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化学需氧量和氨氮排放总量方面，陕西省２０１１
年将分别比２０１０年削减２％、２％、１．５％和１．５％；在列入环境统计
的设区市空气质量达到二级和好于二级的天数：陕北不少于２８０天，关中不少
于２９０天，陕南不少于３０５天。
水污染是全球面临的重大问题，陕西省将多方面着手：一是设区城市集中式
饮用水源地水质达标率保持在９８％以上，城市集中式饮用水源地水质达标率保
持上年水平，农村饮用水安全率有较大幅度提高。二是省内６条主要河流综合污
染指数平均同比下降１％，其中渭河及主要支流化学需氧量浓度平均下降１０％
以上。三是为保一江清水下北京，陕西省的汉江、丹江的出境水质将分别保持在
ＩＩ、ＩＩＩ类标准，城乡环境安全处于可控状态。
陕西省环保厅宣传处副处长徐刚说，根据这份环保目标“数字清单”，陕西
省环保系统还拿出了一份治理“清单”，要求主要污染物减排实现首年不欠账。
为此，将关闭除利用煤矸石的循环硫化床锅炉外的所有１０万千瓦以下小火电机
组和所有水泥机立窑，城市污水日处理能力达到２８０万吨，启动实施关天经济
区大气污染联防联控工程，争取两年内使所有入渭支流水质基本达到水环境功能
区的要求。
中国成第一能源消费大国
中国能源研究会 2 月 25 日公布，去年，我国一次能源消费量为 32.5 亿吨标
准煤，同比增长了 6%。中国能源研究会常务副理事长周大地说，中国已成为全
球第一能源消费大国。
早在 2002 年,我国能源消费已位列全球第二，仅次于美国。周大地称，我国
经济成就举世瞩目的同时，能源供应紧跟需求出现高速增长。去年，我国一次能
源消费量为 32.5 亿吨标准煤，同比增长了 6%；不过能耗强度进一步降低，单位
产值能源消费量下降 4%。即便在如此形势下，我国能源消耗强度仍偏高，是美
国的 3 倍、日本的 5 倍。周大地介绍，去年，我国 GDP 总量首次超过日本，但日
本去年的能源消费总量是 6.6 亿吨标准煤；我国出口在去年超过德国，而德国去

年消费 4.4 亿吨标准煤。
对于 2011 年，中国能源研究会预测，我国能源需求将继续增长，但鉴于 GDP
增速预期放缓等，能源需求增速回落；供需总体平衡，中部地区可能偏紧，而且
在今年，能源需求的进一步增长将推动能源价格普遍上涨。
之所以判断中部地区仍然偏紧，是因为随着东部地区劳动力成提高、经济结
构加快，2011 年乃至“十二五”期间，东部地区的制造业会加快向中西部转移，
而我国能源资源主要集中在西部地区，已有的能源基础设施建设主要服务于东部
发达地区的能源需求，因此建议密切关注中部地区的能源需求走势。
此外，他介绍，目前，我国从中东和非洲进口的原油占到我国原油进口总量
的 60%左右。去年，我国原油进口 2.39 亿吨，同比增长率 17.5%左右，对外依存
度接近 55%，石油安全形势进一步加剧。

自主创新
吉林成立我国首个人参产业技术创新联盟
我国首个人参产业技术创新联盟２月２６日在吉林省长春市正式成立。该联
盟将通过建立产学研合作机制，促进人参产业的快速、健康发展。
人参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由中国中医科学院、吉林省现代中药及生物制药
基地建设办公室等９家单位共同发起，由从事人参科研、生产加工的２８家科研
院所、企业组成。联盟将以人参种植、生产加工关键技术创新需求为基础，集成、
共享人参技术资源，搭建研发平台，突破产业发展关键技术，探索建立产学研结
合的产业技术创新体系，从而进一步培育人参产业集群。
吉林省副省长陈晓光表示，成立人参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是吉林省实施
“科技人参工程”的重要措施之一。
近年来，吉林省提出振兴人参产业计划。一方面推进人参产业的规范化、规
模化发展；一方面加大科技投入力度，提高人参技术创新能力，并于２０１０年
９月，开始实施“科技人参工程”，力求从根本上解决制约人参产业发展的重大
科技问题，大幅度提升吉林人参产业整体竞争优势和核心竞争力。
另据了解，国家科技支撑计划“十二五”重大项目“东北区域中药材规范化
生产及大宗中药材综合开发”也同时启动。该项目涉及东北区域人参、梅花鹿、
蛤蟆油等８个大宗中药材的关键技术研究、示范基地建设等内容，对提升东北区
域尤其是吉林省中药材大品种的综合开发具有重要意义。

专家论坛
未来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寄望于三大转型
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副研究员张茉楠 3 月 4 日在证券时报发表文章指
出，30 多年来中国长期持续的高增长主要得益于“要素红利、市场化改革红利
和全球化红利”的巨大贡献。然而随着这三大红利的逐步衰减，中国主要依靠低
成本优势的超高速增长逐渐回归常态，“大进大出”式的循环发展模式也似乎走
到了尽头。以“两会”为开端的新五年正在开创中国可持续、平衡增长的未来。

高增长的传统动力衰减
要素红利的衰减。过去 30 年改革期间，劳动力优势是催生中国出口导向模
式的主要原因，较低的劳动力价格和特定的经济制度导致产出分配趋于悬殊，衍
生出高储蓄、低消费的结构特征。1978 年 GDP 中间储蓄率占 38%，2007 年占到
了 51%。经济的高速增长得益于低劳动力成本、高储蓄、高投资、高资本形成。
然而随着全球经济危机和供给冲击的影响，依靠人口红利、土地成本、能源成本
和环境成本形成的所谓“投资成本洼地”效应，逐步减弱，“低要素成本”时代
一去不返。
市场化改革红利的衰减。按照标准的经济学理论，决定一国增长的不仅有劳
动和资本、技术等要素，而且还有制度驱动的经济增长。而中国改革进程带来的
就是制度化变革产生的强大溢出效应。改革开放 30 年来，中国成功实现了从高
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伟大历史转折。从
建立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的统分结合的农村双层经营体制开始，到以公有制为
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到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
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再到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市场对资源配置发挥基础性作用的
经济管理制度，可以说社会经济体制改革带来的政策性和体制性需求，为中国经
济 30 年持续的高增长释放了巨大的活力空间。
但是从未来优势潜力看，中国经济体制转轨的完成和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确
立，标志着中国市场化改革对于中国资源配置效率提高的作用已达到顶点，未来
进一步市场化所带来的制度红利，对于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将步入强
烈的递减区域。计量表明，市场化改革是 30 年来中国经济增长的核心要素之一，
其平均贡献率达到 15.89%。但是随着中国市场化改革全面的推进，它对中国经
济增长和资源配置效率改善的作用开始步入递减区域。其贡献率从 1990 年-1999
年的 23.69%下降到 2000 年-2008 年的 8.56%。
全球化红利的衰减。改革开放 30 年以来，中国正赶上了全球产业与贸易分
工体系重组的浪潮。利用自身的资源优势、成本优势、市场潜力和产业配套能力
强，中国不仅全面融入全球经济体系中，也形成了高达 60%的外贸依存度。然而
在整个“十二五”时期，在全球外部不平衡逆转、全球分工体系格局日趋稳定、
中国出口产品集中度不断上升所逐步界定的国际市场容量、劳动和资源成本上升
和汇率升值的压力、逆周期的贸易政策盛行以及中国主动实施贸易平衡战略等六
大因素的影响，未来出口作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力和主要源泉难以维持，并
将步入递减区域，中国很难像入世的头十年一样享有全球化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强
大拉动作用。
转型将释放新增长势能
三大红利的衰减意味着中国潜在增长率的下降，这也就是为何“十二五”规
划确定我国经济发展速度是 7%的潜在含义，但增速的下降恰恰是中国三个重大
调整的战略机遇期。
一是外延型经济增长向内涵型经济增长转变。低成本时代渐行渐远意味着中
国过分依赖增加劳动、资本等生产要素投入的增长方式已经难以持续了，中国需
要通过产业结构升级、加速人力资本形成、技术进步以及制度化改革对经济增长
的溢出作用，由粗放型增长向内涵增长转变。
二是由外向型经济增长向内需型经济增长转变。全球失衡的系统中，“中国
储蓄、美国消费”，美国成为中国的消费主体，中国成为美国的储蓄主体，本应
在本国内部实现的均衡发展在经济全球化的推动下，被按照各自的比较优势，将

“生产、消费、投资”运行环节在全球范围内进行了重组。在这种情况下，生产
与消费的矛盾就通过全球化体系表现为顺差国与逆差国之间的矛盾，一国的内部
失衡也就表现为各自的对外失衡。
金融危机后全球储蓄-消费格局必定发生重大改变，其非常显著的特征和趋
势就是中美都将向有利于本国均衡的方向收敛，现在由中国生产、美国消费变成
由中国自己消费来替代出口，替代美国消费。这实际是发达国家的消费权部分让
渡给发展中国家。
三是由主要依赖国际资本向培育壮大本土资本转变。应该说，国际资本集聚
能力的形成和大量国际资本在中国的使用，是中国加速工业化、市场化进程，迅
速融入全球经济的重要原因。30 年前开始的对外开放，是从劳动密集型产品的
加工贸易、外资引进、资源开发、补偿贸易等方式开始的。这些方式是从当时中
国低发展水平出发的现实可行和最具效率的战略选择，也正是当时中国缺乏资
本、先进技术和融入全球经济的能力的阶段性特征，决定了中国走上了以本国低
级要素吸引外国高级资本要素的道路，然而这也决定了在国际资本流动的利益分
配上，高端资本发达国家可以通过资本输出、通过直接投资和间接投资获得大部
分利益。一国的经济发展归根到底取决于本国的资本积累能力和资源使用效率，
依靠外来资本集聚来支撑工业化进程的格局是不能持久的。今天中国在全球金融
中的权重越来越大，拥有 95 万亿元的银行本外币资产、2.85 万亿美元的外汇储
备的庞大资本规模，然而当前中国资本“量大质低”已经成为我国改革开放进一
步推进所面临的重大考验，中国如何将资本优势转换为经济优势，实现资本战略
的重大转型，将对未来中国金融崛起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因此，从速度上看，中国经济未来五年的经济潜在增长率会有所下降，但经
济结构会更加平衡，内部需求结构也趋于协调，内生性增长动力明显增强，中国
将步入由数量型增长向质量型增长的新阶段。
刘易斯拐点——中国经济今后十年的最大拐点
新财富 2 月 28 日发表瑞信亚洲区首席经济分析师陶冬的文章指出，刘易斯
拐点,乃中国经济在今后十年的最大拐点,它将重新定义中国的增长模式,重新设
定中国的增长潜力、消费潜力。在中国做投资,必须洞察刘易斯拐点可能带来的
危机与商机。
文章称，刘易斯理论,是发展经济学的基石之一。刘易斯(W.Arthur Lewis)
在上世纪 50 年代提出,发展中国家一般拥有二元化的劳工市场——城市劳工市
场和农村劳工市场。前者根据订单、利润决定雇人数量,生产效率较高,工资也较
高。后者则是多少人都耕种同一块地,生产率低、收入低,在那里没有失业,只有
就业不足。经济起飞时,城市劳工市场吸引农村劳动力,由于两个市场间人员的流
动,城市可以在不怎么提高工资的情况下,大量增加人力资源,增长由此得以加
速。当农村劳动力被耗尽后,城市劳工市场需要大幅增加工资才能请到新的工人,
这个时点被称为刘易斯拐点。
中国农民工短缺在 2010 年变得十分突出。文章估计,2010 年低端工人工资
暴涨近四成,而且在今后三四年会继续以每年 20-30%的速度上涨。其实,中国目
前还没有到农民工绝对短缺的地步,只是农民工流向发生了变化。在 2005
年,70.3%的农民工流向沿海地区打工,中部与西部各占 14.4%及 15.0%。在 2009
年,随着工厂生产线内迁和基础设施项目启动,中、西部出现许多新的就业机会,

吸引了农民工总数的 17.0%及 20.3%,而留在东部打工的农民工占比则减少至
62.5%。同时,内需市场(尤其是服务业)火爆,对低端劳工需求甚殷,又抢走了沿海
制造业的一批工人。农产品价格上涨,也多了一批留家务农的。
不过,刘易斯拐点离我们已经不远了。联合国测算,中国劳动力将于 2017 年
进入负增长(人口于 2032 年进入负增长)。由于内需的迅速扩大,服务业的加速发
展,以及城镇化建设的全面铺开,预计中国的劳动力市场于 2014 年左右进入实质
性短缺状况。至 2017 年,劳工需求达到 8.37 亿人,供应为 8.19 亿人,就业市场净
短缺达到 1760 万人,这个数目相当于美国现有劳工总数的 11%,日本的 25%,德国
的 41%。
就业市场的逆转,对于中国经济将是里程碑式的事件。从宏观上看,它意味着
中国作为世界加工厂的黄金时代已开始褪色;中国出口导向型增长模式,已差不
多走到尽头;中国长达 7-8 年的通缩时期,已彻底结束。从国际角度上看,制造业
模式,可能面临一次全面的调整;过去十年的全球低通胀,也会遭遇冲击。
文章分析，从投资角度,刘易斯拐点意味着什么？
1、以过往新兴国家的经历看,刘易斯拐点之后,低端工资无一例外地会出现
一次持续的飞涨,低端消费市场迅速扩张。这种情形肯定会在中国出现。
2、工资上涨常态化,带来通货膨胀结构性上扬。此轮通胀之后,CPI 的回落
估计有限,中烈度通胀可能持续存在。
3、低端住房需求与家居改善需求大增,不过这是一个与现有房地产市场不同
的新市场,建材供应商、原材料供应商、家具供应商的受益程度料大过开发商。
4、加大投资力度,生产流程中机械化、自动化程度将明显提高,设备制造业
会受惠。这次生产线向内陆省份迁移,不仅是简单的地理上的转移,也伴随着资本
投入的加大。
5、外资结构出现变化,对成本敏感的制造商比重下降,主攻内需的海外品牌、
服务供应商大量流入。
6、亚洲面临新的洗牌,以中国作为龙头及窗口的制造业垂直生产链逐步瓦解,
抢占中国市场和抢夺流出中国的外资及中资成为新时尚。
文章最后表示，过去 30 年,中国在经济上所取得的成就是惊人的。它既归功
于一系列政策上的变革,也归功于中国人的勤劳、努力,还归功于全球化和生产外
包的大趋势,不过人口红利因素也十分重要。中国的出口高潮、住房热、消费提
速,与上世纪 50 年代下半叶至 60 年代上半叶出生的婴儿潮一代的生命周期(Life
Cycle)有着密切的关系。如今人口红利已接近尾声,劳动力短缺即将出现。无论
喜欢不喜欢,刘易斯拐点都会如期到来,它将对今后 30 年的中国经济带来深刻的
冲击,中国经济的发展路径也许因此改写,许多目前习以为常的营商手法、投资原
则可能遭到颠覆。这场人口结构上的大变局,既是危,又是机。
中国或迎不一般的泡沫破裂
2 月 27 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刘世锦在中国经济 50 人论坛第二届
深圳特区研讨会上指出，以日本、韩国、德国等战后成功追赶型的经济体参照，
有这样一个规律，即当人均 GDP 达到 1.1 万国际元(购买力平价单位)时，增长速
度一般是下降 3%左右。从中国来讲，2010 年中国的国际元已经将近 8000，按照
目前的增长速度，大概 3~5 年就会到 1.1 万国际元的水平，所以我们就会进入增
长速度下降的时间窗口。具体哪一年还不好说，但是以 2015 年为中心点的话，

前后两年都有可能，大体上是“十二五”和“十三五”相交的时间可能性比较大，
上升速度由前些年的 10%左右降到 7%左右，甚至其有可能更低一点。
增长速度降低以后，会面临什么样的问题，会面临什么样的挑战？刘世锦认
为最主要的是两个方面的挑战。
第一个是如何防范和化解高增长时期形成的、在低增长时期就会显露的矛盾
和风险。比如说中国经济是速度效益型经济，有些人说能不能速度低一点，效益
好一点，其实正好相反，中国经济一般是速度高一点，效益就好一点，速度一旦
下来，效益就会下降。企业不会在低速度下盈利。应该说 2008 年第四季度和 2009
年第一季度，当金融危机波及到的时候，GDP 降到 6%的时候，企业的效益大幅下
滑，财政收入也出了问题。如果几年以后，增长速度不是仅两个季度，而是持续
地降到了 7%左右，遇到的问题怎么来解决？
第二个问题是各种资产的布局，都是以高收益作为前提的，如果速度下来了，
人的预期发生变化了，各种资产是要重新布置的，这时候可能还不是一般的泡沫
破裂。
还有一个情况，金融机构相当多的贷款 7 年到期，7 年以后是怎么样的情况？
现在干得不错，7 年到期以后可能就是很大的问题。当黄金的高速增长期结束以
后，都有一个不大不小的危机，中国能不能避开这个危机？
还有一个问题，是当经济潜在增长下降了以后，政府还想保持一个高速的增
长，继续采取宏观刺激政策。日本上世纪 80 年代就做过这样的事情，应该是前
车之鉴。另外，如何抓住转型的机遇形成新的优势？中国如果说经济增速降到
7%左右，如果转变比较好，还能维持 10 到 20 年较高速度的经济增长。
刘世锦认为，目前大家对这个事情重视不够，增长速度下降将会使中国的发
展方式发生一个实质性的转变。发展方式的转变讲了很多年，但是为什么转不过
来？其实还是缺少一个条件，就是当高速增长在维持的时候，一定不会转。所以
今后 5 年，应该是中国发展方式转变一个最重要，也是最后、最有利的时机。
专家论点辑要
▲“十二五”末期中国有望迎服务经济时代
中国社科院财贸所 3 月 1 日发布《中国服务业发展报告》指出，中国正在加
速向服务经济时代迈进，预计“十二五”期间，服务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将达
47%，“十二五”末期中国有望迎来“服务经济时代”，这将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
的一个重要“拐点”。
报告预计，“十二五”期间(2011-2015 年)，中国服务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
重上升大约 4 个百分点，即占 GDP 比重约为 47%，服务业增长速度可能快于同期
GDP 增长速度 2 个百分点，服务业就业人数占全部就业比重近 40%，服务贸易总
额约为 7000 亿美元。服务业利用外资规模将达到 1100 亿美元。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所服务经济研究室主任夏杰长 1 日说，预计到 2015 年，
服务业对国民经济增长、对劳动就业、对消费支出的贡献都将是最大的。在“十
二五”末期，中国将迎来一个“服务经济时代”，这将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一
个重要“拐点”，意味着中国经济服务化全面提速，服务业将成为经济发展、产
业升级和改善民生福利的“主力军”。
夏杰长表示，大力发展服务业是“十二五”时期重要的战略选择。发展服务

业是满足民生、扩大就业重要的内容和手段。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是中国“十二五”
时期的一条主线。服务业具有吸纳就业能力强、资源消耗小、环境友好等特征，
因此服务业的发展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必然选择和重要支撑。
报告指出，从总体上看，中国在“十二五”末期很有可能迎来服务经济时代，
但区域间服务业发展很不平衡。如北京和上海，代表了国内服务业发展的最高水
平，实际上已经进入了服务经济时代。天津、广东、浙江、江苏、辽宁等经济较
发达地区，5 年后基本能够确定服务业的主导地。而江西、内蒙古、甘肃、青海
等地服务业发展依然任重而道远。
▲中国下半年 CPI 经济可能过热
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原经济研究所所长刘树成 2 月 26 日在中国人民大学
举办的宏观经济分析会上提出，鉴于政治因素、自然灾害和国际市场的影响，居
民消费价格指数(CPI)有可能在 2011 下半年继续走高。这一观点明显有别于当前
金融界认为 CPI 前高后低的预测。
刘树成认为，虽然目前学界和市场的主流观点是，基于宏观调控政策的收紧，
CPI 将在 2011 年下半年稍有回落，但是有三个因素仍然有可能刺激 CPI 继续走
高。
他称，由于今年各级政府换届、庆祝建党 90 周年以及明年党代会召开等政
治因素，可能导致今年经济增长过热；再者，2011 年是“十二五”规划的开局
之年，各地有大量的“热钱”、
“快钱”投资，而较之以往来看，历次物价上涨跟
经济增长过热的拉动关系密切。而 CPI 受此影响可能走高。
其次，如果 2011 年发生旱灾，农产品[17.91 -1.21%]价格将会进一步走高。
刘树成表示，一大片地区连带性干旱，若粮食生产受损，将助推 CPI 走高。
最后，中国当前的输入型通货膨胀压力越来越大，美元走势和大宗商品、大
宗农产品、原油价格、原材料价格正产生影响。尤其是近期受中东、北非政局动
荡，国际油价已经迅速上涨。
针对自今年起国家统计局调整 CPI 权重，刘树成提出，食品类应当提高权重，
而不是降低，住房的权重还应在现有基础上继续加大。
不过，降低食品类权重，提高居住类权重，正是此前学术界对改进 CPI 提出
的普遍建议之一。
▲稳健和适度从紧应为货币政策常态选择
中国政协委员唐双宁 3 月 2 日提交的政协提案建议，
“稳健”和“适度从紧”
应成为中国货币政策的常态选择。
提案称，要慎用“从紧”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而除非万不得已，中
国不可采用“宽松”或积极的货币政策。
由于近期物价飞涨，部分人士将此归咎于中国此前为应对金融危机而采取的
较为宽松的所谓“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而中国 2011 年货币政策将由“适度
宽松”转向“稳健”。
唐双宁还建议，在货币政策决策上，实行“稳健”和“适度从紧”的货币政
策，由中国央行提出，国务院决定；实行“从紧”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由
国务院提出，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而实行“宽松”和“积极”的货币政策，则

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决定。
▲厉以宁提议建立商业储备以防止囤积
经济学家厉以宁 3 月 2 日称，在当前通货膨胀的情况下，中国应当建立商业
储备，以应对不断上涨的农产品价格和防止普通消费者囤积物品。
他表示，商业储备可能成为有限的国家储备的一个补充。
厉以宁表示，工资增长和物价上涨两者之间相互推动。
厉以宁表示，原材料短缺、农产品价格上涨、投机炒作和用工成本上升等因
素导致了当前的通货膨胀。

中小企业
银监会将发行专项金融债及放宽小企业不良贷款容忍度
据报道,中国收紧政策下中小企业融资更加困难.中国银监会 2 月 24 日称,
将逐步实施对小企业金融服务的差异化监管政策,其中包括发行专项金融债进一
步拓宽小企业金融服务的负债渠道、放宽小企业不良贷款容忍度等举措.
银监会相关负责人称,为激励商业银行开展小企业金融服务,还将适当调整
非现场监管指标,对小企业不良贷款比率实行差异化考核方式,适当放宽对小企
业不良贷款比率的容忍度等.
"支持大中型商业银行推广'信贷工厂'模式,实现小企业金融业务的规范化、
标准化、流程化、批量化."上述人士称,银监会将继续对小企业信贷增长进行动
态监测,完善对小企业的信贷保障机制和考核评价体系,鼓励中小银行有序实践"
地缘信贷模式".
为收紧流动性,央行自去年初以来,已经三次加息,并八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
目前大型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达到 19.5%历史高位,银行放贷"冲动"受到抑
制.
此前,中国证券报称,为引导信贷资金流向中小企业,监管机构正在研究适当
降低小企业贷款和涉农贷款计入银行一般风险资产权重,目前这一权重约为
100%;如果该权重降低,有助于提高商业银行现有资本充足率水平,一定程度缓解
银行再融资压力.
银监会将大力推动小企业金融服务支持体系建设
中国银监会主席刘明康近日在２０１０年度银监会暨银行业金融机构小企
业金融服务评优表彰会议上表示，银监会将继续推动健全小企业金融服务的监管
政策和外部环境支持体系。
刘明康说，银监会将重点对单户金额５００万元（含）以下的小微企业贷款
加大支持力度，针对小企业金融服务的尽职免责、风险容忍等问题，研究制定差
别化监管政策，妥善处理好尽职履职和坏账核销等问题。
在目前已经初步成型的联合工作机制的基础上，银监会将进一步加强与各部
委的合作，以财税优惠、修订小企业划分标准、完善风险分担机制、推进和完善
小企业信用体系和违约预警系统等为切入点，为小企业金融服务创造更好的社会

环境。
刘明康强调，破解小企业融资难问题，银行业金融机构加强内部管理和企业
文化建设是关键。
针对小企业金融服务中存在前中后台配合不默契、风险和定价不完善等问
题，刘明康要求银行业金融机构进一步加强信贷管理，优化小企业金融服务流程，
力争做到“前台做好服务，中台做好定价，后台做好支付结算、人力资源和ＩＴ
系统支持”，实现小企业金融服务前中后台横贯式管理。
银监会主席助理阎庆民就２０１１年小企业金融服务工作提出六项具体要
求：继续推进小企业金融服务向基层延伸；切实保证小企业信贷的投放力度；进
一步完善小企业信贷评审机制，实现标准化、流程化、批量化；从产品研发、风
险管理、市场营销等方面加强创新；提升风险管理水平，确保小企业金融服务的
可持续发展；全面构建小企业信贷的风险缓释体系。

调查分析
全美商业经济协会上调美国２０１１年ＧＤＰ增速
全美商业经济协会２月２８日发布的经济展望调查报告显示，美国２０１１
年国内生产总值（ＧＤＰ）增速预计将达到３．３％，高于去年１１月份预计的
增长２．６％。
全美商业经济协会主席理查德·沃比金德在报告中说：“支持经济增长的因
素包括此前被压抑的消费者和企业需求得到释放，外围经济体特别是亚洲国家的
经济强劲增长，以及适应的货币政策。限制经济增长的因素包括政府未来经济政
策的不确定性、不冷不热的房地产市场以及持续的高失业率。”
这份根据１月２５日至２月９日进行的调查撰写的报告说，作为美国经济主
驱动力的消费开支今年将会增长３．２％，高于上次预测的２．４％；设备与软
件的企业投资将增长１２．１％，比上次预测高出１．３个百分点；今年出口增
长有望超过进口，增速将达８．６％。
此外，报告下调了美国今年的通胀预期，认为除食品和能源以外的消费者价
格指数仅会增长１．２％。
在货币政策方面，鉴于高失业率和低通胀持续存在，报告将美联储首次加息
的日期推后至２０１２年一季度。
报告指出，接受调查的经济学家普遍对美国财政赤字和债务、过高的失业率
以及商品价格高企表示担忧。
报告显示，美国房地产市场的表现将落后于其他经济领域，预计今年的房屋
开工数将从上次预测的７２万套降至６６万套。大部分接受调查的经济学家认为
美国今年的房价将会“在周期地位颠簸前行”，仅能上升０．４％。
报告还预计，今年美国联邦政府的财政赤字会上升至１．４万亿美元，被认
为是最大的担忧。
全美商业经济协会成立于１９５９年，是专业经济学家协会组织，拥有２３
００名会员，并在美国全国有３１个分会。该协会从１９６５年开始发布经济展
望调查报告。
在华外资企业集体“投奔”中国内需市场

３月１日，华南美国商会发布了《２０１１年中国营商环境“白皮书”》和
《２０１０年华南地区经济情况特别报告》
。报告显示，在中国政府持续加大经
济结构调整力度、实施扩大内需政策的推动下，越来越多的在华外资企业已经将
中国国内市场需求作为其自身发展的核心目标，从而彻底改写了将中国作为“加
工—再出口”基地的发展模式。
白皮书和特别报告披露，２０１０年，已经有７５.１％的受访对象将“向
中国市场提供产品或服务”作为首选运营目标和业务范围，而在２００６年，这
一比例还仅有４６％；更值得注意的是，“从中国向美国出口”首次从在华外资
企业发展目标的前五位中退出，取而代之的是“从中国向美国以外的国家出口”。
华南美国商会会长哈利·赛亚丁说：“这一事实，以及其他方面的积极稳定
迹象，完全说明中国仍然拥有出色的营商环境。”
华南美国商会拥有１８００多家企业和个人会员。由其编撰发布的年度中国
营商环境白皮书和特别报告被许多外资企业视为观察中国的“另一双眼睛”。
调查显示，“纺织品、服装、配件和皮革”已经不再名列外资在华企业经营
类别的前三位，而这一项在２００８和２００９年还名列第二；“杂项制品”则
首次名列第一，“电子设备、家用电器和配件”位居第二，而这两项去年均未跻
身前三。
“这说明由于将目标转向中国的内需市场，在华外资企业的经营范围和领域
也在发生深刻变化，外资企业在华从事的行业分类越来越广，市场也越来越多样
化。”哈利分析说。
中国庞大的内需市场也的确向众多在华外资企业展现了惊人的潜力。白皮书
说，调查表明，２０１０年在华外资企业盈利比例达到了５年来的新高，它们在
华投资仍然持续稳定增长，并且正在雇佣越来越多的新员工。
调查结果表示，２０１０年有８２．５％的受访企业表示已经实现盈利，这
是自２００６年调查以来最高水平。同时，受访企业中，已实现盈利和预期在两
年内实现盈利的比例也达历史新高，上升到９４．８％。
“去年这一比例只有７９％。这说明，在中国内地的外资企业或多或少已经
从两年前的经济危机中恢复过来了。”哈利说。
此外，调查显示，约８９％的受访企业表示在２０１０年间进行了一定数量
的投资；同时，计划投资超过２．５亿美元的受访外资企业的数量大约增长了一
倍。
“我们去年年初调查是，有２３．３％的受访企业表示没有投资计划，而２
０１０年实际仅有１０．７％的受访企业没有进行投资。只要对比企业２０１０
年预算投资额与２０１０年实际投资额就可以发现后者要明显高于前者。这是一
个非常积极的迹象。”哈利说。
随着投资的增长，外资在华企业雇佣员工总数也在持续增长。调查表明，２
０１０年８０．５％的受访企业表示“利用了现有劳动力市场优势”雇佣新员工，
而２０１１年该比例则将达到８６％的新高度。
“这甚至超出了我们的预期。去年我们曾预计华南美国商会的企业会员在华
南地区增加雇员４２．９万人，而今年最终调查显示，实际新增雇员总量达到４
８．８万人，这种增速真令人惊讶。”哈利说。
展望未来，在华外资企业正在将目光集中到即将出台的“十二五”规划上。
哈利说，尽管还不知道“十二五”规划的具体内容，但“外资企业已经确信，
‘十

二五’规划可以帮助中国实现经济发展结构的转变，而中国在‘十二五’期间必
将把工作重心放在提高民生质量这一核心目标上。”
他说：“所以，我们相信中国未来五到十年就是追求经济发展质量的转变。
很多外资企业早已经捕捉到了这一点，并且开始部署自身的调整与转变行动，我
们的步调和中国政府的步调将是完全一致的。”
作为看好中国“十二五”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白皮书和特别报告披露，调
查表明未来三年内绝大多数外资在华企业仍将保持投资增长。调查发现，大约６
９％受访企业表示在２０１０年已经调整了未来三年预算投资额，其中９５％的
企业表示该预算投资额增加，而表示未来三年预算投资额有所缩减的企业，减幅
几乎均少于１０００万美元。
“总而言之，从诸多趋势可以看出，不论是对中国本土企业还是对外资企业，
庞大的中国国内市场都意味着巨大的赢利商机。”哈利说。
展望未来，一些在华外资企业感受到中国营商环境越来越成熟的同时，也面
临通胀压力、其他国家的保护主义政策、人民币升值等挑战。而这些企业将应对
挑战的希望建立在中国未来将继续扩大国内消费和推进自主创新进程的基础之
上。

经贸态势
西安综合保税区获国务院批准
西安国际港务区管委会 2 月 27 日介绍，西安综合保税区已获得国务院批准
设立。这是西北地区唯一的综合保税区，具有对外开放口岸、保税物流、保税出
口加工、国际贸易四大功能，是目前我国享受优惠条件最多的保税区。
西安综合保税区位于西安国际港务区内，东至西韩公路，南至潘骞路，西至
港务大道，北至秦汉大道，面积为 6.17 平方公里，与已经通车运行的西安铁路
集装箱中心站隔秦汉大道相望，将包含 120 万平方米的标准厂房、仓库面积。
据西安海关关长周凤琴介绍，西安综合保税区的功能简单归类为对外开放口
岸、保税物流、保税出口加工和国际贸易等四项。实行封闭管理，按照海关特殊
监管区的有关规定进行建设，条件具备后由海关总署会同有关部门进行验收。建
成并通过国家验收后，将成为西安近年来打造的国际内陆港中最为重要的支撑平
台之一，通过减少进出口货物的中转环节、加快通关速度，使西安这个内陆经济
中心城市成为“国际港口城市”。
作为西安综合保税区的起步区，西安保税物流中心已于去年 4 月通过国家验
收并封关运行。截至目前，西安保税物流中心已办结 182 批通关货物，进出区保
税货值达 6654 万美元，缴纳进出口关税和增值税约 1600 余万元人民币，涉及物
品有飞机结构架件、进口原材料、各类进口生产设备和农副产品等。而西安综合
保税区获批，将使西安保税物流中心的功能全面升级。西安综合保税区封关验收
后，将不再保留西安保税物流中心。
目前，西安综合保税区的规划建设工作已经启动。据国际港务区管委会常务
副主任强晓安介绍，西安综合保税区的建设过程将按照“总体规划、分步实施”
的原则进行，力争早日见效。
综合保税区是设立在内陆地区的、具有保税港区功能的海关特殊监管区域，
由海关比照保税港区的监管办法对其实施监管，税收、外汇政策参照洋山保税港

区执行。它集保税区、出口加工区、保税物流园区、港口的功能于一身，具体功
能包括保税仓储物流，国际采购、分销和配送，国际中转，对外贸易，售后服务，
商品展示，保税加工、研发、制造，口岸作业等，是目前中国内地开放层次最高、
优惠政策最多、功能最齐全、手续最简化的特殊功能区。它整合了海关特殊监管
区域的所有功能政策，如国外货物入区实行保税，国内货物入区视同出口、实行
退税。企业在区内不仅可以进行货物的保税仓储和加工、制造业务，还可以开展
对外贸易等业务，将有力推动中国加工贸易转型升级。
黑龙江多措施扩大对俄罗斯机电产品出口
黑龙江出入境检验检疫局３月３日与哈飞汽车等４家黑龙江重点出口企业
达成合作协议，双方将在应对俄罗斯技术性贸易措施、保障企业出口产品质量、
科学施检、便捷通关等方面加强合作，扩大对俄机电产品出口。
此次签订的合作协议主要有三方面内容，一是双方发挥各自优势，合力应对
俄罗斯技术性贸易措施；二是强化检企合作，确保出口产品质量；三是密切配合，
推进贸易便利化。
按照协议，出口企业将大力提高产品质量水平和科技含量，树立“中国制造”
在俄罗斯市场的良好信誉和品牌形象，密切配合检验检疫部门加强对企业和产品
质量的检验监管，及时通报出口产品遇到的俄罗斯技术性贸易措施及政策调整等
方面的信息。
黑龙江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将帮助出口企业解决产品在俄市场准入过程、认证
过程中遇到的技术性措施和困难，每季度为企业提供俄罗斯机电产品市场动态信
息，为企业决策提供参考。
地处中国东北的黑龙江省，与俄罗斯有近３０００公里边境线，现有２５个
国家一类口岸、９个边境互市贸易区和１个综合保税区。
中国就美对华暖水虾采取的反倾销措施诉诸 WTO
中国商务部 3 月 1 日表示，中国已于 2 月 28 日将美国对华暖水虾采取的反
倾销措施诉诸世界贸易组织(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简称 WTO)争端解决机
制。
商务部称，2004 年 12 月份，美国宣布对中国出口的暖水虾采取反倾销措施。
终裁后，中国出口企业将美国反倾销裁决起诉至美国国际贸易法院，2010 年 7
月份，获得最终税率。
商务部表示，美国在此案中采取了违反 WTO 规则的归零做法，不当征收了高
额反倾销税，损害了中国暖水虾企业的正当利益。中国希望此案能够在 WTO 争端
解决机制下早日妥善解决。
中国将进一步推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贸易便利化
中国国家商务部国际经贸关系司副司长孙元江３月２日在安徽省马鞍山市
举行的“１０＋３”东亚自由贸易区国际研讨会上表示，中国－东盟自贸区协议
建立一年来为双方带来了巨大的成就和发展，未来中国将在执行贸易自由化的同
时进一步推进便利化，并完善双方投资环境，达到双赢。
孙元江表示，未来中国在中国－东盟自贸区的建设上将着重于五大领域的工

作：
大力推动贸易便利化，简化优惠原产地证书申领和通关程序，让双方企业更
方便地申领和使用自贸区优惠原产地证书，提高优惠政策的利用率。
建立原产地证书申请认证信息的共享平台，提高政策管理的透明度，及时解
决中国东盟自贸区原产地规划执行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进一步完善自贸区协议，
尽快谈判完成卫生和植物卫生、技术贸易壁垒及贸易便利化补充章节。
江西会昌县成立台商创业基地
江西会昌台商创业基地日前获得江西省发改委批复，被列为省级产业基地。
据介绍，江西会昌台商创业基地是以台商为投资主体的综合性工业园，整个
园区规划面积１４０９２亩，将建成以生物制药、食品加工为主导，服装、机械
电子等特色产业为补充的产业基地。
会昌县位于江西省东南部，紧邻福建省。近年来会昌县主动融入海峡西岸经
济区，承接海峡两岸产业转移，目前已经吸引了一大批台商来会昌投资。
曾俊华阐释香港财政预算
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曾俊华２月２６日在香港电台时事栏目“香港家
书”发表文章，对本年度财政预算案进行详细解读。他表示，通胀和资产泡沫风
险是今年最重要的议题，构思财政预算首要的考虑便是有针对性地减轻通胀压
力，同时避免过度刺激消费。他预计落实这些措施后，ＣＰＩ可降低约２．２％。
曾俊华在文中表示“感受到百物腾贵将侵蚀大家的生活质素”
，并表示已推
出一系列长短期措施应对通胀。长期而言，会采取提升生产力和增加食品进口来
源等手段纾缓整体通胀压力；短期来讲，也推出了总额约２００亿港币的缓解措
施，包括电费补贴、宽免差饷等一次性措施和一些经常性税务的减免措施。
曾俊华表示，２０１１／２０１２年度预算案中的政府开支预算超过３７０
０亿港币，比上年度增加了２２％，其中经常性开支增长了８％，这些主要用于
改善教育、医疗和福利等事务的开支将会改善公共服务和设施，各个阶层市民均
可受惠。
对于备受关注的楼市，曾俊华表示政府维持楼市健康平稳发展的决心“勿庸
置疑”。他说，政府已经拟定不同方案，以备在有需要时，
“可以随时出手，确保
社会经济和金融稳定”。
谈及社会上对预算案的各种评价，曾俊华说：
“我会虚心聆听各方面的批评，
澄清一些不必要的误解，我会继续耐心解释预算案的内容。”
最后，他表示希望今年财政预算案可以回应市民当前的诉求，同时为下一代
发展奠定稳当的基础，更希望今次预算案投入的资源可以促进社会合作，让社会
力量可以更好地发展。
“香港家书”是香港电台的一个时事栏目，特区政府官员、立法会议员、学
者及知名人士通常在此以书信的形式，分析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热点，表达个
人观点和感受。

投资视点

中国省域经济综合竞争力发展报告发布
中国社科院 2 月 28 日发布《中国省域经济综合竞争力发展报告(2009～
2010)》，对中国内地 31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港澳台地区的经济综合竞争
力进行大排名。结果显示，上海、北京、江苏三省市位列全国 31 个省级行政区
经济综合竞争力前三甲。
所谓省域经济综合竞争力，是指一个省(区、市)域在全国范围内对资源的吸
引力、对市场的争夺力和对周边地区的辐射力、带动力。据课题组介绍，全国省
域经济综合竞争力评价体系包括 9 大指标体系，涉及宏观经济、产业经济、可持
续发展、财政金融、知识经济、发展环境、政府作用力、发展水平和统筹协调等
指标。
本次报告还将国内大排名“扩展”到经合组织(OECD)成员国,即中国大陆排
名前 10 个省份和 33 个国家共 43 个单位进行比较。从反映经济总量的 GDP 来看，
中国部分省市经济指标排位已经进入中游位置，甚至超过部分发达国家，其中广
东省、江苏省和山东省 3 个省份的 GDP 分别排在第 13 位、14 位和 16 位，超过
了比利时、波兰、瑞典、奥地利、丹麦、芬兰、葡萄牙等其他 19 个 OECD 成员国，
其他 7 个省区市的 GDP 也都超过一些国家，其中 GDP 总量最少的天津市，也超过
了斯洛伐克、卢森堡、斯洛文尼亚和冰岛等 4 个国家。但从人均 GDP 来看，只有
上海市、北京市和天津市 3 个直辖市超过了少数几个国家，如上海的人均 GDP
超过了 OECD 成员国中的波兰、智利、土耳其和墨西哥 4 国，北京市排在智利之
前，天津市排在土耳其之前。说明这 3 个直辖市的经济发展水平已经达到发达国
家的水平，根据数据统计，上海市和北京市的人均 GDP 都已经超过 1 万美元。
课题组分析指出，在后金融危机时代，我国经济实现恢复性增长主要归结于
各省域经济增长迅速，经济规模不断扩大，东部经济发达的一些省份经济总量甚
至超过世界上一些国家的经济总量。
国务院支持建立全国场外交易市场
据 2 月 25 日召开的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中关村“1+6”政策和规划纲要动员
大会披露，国务院同意中关村发展“1+6”系列新政策试点，支持建立统一监管
下的全国场外交易市场。中关村将建设国家科技金融创新中心，具体措施包括完
善资本市场转板制度、大力推进高新技术企业集合发债等。
中关村示范区领导小组副组长、北京市副市长苟仲文介绍，
“1”是指搭建首
都创新资源平台，“6”是在中关村深化实施先行先试改革的 6 条新政策。他说，
国务院支持中关村的 6 条新政策，在科技成果处置权和收益权改革、股权激励个
人所得税改革、股权激励试点方案审批、科研经费分配管理体制改革、建立统一
监管下的全国场外交易市场、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等方面，做出了新的制度安排。
发改委副主任张晓强表示，发改委 2 月 22 日印发的《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
示范区发展规划纲要（2011-2020 年）》，已在 1 月 26 日获国务院批复同意。根
据《纲要》，2020 年中关村总收入将达 10 万亿元。
《纲要》指出，中关村将建设国家科技金融创新中心，在健全多层次资本市
场方面将着重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深化金融改革与创新，建立健全覆盖技术创
新全过程的多功能、多层次金融服务体系；大力支持境内外股权投资、创业投资
在示范区聚集和发展；积极培育和推动各类创新型企业改制上市；总结证券公司

代办股份转让系统中关村非上市股份公司报价转让试点经验，完善非上市股份公
司股份公开转让制度；完善资本市场转板制度；大力推进高新技术企业集合发债；
支持有条件的企业通过兼并收购做强做大。
财政部部长助理王保安表示，财政部 2 月 22 日下发《关于在中关村国家自
主创新示范区试行中央级事业单位科技成果处置权改革试点的通知》，对于中央
级事业单位一次性处置单位评估价值或批量评估价值 800 万元人民币以下的科
技成果，由中央级事业单位自主处置，报财政部备案。
黑龙江今年重点推进 454 个项目优化调整产业结构
２月２７日，在黑龙江省２０１１年产业项目建设推进会上，黑龙江省政府
７位副省长代表省政府分别与各市（地）签署了重点推进产业项目责任书。按照
规划，今年黑龙江省将重点推进产业项目４４５项，总投资３０２４亿元，其中
２０１１年计划投资９０７亿元。
黑龙江省是我国重要的老工业基地。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优化调整产
业结构，这个省今年提出在全省开展“产业项目建设年”活动，突出产业项目支
撑和牵动作用，提高产业核心竞争力，确保“十二五”和“产业项目建设年”活
动开好局、起好步。
黑龙江省发改委组织全省１３个市（地）和省十大产业推进组，经过反复汇
总、筛选，提出了重点推进产业项目意见。经省政府审定，确定２０１１年省重
点推进产业项目４４５项。其中，建成投产项目１０４项，加快建设项目１７３
项，开工建设项目１６８项。在这批项目中，战略性新兴产业项目１９５项，占
项目总数的４３．８％，２０１１年计划投资达到２９１亿元。
黑龙江省发改委介绍，为加强产业项目推进工作力度，黑龙江省政府要求列
入２０１１年省重点推进的产业项目，全部作为各市（地）政府市长和行署专员
负责推进的产业项目，列入年终考核范围，实行严格的考核奖惩。
山东将一律不批准 7 类新建非煤矿山项目
山东省安监局２月２６日介绍，山东今年将深化非煤矿山领域专项整治，并
对新建非煤矿山项目严格把关，７类新建非煤矿山建设项目将一律不予批准。
这７类新建非煤矿山项目包括：低于国家或本地区规定的最低生产规模的；
金属非金属矿山开采年限小于３年的；相邻露天矿山开采范围之间的最小安全距
离小于３００米的；没有按规定配备专业技术人员的；没有按规定装备采掘设备
的；三等以上尾矿库没有采用全过程在线安全监测监控系统的；在运行尾矿库周
边从事采掘作业对尾矿库坝体稳定性造成影响的。
晋钢铁业重组方案快出炉
据报道，在近日出台的《山西省钢铁行业重组整合实施方案（征求意见稿）》
中，山西省钢铁行业进行的大规模重组整合，将由太钢集团和首钢长钢集团主导
完成。其中，太钢集团将对太原、临汾、运城、吕梁基地钢铁企业实施重组整合，
首钢长钢集团对长治、晋城等晋东南基地钢铁企业实施重组整合。
按照时间表，二○一三年，太钢集团完成对美锦、安泰等太原基地钢铁企业

和中宇、通才、立恒、翼城酒钢等临汾基地钢铁企业的重组；中阳、海威等吕梁
基地钢铁企业先行自行重组整合，推进太钢吕梁钢铁项目建设，为太钢集团重组
整合吕梁基地钢铁企业打下基础。二○一五年，太钢集团完成对海鑫等运城基地
钢铁企业和先行完成重组的吕梁基地钢铁企业的重组整合。
首钢长钢将于二○一三年完成对长治地区钢铁企业的重组整合；二○一五
年，完成对福盛钢铁公司的重组整合。
按照规划，到二○一五年，太钢集团生产能力将达到 4000 万吨，在山西省
钢铁行业的比重提高到 80%，营业收入达到 2000 亿元以上，综合实力进入全国
前 8 位，成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型钢铁联合企业集团。而首钢长钢集团生产能
力将达到 1000 万吨，在山西省钢铁行业的比重达到 20%。
国务院原则通过《成渝经济区区域规划》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 3 月 1 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成
渝经济区区域规划》。
会议指出，包括重庆市 31 个区县和四川省 15 个市在内的成渝经济区，是中
国重要的人口、城镇、产业聚集区，自然禀赋优良，交通体系完整，人力资源丰
富，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在新形势下加快成渝经济区发
展，对于深入推进西部大开发，促进全国区域协调发展，增强国家综合实力，具
有重要意义。要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优化空间布局，推动区域一体化发展，推
进统筹城乡改革，提升发展保障能力，发展内陆开放型经济，构建长江上游生态
安全屏障。力争到 2015 年，使成渝经济区经济实力显著增强，建成西部地区重
要的经济中心和全国重要的现代产业基地；基本公共服务水平显著提升，人民群
众生活水平明显提高。
国务院正式批复《浙江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规划》
浙江省政府３月１日介绍，国务院已于近日正式批复《浙江海洋经济发展示
范区规划》
，浙江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建设上升为国家战略。批复认为，建设好
浙江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关系到我国实施海洋发展战略和完善区域发展总体战
略的全局。
国务院的批复要求，《规划》实施要突出科学发展主题和加快转变经济发展
方式主线，以深化改革为动力，着力优化海洋经济结构，加强海洋生态文明建设，
提高海洋科教支撑能力，创新体制机制，统筹海陆联动发展，推进海洋综合管理，
建设综合实力较强、核心竞争力突出、空间配置合理、生态环境良好、体制机制
灵活的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形成我国东部沿海地区重要的经济增长极。
国务院还要求浙江省人民政府按照《规划》确定的战略定位、空间布局和发
展重点，有序推进重点项目建设，探索建立有利于海洋经济科学发展的机制体制。
并创新区域合作方式，加强与长江三角洲地区和海峡西岸经济区相关省市的对接
合作。同时要求国务院有关部门加强对《规划》实施的支持和指导，在资金安排、
项目布局、体制创新等方面给予积极支持，为促进浙江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建设
和发展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并要求发改委加强对《规划》实施情况的跟踪分析，
做好指导与督促检查工作。
根据《规划》，浙江将充分挖掘浙江丰富的“海洋生产力”，并把海洋经济作

为经济转型升级的突破口。到２０１５年，浙江的海洋生产总值将突破７２００
亿元。同时，浙江将打造“一核两翼三圈九区多岛”为空间布局的海洋经济大平
台，宁波－舟山港海域、海岛及其依托城市是核心区；在产业布局上以环杭州湾
产业带为北翼，成为引领长三角海洋经济发展的重要平台，以温州台州沿海产业
带为南翼，与福建海西经济区接轨；杭州、宁波、温州三大沿海都市圈通过增强
现代都市服务功能和科技支撑功能，为产业升级服务。在此基础上形成九个沿海
产业集聚区，并推进舟山、温州、台州等地诸多岛屿的开发和保护。
围绕这些大平台，浙江省将构建大宗商品交易平台、海陆联动集疏运网络、
金融和信息支撑系统“三位一体”的港航物流服务体系，突出我国在原油、矿石、
煤炭、粮食等重要物资储运中的战略保障作用。同时扶持培育一批海洋战略性新
兴产业，提升浙江整体产业层次。
安徽“十二五”重点发展八大产业
安徽省国资委主任许崇信２月２６日介绍，
“十二五”期间，安徽将主要围
绕战略性新兴产业等八大产业领域，实施“倍增计划”
，即省属国有企业主要经
济指标实现倍增。
这八大产业包括战略性新兴产业、现代服务产业、现代交通基础设施产业、
高效能源产业、新型材料产业、先进制造产业、现代建筑产业、现代农业产业等。
中印加快战略石油储备建设
近悉，由于利比亚局势动荡，推动国际油价螺旋式上升，促使亚洲发展中国
家纷纷采取避险行动，通过充实各自的战略石油储备，规避本轮供应危机长期化
的风险。它们的这一行动可能进一步推高油价。
菲律宾以中东局势为由，于 3 月 2 日宣布将要求本国石油企业维持 15 天的
储备量，要求炼油企业维持足够 30 天使用的储备量。
菲律宾此举是迄今最为清晰的信号，表明亚洲各国面对供应危机正力求改善
各自的石油安全形势。本轮危机将是自 2003 年入侵伊拉克以来最为严重的石油
供应危机。亚洲其它主要石油进口国很可能会效仿菲律宾的做法。
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石油进口国，仅次于美国。印度是第五大石油进口国，排
在韩国、法国和英国等国之前。但是，西方国家都建立了庞大的战略石油储备，
在供应危机时期可以动用，而中印两国都不具备这样的战略储备。
分析师认为，中东和北非的政治动荡可能会促使中国和印度加快建立战略石
油储备的步伐。
如果事实果真如此，由此增加的需求可能导致国际石油市场进一步吃紧，对
欧佩克(Opec)成员国的闲置产能极限形成考验。
30 年多前，也就是 1973 年石油危机过后，工业化国家就建立起了战略石油
储备。相比之下，中国只是近年才启动战略储备计划，2006 年开始注油，两年
后完成“首期”工程，建成了 1.02 亿桶储备。二期工程将在明年初前完成，注
油 1.68 亿桶。
中国计划到 2020 年完成建立战略石油储备的全部工作，总共将建成约 5 亿
桶储备，大致相当于 3 个月的石油进口量，届时中国的石油储备规模将位居世界
第二。

德意志银行(Deutsche Bank)驻新加坡的石油分析师 Soozhana Choi 表示，
中国建立战略石油储备的行动，
“很可能将成为今年乃至十年内国际石油市场的
一大特征”。
虽然购买储备性石油的工作都是秘密进行的，但分析师和石油交易员认为，
利比亚的局势、以及中东石油供应中断现象可能恶化的前景，或会促使中国加快
购买储备石油。
剑桥能源咨询公司(CERA)在北京的主管严克风表示：
“在价格看涨的预期之
下，他们将加快向储备库注油的步伐。”
十年来，中国对进口原油的依赖度越来越高。目前，中国消费的一半以上的
石油来自进口。上次国际石油市场遭遇地缘政治供应危机是在 2003 年，时值以
美国为首的国家入侵伊拉克，当时中国消费的石油有三分之一左右来自进口。
巴克莱资本(Barclays Capital)大宗商品分析师 Yingxi Yu 预计，中东局势
“还将让战略储备规模较小的国家更加不安，不过，话虽如此，（储备）并非一
夜之间就能增加的，着急也没用”。
印度在这方面略微落后于中国。该国计划到 2012 年底前建立 4000 万桶左右
的储备，相当于两周进口量。
截止目前，印度才向储备库注入了 980 万桶原油。假设印度要把储备规模与
石油进口量之比提高到与中国、美国、日本或欧洲相当的水平，它至少需要 2
亿至 2.5 亿桶储备石油。
分析师称，高油价（3 月 2 日油价报每桶 117 美元）可能会促使印度放慢建
立储备计划。这一见解大概也适用于中国。
与中国政府有关联的智库——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CCIEE)的学者王军表
示：“我们可不愿意在油价高企时大量进口。我们希望在价格下跌时购买。”
但王军在近期出版的一本专著中承认，缺乏完整的战略储备使得中国更容易
受到石油供应危机的冲击。“中国依赖进口石油来确保经济和社会正常运行，这
已成为国际石油交易员的炒作素材。”
希拉里警告美国正输给中国
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3 月 3 日在国会发言时警告
称，在与中国争夺全球影响力的斗争中，美国有落后的危险。对于华盛顿捉襟见
肘的财政状况会如何影响美国的国际地位，她做出了沉重的描述。
希拉里着重谈到中美两国在对太平洋诸岛施加影响力方面“令人难以置信”
的竞争，而巴布亚新几内亚“庞大”的能源储备开发是利益攸关的关键因素之一。
在据理力争反对削减国务院预算时，希拉里补充道，在“信息战”中，美国
已经在输给阿拉伯新闻机构半岛电视台(al-Jazeera)，而在华盛顿与伦敦后退的
同时，俄罗斯与中国却在不断扩大国际广播的力度。
“我们正在与中国争夺影响力；让我们暂且将我们所信仰的道德、人道主义、
行善理念放到一边，只谈纯粹的现实政治，
”她向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表示。
她呼吁该委员会成员保持国务院预算的完好无缺。
克林顿还以埃克森美孚(ExxonMobil)在巴布亚新几内亚总额 150 亿美元的
天然气开发项目为例，补充说：
“中国无时无刻不在，以各种方式出现，试图找
出后发制人、反客为主的方法。”
她还说，中国政府以“美酒佳肴”款待了“这些太平洋小国”的所有领导人。

中国向太平洋国家示好已有十多年，最初是为了与台湾竞争，而近来则是为了增
强地区影响力和获取自然资源。
克林顿称，如果按照众议院共和党人提倡的那样裁减预算，对于国家安全将
是一场“灾难”，国务院受冲击的程度要超过其它许多部门。
国务院表示，裁减幅度将相当于 2010 年开支的 16%。
“如果有人认为，在这些问题上让步与维持我们在全世界的领导力没什么关
系，那将是一个错误的理念。我们在同中国竞争、我们在同伊朗竞争。”
希拉里还提醒众议院注意中国越来越大的动作。“他们正在投入数额巨额资
金，他们在整个太平洋地区建立了庞大的外交关系网，
”她表示。
“最起码，我们
可以在斐济或者巴布亚新几内亚设立一个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的办事处，竖
起美国国旗，让那里的人知道我们关心他们。而这是预算削减的内容之一。”
美众议院通过短期联邦预算决议
美国国会众议院３月１日投票通过一项为期两周的联邦预算决议，其目的是
为两党就２０１１财年（始于去年１０月）剩余时间的联邦预算问题达成妥协争
取时间，避免联邦政府关门。
这一预算决议用以维持３月５日至１８日联邦政府机构的正常运转。根据该
决议，在此期间联邦政府开支将在当前基础上削减４０亿美元。
目前这一预算决议还需得到参议院批准。参议院民主党领袖里德１日表示，
参议院民主党议员尽管不赞成共和党主张，但为避免联邦政府关门，他们将投票
支持这一决议。
奥巴马政府向国会提交的２０１１财年预算案一直没有获批，联邦政府一直
在临时预算决议下运行。而临时预算决议将于３月４日到期，如果两党不能达成
新的决议，联邦政府很可能被迫关门。
虽然短期预算决议暂时避免了联邦政府关门，但两党之间的预算大战仍将继
续。上月１９日，共和党占多数的众议院通过一项预算决议，决定在本财年剩余
时间内将联邦政府开支削减６１０亿美元。这一决议遭到白宫及国会民主党人的
强烈反对，他们认为这一做法可能导致美国经济复苏“脱轨”。
美国商界巨头抨击奥巴马“反商业”
美国最大的产业集团之一 3M 公司 2 月 28 日对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
试图修复与企业界关系的努力进行了严厉的抨击，称他“反商业”。
3M 公司首席执行官兼董事会主席乔治·巴克利(George Buckley)警告称，
制造商有可能因此将生产线从美国转移至加拿大或墨西哥。
“我根据人们的实际行动来评判他们，而不是他们说的话，”他向英国《金
融时报》表示。
“我们知道奥巴马具有罗宾汉般劫富济贫的本能，他是反商业的。
”
自去年 11 月民主党在中期选举中告败之后，奥巴马政府对商界采取了更为
和缓的论调。
1 月，奥巴马总统创立了一个就业与竞争力委员会，由通用电气(GE)首席执
行官杰弗里·伊梅尔特(Jeffrey Immelt)担任主席，成员还包括其它首席执行官：
美国运通(American Express)的陈纳德(Ken Chenault)、杜邦(DuPont)的柯爱伦
(Ellen Kullman)、柯达(Kodak)的彭安东(Antonio Perez)以及美国西南航空公

司(Southwest Airlines)的加里·凯利(Gary Kelly)。奥巴马 2 月还召集了一次
科技企业首席执行官会议，出席者包括苹果(Apple)公司的史蒂夫·乔布斯(Steve
Jobs)、谷歌(Google)的埃里克·施密特(Eric Schmidt)、甲骨文(Oracle)的拉
里·埃里森(Larry Ellison)以及 Facebook 的马克·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
巴克利自 2005 年以来一直掌管着 3M 这家经营多样化的制造企业，他表示：
“企业有这样一种感受，在美国很难做生意。原因包括监管、税收、华盛顿貌似
反商业的政策、以及对待科学的态度。”“政界人士忘记了，企业是可以选择的。
我们不是受契约束缚的奴仆，我们会在环境友好的地方开展经营。如果环境充满
敌意，渐渐地，企业就会悄悄离开。我们可以选择在美国从事制造，也可以到倾
向于支持商业的加拿大和墨西哥去。”
美国扩大逃税调查范围
据知情律师 2 月 28 日透露，美国引起数名瑞士银行家遭到起诉的逃税调查，
范围已扩大至以色列和亚洲的银行。
美国扩大调查范围之前，据称，对美国针对瑞银(UBS)的初步调查感到担忧
的瑞士银行家建议客户将资产转移至其它国家的银行，而不是向美国报告这些客
户。
代表账户持有人的迈阿密税务犯罪律师大卫·加文(David Garvin)表示：
“许
多瑞士银行家只是告诉客户应该将钱转到其它秘密账户上。”加文表示，美国政
府已明确表示，将正对“追查它所知道存在问题的所有银行”。
瑞士银行家担忧，美国政府已准备将调查扩大至更多瑞士银行。数以千计的
纳税人根据自愿披露计划向美国政府提交了相关信息，这鼓励了美国政府。
瑞信(Credit Suisse)四位银行家日前受到控告。尽管瑞信表示该行没有受
到调查，并正在配合讯问，但高级银行家和律师们表示，对于瑞信以及规模较小
的瑞士私人银行乃至一些公共部门的州立银行而言，被拖入调查只是一个时间问
题。
加文和其他代表账户持有人的律师表示，美国司法部和国税局(Internal
Revenue Service)已经收到以色列国民银行(Bank Leumi)和中国招商银行(China
Merchants Bank)的账户信息。
美国没有断言这两家银行参与了不当行为。以色列国民银行表示不知道调查
这回事。中国招商银行的一名代表表示，相关信息可以向中国办公室咨询。
IMF 总裁认为拉美国家应保持经济发展势头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ＩＭＦ）总裁卡恩日前在该组织博客上说，拉美国家应
保持经济发展势头，同时防止经济过热。
卡恩认为，最近十年里，许多拉美国家在加强宏观调控、减少公共债务、增
加外汇储备、采取更加灵活的汇率政策、加强金融监管等方面都取得了显著成绩。
他说，过去十年里，拉美地区的经济繁荣使上千万人摆脱了贫困，比如２００４
年以来乌拉圭的贫困率就减少了１０个百分点。
卡恩说，现阶段拉美各国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如何启动第二阶段的经济发展。
这个阶段的主要任务是让更多人从经济发展中受益，并使经济繁荣持续下去。他
建议拉美国家可通过改善基础设施、加强教育和培训等手段提高生产率，这将对

地区经济的持续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卡恩说，尽管拉美经济在近两年来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但必须注意到，
这个地区仍有三分之一的人没有摆脱贫困，贫富不均的现象依然十分严重。提高
人民生活水平、缩小贫富差距仍是摆在各国领导人面前的课题。在这个问题上，
卡恩认为巴西的“家庭补助金”计划就相当成功，目前已使上千万个巴西家庭受
惠，这个计划已被许多国家仿效。
卡恩认为，目前国际资本大量涌入和原材料价格上涨等因素促进了拉美地区
经济快速发展。但令人担忧的经济过热现象已经显现，如高通货膨胀率、银行贷
款快速增长以及股市大幅反弹等。因此他认为短期内摆在拉美各国政府面前最紧
迫的问题是如何引导经济软着陆。
他还说，目前全球经济依然面临诸多挑战，因此有必要为可能发生的经济形
势改变做好准备。他建议拉美国家要尽最大可能减少债务，加强金融稳定。
IMF 份额和投票权改革方案生效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ＩＭＦ）３月３日宣布，２００８年提出的份额和投票
权改革方案在得到占总投票权８５％的１１７个成员国批准后，３日正式生效。
这一方案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执行董事会２００８年提出的。根据这一方
案，发达国家在该组织的投票权比例将从５９．５％降为５７．９％，发展中国
家的投票权比例则从４０．５％上升为４２．１％。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斯特劳斯·卡恩说指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下一步将
要推进各成员国批准２０１０年提出的份额和投票权改革方案，这是该组织成立
６５年以来最重要的治理改革方案，也是针对发展中国家最大的份额和投票权转
移方案。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２０１０年底提出的份额和投票权改革方案，国际货
币基金组织将向新兴经济体转移超过６％的份额，从而更好地体现该组织的合法
性和有效性。美国、日本、中国、印度、俄罗斯、巴西和４个欧洲国家德国、法
国、英国、意大利将成为该组织份额排名前十位的经济体。
欧盟专员建议对外国投资实施审查
欧盟委员会(EU Commission) 发言人 Pia Hansen2 月 28 日证实，有两位专
员写信给欧盟委员会主席，要求对非欧盟国家在欧洲的海外投资进行审查。
Pia Hansen 说，产业专员 Antonio Tajani 与内部市场专员 Michel Barnier
已经写信给欧盟委员会主席，对发生在欧洲的海外投资提出疑问。
Tajani 几个月来一直建议对来自非欧盟国家的企业实施投资审查，以确保
这些投资不违反知识产权规定或危害国家安全，他建议设立一个类似于美国海外
投资委员会(Committee on Foreign Investment in the U.S.)的审查机构。
法国与南非签署协议加强能源合作
法国和南非３月２日在巴黎签署四项协议，重点加强两国在核能和人才培训
领域的合作。
根据协议，法国和南非两国的能源组织、电力企业和核能机构将加强在民用

核能、可再生能源、能源效率和人员培训等各个领域的合作。
法国工业和能源部长埃里克·贝松在签约仪式上说，两国双边战略伙伴关系
的核心是能源合作，法国希望帮助南非加强电力生产。
南非是非洲电力生产大国，发电量一度占非洲的三分之二。但近年来南非电
力需求急剧增加，电力行业投资不足的问题日益凸显。南非计划到２０３０年将
电力生产翻一番。
南非能源部长迪普奥·彼得斯说，该国已制定了一份综合能源生产资源规划，
计划综合利用能源生产资源进行生产。据悉，这份计划的目标是生产两万兆瓦电
力，其中９６００兆瓦将来自核能。彼得斯透露，南非一旦确定发展民用核能技
术，将适时进行国际招标，希望全球各种核能技术能参与竞标。
俄罗斯 3 月原油出口税将提高至每吨 365 美元
据俄罗斯联邦政府总理普京 2 月 28 日签署的命令，该国 3 月份的原油出口
税将从 2 月份的每吨 346.6 美元提高到 365 美元。22 个东西伯利亚油田和俄罗
斯第 2 大石油公司鲁克石油公司在里海北部的两个油田 3 月份石油出口优惠关税
将从 2 月份的每吨 137.6 美元的水平提高到 150.4 美元。
俄罗斯 3 月份轻质石油产品的出口税将从 2 月份的每吨 232.2 美元提高到
244.6 美元，而重质石油产品的出口税将从 2 月份的每吨 161.8 美元提高到 170.4
美元。
白俄罗斯导入市场定价机制
据报道，白俄罗斯从３月１日起放开商品价格，以逐步形成以市场为导向的
价格形成机制。
根据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２月２５日签署的命令，除了一部分商品，包括
对国家经济安全和民生具有重大意义的商品以及垄断性商品外，国家将减少对其
他商品价格的干预。命令包含了一份价格受国家监管调控的商品名单，没有进入
该名单的商品价格均由企业自行决定。该命令自３月１日起正式生效。
白俄罗斯经济部价格政策部门负责人福明２月２８日说，放开商品价格不会
造成物价上涨。他说，某些影响国计民生的重要商品价格依然在政府的调控之下，
政府将有效控制通货膨胀。
白俄罗斯中小企业协会主席巴雷金认为，此次价格形成机制改革是白俄罗斯
经济自由化的重要步骤，将有利于中小企业参与市场竞争。
冰岛将再就向英荷银行储户赔偿损失协议进行公决
冰岛政府日前宣布，冰岛将于今年４月９日再次举行全民公决，以决定冰岛
是否应该履行向英国和荷兰赔偿因冰岛银行倒闭所遭受的５０多亿美元损失的
新协议。
２００８年第四季度，受金融危机冲击，冰岛数家大银行破产，致使其英国
和荷兰储户蒙受损失。英荷两国政府不得不分别拿出３６亿和１７亿美元救助这
些储户，并随后要求冰岛政府赔偿损失。２００９年年底，三国政府的代表通过
谈判达成赔偿协议。冰岛议会也随即通过了相关议案，同意赔偿。但冰岛总统格

里姆松拒绝签署议案。在２０１０年３月举行的全民公决中，议案遭绝大多数冰
岛选民否决。
冰岛政府不得不与英国和荷兰重新就赔偿问题展开谈判。三方已于２０１０
年１２月达成新的赔偿协议。新赔偿协议对冰岛方面比较有利：首先是偿还期限
比早先的协议延长了一倍，即从１５年延长至３０年；二是冰岛为这笔债务向英
国和荷兰支付的利息从２００９年协议规定的５．５％分别降低至３．３％和
３％。
冰岛议会今年２月１６日以４４票赞成１６票反对的结果通过了新赔偿议
案。但冰岛总统格里姆松再次拒绝签署新法案。冰岛不得不就赔偿问题举行新的
全民公决。
冰岛媒体２月２５日公布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６１％的冰岛选民对新赔偿
协议持赞成态度。
匈牙利出台大规模结构改革计划以削减债务
匈牙利政府３月１日公布一项大规模结构改革计划说，匈牙利目前的主要问
题是债务问题，到２０１４年政府将把国家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从现在的
约８２％削减至６５％到７０％。
根据这一计划，匈牙利２０１１年财政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将为
２．９％，２０１２年为２．５％，２０１３年为２．２％，２０１４年为１．９％。
匈牙利经济部长毛托尔奇·捷尔吉当天发表讲话说，为了不使国家债务攀升，
需要在劳动力市场、养老金制度、药品补贴、教育、公共交通、国家与地方政府、
官僚与行政等七个领域进行结构改革。
政府宣布的主要措施包括，在国家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没有降至６
５％之前，政府官员只能领取８５％的薪水，且每年带薪休假的时间由４０天削
减至２０天；７月１日之前制定新的药品补贴制度；制定新的公共采购制度；９
月１日之前通过新的公共教育和高等教育法；２０１２年１月１日起，启动新的
公共劳动体系；２０１２年１月１日起，新的可持续的养老制度生效；制定新的
补贴制度；随着新宪法明年生效，届时将实施债务限制机制；从２０１４年起，
国会议员人数将由目前的３８６人减至２００人等。
此外，政府还宣布，银行税继２０１０年开始征收后，还将征收两年，每年
均为１８００亿福林（１美元约合１９５．７７福林）
；２０１３－２０１４年
维持１９％的公司税率，但公司利润中５亿福林以下部分仍享受１０％的公司
税。
根据匈牙利央行去年９月份公布的数据，匈牙利国家债务为２１．７３５万
亿福林。据悉，匈牙利每年偿还的债务利息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４％。
阿根廷政府警告企业不要操控物价
阿根廷工业部长德沃拉·希奥尔希日前警告企业不要操控物价，导致通货膨
胀加剧，否则将面临严厉惩罚。
希奥尔希说，阿政府最近扩大了实施进口非自动许可证的产品范围，目的是
为了保护本国工业。但这些享受政策保护的产业部门不能蓄意提高产品价格，以
避免加剧物价上涨压力。

希奥尔希强调说，阿政府已经为保护本国产业部门尽到了职责，现在需要企
业履行承诺，积极落实阿政府制定的进口替代战略。
阿根廷工业部最近宣布扩大实施非自动进口许可证的产品范围，加强对进口
产品限制，对冶金产品、家用电子产品、纺织品、高档汽车、各类模具、玻璃产
品、自行车及配件等产品实施非自动进口许可证制度。部分阿经济学家认为阿政
府强化限制进口措施将再次推高物价，对国民经济造成的损害不容忽视。
近年来，阿根廷通货膨胀不断加剧。据官方公布的统计，去年阿根廷通货膨
胀率为１０．９％，而研究机构普遍认为实际通胀率达到了２５％以上。
阿尔及利亚否认改变外资项目本土企业控股政策
阿尔及利亚工业、中小企业与促进投资部长本－迈拉迪２月２７日说，政府
没有改变在与外国企业合作项目中阿方须控股的规定，即“５１％－４９％原
则”。该于泽指在与外国公司的合作项目中，阿本土企业须占５１％以上的份额。
此前有报道说，鉴于遭到一些外国企业的反对与质疑，阿尔及利亚正考虑修
改有关在与外国企业合作项目中阿方须占较大份额的规定。
阿尔及利亚２００９年财政补充法案中规定，外国投资项目须由阿方持股５
１％以上。有数据显示，阿政府对外国投资者所采取的限制措施导致外国直接投
资大幅下降。
阿总理乌叶海亚去年１２月份曾表示，国家经济振兴需要外国合作伙伴的参
与，但发展国民经济首先要促进本国国营和私营企业的发展。他鼓励本土企业积
极参与国家公共建设工程合同竞争，并强调政府将对他们进行政策性支持。
阿尔及利亚２０１０年５月正式通过了总额高达２８６０亿美元的新五年
（２０１０－２０１４年）投资规划，其规模是阿独立近５０年来最大。阿政府
多次强调支持本土企业参与五年投资建设规划。
阿尔及利亚经济规模位居非洲前列，但长期以来经济发展严重依赖石油天然
气工业，经济结构不合理，阿政府希望能在新五年规划中在一定程度上改善经济
发展结构。
加拿大拟限制含汞产品生产和流通
加拿大环境部长彼得·肯特和卫生部长利昂娜·阿格卢卡克２月２８日发布
联合声明说，加拿大已开始制定规章，以限制大多数含汞产品的进口以及在加拿
大的制造和销售。
两位部长在声明中说，制定此类规章的主要目的是减少汞对环境的污染。汞
在微生物作用下会转换成甲基汞，这种物质是一种可以被生物体吸收的有毒物
质。
阿格卢卡克说，摄入甲基汞会影响儿童的神经发育和学习能力。控制含汞产
品进入加拿大市场有助于保护加拿大人的健康。
声明指出，有关规章出台后，加拿大政府还将允许一些重要的含汞产品的生
产和进口，包括科学仪器、牙科填充物和荧光灯。不过，对于不同类型荧光灯中
的含汞量将有所限制，同时会对商标信息进行改进，以便消费者了解产品中的含
汞情况，以及如何在使用年限到期后安全处置。

东亚经济或需放缓以解决通胀压力
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 2 月 28 日在纽约外交关系委员会进行演讲时
表示，东亚地区经济可能需要放缓以解决通胀压力，但该地区可能仍将领跑全球
经济。
他指出，全球金融和经济危机令发达国家陷入高负债与低增长之中，中国与
印度的高增长是全球复苏的重要力量。 “但是，当然，东亚现在面临一些通胀
担忧，所以可能需要稍微放缓，这也是我们需要把眼光放到东亚之外的又一原
因。”
“我对东亚与南亚仍将是全球经济增速最快的地区抱有信心。但是要想为全
球投资商品创造足够需求，那麽高收入国家以及其他地区也需要增长”，他称。
林毅夫重申 2011 年全球经济增速预估为 3.3%，去年为 3.9%。
“显然，复苏
正在进行中，不过存在一些不确定因素。”
林毅夫特别指出了一些不确定因素，如欧美、甚至日本等发达地区的高失业；
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美国州、市、镇的债务危机；中等收入的新兴市场面临短期
资金流入，推动本币升值、股市与房地产泡沫等。“第四个（不确定因素）就是
食品、大宗商品及燃料价格高企。这可能引发社会紧张，并导致中等收入国家复
苏步伐放慢。”
“这些都是乌云……但是如果变成大雨或暴风骤雨，显然能破坏复
苏。”
日本拟研究如何降低对中国稀土依赖
日本经济产业省 2 月 25 日宣布将对 110 家民间企业研究减少稀土用量的 160
个项目给予 331 亿日元的补贴，至今日本政府和企业已计划投入 1100 亿日元用
于研究如何降低对中国稀土的依赖。
中国稀土是日本企业生产高科技产品时不可缺少的原料，日本国内目前每年
需要使用 3 万吨稀土，其中约九成依赖从中国进口。去年中国开始加强对稀土出
口的监管之后，日本媒体大肆渲染中国对日本进行稀土“禁运”，日本政府和民
间企业一方面寻求从澳大利亚、蒙古、越南等国开拓稀土进口渠道，另一方面则
积极研究如何减少对稀土的需求。去年 11 月，日本经济产业省在 2010 年度的补
充预算案中列入 420 亿日元用于补贴企业研究减少使用稀土的技术。
日本政府希望在今后数年内将从中国进口的稀土总量降低三成。
越南央行建议政府禁止金条交易
2 月 28 日，越南央行(State Bank of Vietnam)表示，该央行正建议政府颁
布法令，自 2011 年第二季度起禁止金条交易。
越南央行第二季度将要求政府颁布一项管理黄金交易的法令，旨在控制黄金
进出口和禁止金条的自由交易。
在越南政府采取大量措施抑制通货膨胀和稳定宏观经济形势之际，金条交易
禁令的出台将是必要和及时的。
韩交所拟与日沪交差交易
韩国交易所主席金奉洙（译音）2 月 28 日表示，面对全球交易所合并战争

白热化，韩国证券交易所计划考虑任何具竞争力的方案，包括实行交差交易，或
是与其他交易所组织联盟。他说，韩国证券交易所计划在今年与东京和上海的同
业会面，双方将会讨论有关交差交易的计划。
金奉洙表示，假如韩国证交所未能及时加入全球交易所的合并战，便会沦为
一个小型或是中型的交易所。因此，希望可以与同一时区的其他同业组成交差交
易的伙伴，就像日本与香港般，然后再行寻求其他机会。
据了解，随着另类交易所迅速崛起，交易系统又比从前快，以及资本全球化
日益普及，令全球交易所在过去十年进行了多次合并，涉及的金额已达 1000 亿
美元。德国证券交易所在 2 月 15 日宣布动用 95.3 亿美元收购纽约泛欧交易所，
而在该宗交易不足一周前，伦敦交易所亦同意买入多伦多交易所的母公司 TMX
Group，而在去年，新加坡交易所宣布以 84 亿澳元现金加股份，购入澳洲交易所。
金奉洙称，韩国股市在全球排名第 13，该交易所亦应开始考虑公开招股
（IPO）的计划，原因是一家非上市证交所很难与非上市的交易所组成联盟。韩
交所曾经在 2007 年 8 月表示，在韩国政府促请韩交所交出审核公司上市和退市
的权力后，该机构已停止了公开招股计划。
韩交所亦表示，必须增加资本以催谷海外业务，但未有提出任何集资的详细
计划。韩交所现打算把资讯科技系统售予全球 30 个发展中国家，同时寻求更多
海外公司到当地上市，以令营业额发散。
另外，韩交所管理策略部主管 Park Jong Kil 曾于 1 月 19 日表示，该所正
与柬埔寨、寮国、越南，马来西亚、菲律宾和哈萨克等合作，为当地交易所提供
股票交易平台，市场运作技术、数据和衍生工具结算等。
印度将提高铁矿石出口税率
印度财政部长慕克吉(Pranab Mukherjee)在 2 月 28 日的政府年度预算报告
中表示，政府将在从 4 月 1 日开始的新财年中把铁矿石块矿与粉矿的出口税率提
高至 20%，以期改善国内钢铁企业的铁矿石供应。
印度是全球第三大铁矿石出口国，目前印度政府征收的铁矿石块矿出口税率
为 15%，粉矿为 5%。
印度国内钢铁生产企业已长期游说政府对铁矿石出口设置更多限制，因这些
企业计划将国内钢材产能到 2012 年 12 月从 7,800 万公吨提高至 1.2 亿公吨。
印度矿业协会秘书长 R.K. Sharma 表示，政府提高铁矿石出口税率后，该国
下一财年的铁矿石出口预计将下滑至 9,000 万吨以下。
印度最大私营铁矿石出口商 Sesa Goa Ltd 常务董事 P.K. Mukherjee 称，预
计该公司的利润率预计将因政府提高出口税率而受到显著侵蚀。
但印度国有铁矿石出口公司 NMDC Ltd 总裁 Rana Som 称，政府提高出口税率
对该公司的影响很小，因其铁矿石出口仅占其销售总额的 11%左右。但指出，铁
矿石粉矿出口税率提高很大。铁矿石现货价近期仍高居 180 美元/吨左右，出口
税率在 20%。因此铁矿石粉矿出口预计不会受到很大打击。
Rana Som 预计铁矿石的当前高价位将不会出现很久，出口税率提高将打击
出口商盈利，届时预计铁矿石价格将下滑至 130 美元/吨水平。
印度在截止 2010 年 3 月的铁矿石出口总额为 1.1737 亿吨。而该国当前财年
的铁矿石出口将因南部省份卡纳塔克邦实施铁矿石出口限制与持续降雨而受影
响，印度当前财年中的 2010 年 4 月至 12 月铁矿石出口 6,440 万吨，年比下滑

17%。
R.K. Sharma 预计，政府提高铁矿石出口税率将损害国内铁矿石生产，甚至
会损害对国内钢铁企业的铁矿石供应。
财政部长慕克吉还称，铁矿石团矿将不受此次政府提高出口税率影响，该矿
种出口税率仍为 15%。
另外政府计划取消对不锈钢板征收的 2.5%进口税率。
印度不锈钢发展协会主席 N.C Mathur 称，不锈钢板进口税率取消将有助于
当地企业满足不锈钢生产所需原材料日益增加的需求。
印度企业多以来从欧洲、美国与东南亚国家进口不锈钢板，印度年进口不锈
钢板达 250,000 吨左右。
印度韩国积极出招应对通胀
据报道，随着能源和食品价格连续上涨，新兴经济体通胀压力陡增。对此，
印度、韩国等新兴市场国家纷纷出手抑制通胀。
２月２８日，印度财政部长慕克吉在公布 2011 至 2012 财年财政预算时表示，
食品价格高涨依然是主要担忧之一。为此，新财年预算将推出食品安全法案，为
煤油、化肥和液化石油气消费者提供现金补贴，把对农民的信贷限额从３．７５
万亿卢比提高至４．７５万亿卢比，为农民提供３％的利息补贴。
数据显示，印度央行加息抑制了制造业部门的扩张步伐，去年第四季度印度
经济增速放缓至８．２%。不过，慕克吉表示，本财年印度经济增长率将为８．６％，
高于此前预测的８．５％，新财年经济增长率将达到９％。
韩国企划财政部部长尹增铉２月２８日表示，未来几个月韩国通胀压力可能
会继续上升，政府正在努力把公共服务费用的涨幅降到最低，并在可能的情况下
取消这些费用。与此同时，韩国政府昨日宣布下调玉米及其他 32 个品种的进口
关税，以保证供应并抑制通胀。
分析人士表示，随着新兴市场国家继续出手抑制通胀，一些国家之前高呼的
货币战争也将偃旗息鼓，新兴国家货币将继续保持升势，投资者更看好墨西哥比
索、马来西亚林吉特等大宗商品生产国货币。
根据资金流向研究机构日前发布的数据，截至 2 月 23 日的一周，不断走高
的油价引发投资者的忧虑情绪，新兴市场股票型资金连续第 5 周出现资金净流
出。有分析人士表示，从去年第四季度开始，资金已经开始从新兴市场向发达国
家市场回流。
尽管受中东和北非地区局势持续动荡影响，但 2 月份全球多数股市继续向
上，发达国家的股市表现整体好于新兴市场国家，欧美主要发达经济体的股市涨
幅在 1%至 3%之间，而韩国、印度等新兴市场股市则出现下跌。不过，中国股市
表现出色，高居全球主要股指涨幅榜首。
诺奖得主尤努斯不满“被退休”起诉政府
孟加拉国诺贝尔奖获得者尤努斯(Muhammad Yunus)3 月 3 日向高级法院
(High Court)提起法律诉讼，要求推翻孟加拉政府的一项命令。政府要他辞去在
自己创办的小额贷款银行——孟加拉乡村银行(Grameen Bank)担任的领导职务。
孟加拉央行 3 月 2 日下令尤努斯辞去其在孟加拉乡村银行的职务，理由是他

违反了该国退休法。孟加拉乡村银行说，尤努斯将会留任。
政府持有该行 25%的股权，其余股权由借款人持有。
政府要求尤努斯辞去孟加拉乡村银行董事总经理一职的背后，是直言批评政
府的尤努斯面临的一系列麻烦，其中包括一桩疑有政治动机的诽谤判决，以及有
人指控 15 年前有过一笔未授权银行转账。
尤努斯在 30 年前创办孟加拉乡村银行，开启通过小额贷款扶贫的概念。他
的工作在发展中世界掀起了小额贷款浪潮，并使他本人和孟加拉乡村银行获得了
2006 年的诺贝尔和平奖。
最近尤努斯在国内遭遇压力。除了法律上的麻烦以外，孟加拉总理谢赫哈西
娜(Sheikh Hasina)曾指责孟加拉乡村银行和其他小额贷款机构收取高利息，
“吮
吸贫穷借款人的血液”。
孟加拉乡村银行于 1983 年成立于孟加拉国，目前有近 900 万借款人，其中
97%都是女性。很多人把借来的小额贷款用于维持生计或开办小企业。
投资分析点评
▲鲁能等 5 家央企将获批从事房地产业
据消息人士 3 月 2 日披露，央企“退房”目前已基本整顿结束，未来国务院
国资委将会允许以非主业为房地产业务的 5 家央企——鲁能集团、中航工业、神
华集团、中煤集团和新兴集团从事房地产业务，而允许从事地产业务的央企也将
由此前的 16 家扩编至 21 家。
这 5 家央企之所以能够获批从事地产业务，是由于其在地产领域已有相当规
模和相应业绩——鲁能集团在被国家电网收购之前就已从事房地产业务且规模
很大，中航工业则是以开发自有土地为主，神华和中煤以开发工矿区土地为主，
新兴集团原本就是建筑企业。
据悉，国资委对于这 5 家央企从事房地产开发均有相应条件限制，集团公司
不能动用主营业务的大额资金从事房地产开发。
▲中海油拓石化盐化一体化
据中海油炼化与销售事业部投资处负责人 2 月 27 日披露，由于环球局势不
势，原油价格被推高，中海油集团计划出资 100 亿元人民币，通过旗下山东海化
集团，发展石化盐化一体化，是中海油延伸产业链、发展下游产业的战略一步。
目前，石化盐化一体化项目已进入可研报告编制阶段，山东海化集团预计，该报
告今年 8、9 月份可以完成。
该负责人称，可研报告完成后，接下来最重要的一关，是环境评价报告，而
且耗时可能会比较长。完成所有审批后，项目预计在未来两年即可开工。
▲西安航天新能源产业基金揭牌
西安首只新能源产业基金——西安航天新能源产业基金２月２８日揭牌。
西安航天新能源产业基金由西安航天基地管委会、海通证券公司联合陕西省
创业投资引导基金管理中心、陕西金延电子科技公司、陕西神光新能源投资公司

等发起成立。基金首期注册１０亿元，总规模将达到５０亿元，重点投向有自主
创新能力的航天高科技民用产业、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新能源、新材料产业以及相
关领域。
▲上海国和现代服务业股权投资基金亮相上海
２月２８日，上海国和现代服务业股权投资基金首期５０亿元募集完成。这
是目前国内现代服务业投资领域中已披露的资金规模最大的私募股权基金。
上海国和现代服务产业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简称上海国和投资）是基金
的管理人，该公司是由上海国际集团联合其他大型国有和民营企业发起设立。公
司按照市场化的原则进行团队建设、基金募资和投资运作。
据介绍，在国和现代服务业基金的出资人结构中，国有机构约占４０％，非
国有机构约占６０％。基金的投资范围为全国范围内受惠于国家发展规划，经济、
人口、教育、交通符合服务业快速发展要求的地区。基金主要投资方向包括现代
服务产业中的消费升级、金融及衍生服务、医疗健康和文化传媒等领域。
上海国和投资副总裁陈永表示，国和现代服务业基金立足上海，在全国范围
内投资。目前公司已经储备了一些可投资的项目。他还透露，基金非常重视参与
上海国资整合带来的投资机遇。
▲步步高宣布退出生活电器行业
东莞市步步高家用电器有限公司 3 月 1 日宣布，生活电器相关产品与步步高
品牌未来的发展战略不相符合，所以决定逐步退出生活电器行业。
步步高旗下有三家专业产品公司，分别是步步高通信设备有限公司、步步高
教育电子产品有限公司以及步步高家用电器有限公司，形成了通信设备、教育电
子产品、家用生活电器等几大事业体系。
“步步高退出生活电器，宣告小家电第三种成长模式的失败。
”中国家电营
销委员会副理事长洪仕斌指出，小家电有三种较为典型的成长模式，一种是以美
的为代表的小家电“全能王”型的企业，几乎涵盖了小家电产品线；一种以九阳
为代表的“单打冠军”型的企业，以豆浆机起家，之后辐射到电磁炉、电压锅等
小家电产品；还有一种就是以步步高为首的“跨界代表”，在其他领域有了成熟
的产品运营经验，之后通过有限多元化，进入了相关联的小家电领域。
洪仕斌称，如今，“跨界代表”步步高退出小家电，对小家电的未来发展提
出了新的思考。不管是“单打冠军”，还是外来强势品牌，要想在行业“出人头
地”，都不可避免地要与“集团军”作战，面对着“集团军”的强大综合实力，
“单打冠军”往往很难取胜。
▲宗庆后进军百货业
据悉，亿万富豪宗庆后以旗下的饮料生产商杭州娃哈哈集团跃居中国首富，
他 3 月 2 日表示计划开设 100 间百货公司，正式进军零售业。
宗庆后指出，成立自家的商铺，可以让产品包括碳酸饮料与矿泉水的娃哈哈
在物流上拥有更多主控权。宗庆后表示，‘我们一开始将进军二线与三线城市，
因为在那里做生意会比在各大城市容易一点’。

宗庆后是在 1987 年贷款 14 万元人民币（2.13 万美元）成立娃哈哈，他表
示今年营收目标为成长 27%，达到 700 亿元人民币。
这家仍未上市的饮料企业在 2009 年与法国达能公司（Danone）结束长达 2
年、争夺娃哈哈商标的法律纠纷，拥有 Evian 和 Volvic 等瓶装水品牌的达能最
后同意出脱两者合资事业的股权。
娃哈哈为中国市占率第 3 大的软性饮料制造商，据宗庆后透露，他们未来也
将投资矿业和高科技产业。现年 66 岁的宗庆后同时是中国人民大会代表，全国
人大会议将于 5 日起召开。
娃哈哈在中国境内的竞争对手包括可口可乐（Coca-Cola Co.）与康师傅控
股，中国 2010 年的零售销售月均成长率为 18.4%。
宗庆后去年以 120 亿美元预估身价高居胡润中国百富榜首位，此外，在
Forbes 杂志亚洲版的中国富豪排行榜上，宗庆后也夺下冠军，富比世预估他的
身家达 80 亿美元。
▲大唐千亿投资辽宁新能源
中国大唐集团公司董事长刘顺达 3 月 1 日透露，大唐集团在辽宁投资 1000
亿元人民币建设新能源项目，包括发展节能、环保的城市大型热电项目，促进港
口、铁路和煤炭等项目建设，加快发展清洁的新能源产业。辽宁省政府已与中国
大唐集团公司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刘顺达称，辽宁正加快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在大力发展
清洁高效能源电源的同时，进一步优化电力网架结构，积极构筑与辽宁省经济社
会发展相适应的能源保障体系。大唐集团作为电力企业要充分发挥资金、技术、
人才、管理等方面的优势，在辽宁省投资办电，不断拓展合作领域，在互利双赢
中实现共同发展。
▲晶澳拟 135 亿合肥建基地
全球最大的晶体硅太阳能电池供应商、美国纳斯达克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晶
澳太阳能日前与合肥高新区签约，协议投资 135 亿元（人民币，下同）在合肥打
造全球最大的 3GW 太阳能一体化生产基地。
晶澳太阳能首席执行官方朋表示，公司把合肥基地建设成为国际同行业中最
大的光伏产品生产基地，料基地建成后，年产值可达到约 300 亿元，解决就业岗
位约 15000 个。
▲中国主权财富基金投资日本公司
据知情的投资顾问公司和有关人士 2 月 25 日说，中国握有政府财富的投资
者去年对日本主要蓝筹股公司的股权投资增加了一倍多，股权总额超过 1.6 万亿
日圆(合 194 亿美元)。
这些股权似乎是被动持有，投资者对于公司战略和管理等事宜三缄其口，其
收购大多是借助在澳大利亚注册的不为人知的投资工具加以进行。去年 4 月至 9
月期间，一个名为“SSBT OD05 综合账户协议客户”(Omnibus Account Treaty
Clients)的股东出现在东芝公司(Toshiba Corp.)、资生堂(Shiseido Co.)、麒

麟啤酒公司(Kirin Holdings)和东京电力公司(Tokyo Electric Power Co.)等日
本各大知名企业前十名的股东登记表里。半年前，这个股东并没有跻身十大股东
之列。
索尼公司说，SSBT OD05 在索尼持股 1.6%。据知情人士说，主权财富基金中
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简称：中投公司)是 SSBT OD05 基金的一个幕后投资者。索
尼公司(Sony Corp.)以及日本最重要的银行，如三菱 UFJ 金融集团(Mitsubishi
UFJ Financial Group Inc.)、瑞穗金融集团(Mizuho Financial Group Inc.)
和三井住友金融集团(Sumitomo Mitsui Financial Group Inc.)等其它公司也出
现了一个作为股东的类似名称的基金。
日本证券法规定，持股 5%的股东需披露更多信息，而上述股东持股不到 5%，
因此日本各公司对于这些投资者了解甚少。这些投资者使用的是在美国道富银行
和信托公司(State Street Bank & Trust)注册的金融工具。该公司是美国道富
银行(State Street Corp.)旗下的子公司，位于澳大利亚悉尼。但知情人士说，
中投公司是 SSBT OD05 基金的一个幕后投资者。
日本股东服务公司(Japan Shareholder Services)表示，打理着中国超过
2.85 万亿美元外汇储备的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也是基金 SSBT OD05 的投资者之
一。
▲中铝涉足铁矿石贸易
中国铝业公司(下称“中铝公司”) 新闻发言人袁力 2 月 27 日表示，公司联
手力拓集团正式开始涉足铁矿石贸易领域。
中铝公司 2 月 25 日公布，中铝公司 2 月 23 日在江苏省连云港市新陆桥码头
举行首船进口铁矿石接船仪式。在当天的接船仪式上，中国铝业总裁罗建川表示，
中铝公司第一船进口铁矿石来自公司与力拓集团的合作。力拓贸易(上海)有限公
司中国市场总经理皮特·泰勒表示，中铝首船进口铁矿石抵港表明双方合作已进
入了实质性操作阶段。
这是双方自 2009 年在股权投资上发生不愉快之后，第三次实质性合作。
去年 12 月 3 日，力拓集团与中铝公司在北京签署谅解备忘录，两家公司将
在中国联合成立勘探公司，开发中国的矿产资源。中铝将拥有合资公司 51%的股
权，力拓拥有 49%的股权。该合资公司的勘探范围为中国大陆。
第一次具体的项目合作则是发生在去年 7 月 29 日，中国铝业宣布投资 13.5
亿美元入股力拓集团旗下的非洲几内亚西芒杜铁矿石项目。根据双方签署的有约
束力的协议，两家企业将组建一家合资公司，开发并经营位于西芒杜铁矿项目。
力拓原先所持有的西芒杜项目的 95%股权将由双方新成立的合资公司持有。中国
铝业将在未来 2~3 年内，向合资公司分期投入总共 13.5 亿美元用于项目资本开
支，最终获得合资公司 47%的股权。
2008 年 1 月 31 日，中铝以每股约 60 英镑、合计 140.5 亿美元认购了力拓
英国上市公司 12%股权，相当于在力拓持股 9.3%，成为力拓单一最大股东。这是
以铝为主业的中铝公司首次涉足铁矿石领域。由于金融危机袭来，力拓股价大跌，
入股之后，中铝公司的投资出现了巨额亏损，不过力拓集团也陷入了债务危机。
2009 年年初，为了还债，力拓试图从中铝公司那里获得高达 195 亿美元的融资，
中铝公司也将获得摊薄投资成本的机会。但是因为此后资本市场的逐渐恢复，力
拓集团抛弃了中铝公司的融资方案，改而通过资本市场进行融资。那以后，双方

的关系陷入了冰点。此后，力拓开始试图通过一系列合作修复与中国的关系。同
时，主业单一、陷入经营困境的中铝公司也开始逐渐寻求转型。
去年，中铝向国资委申报主业时，申请将煤炭和铁矿石作为中铝的新主业。
经国务院国资委批准，将中铝公司主业范围调增到除石油、天然气外的矿产资源
勘查。
▲台湾长兴投资１亿美元在苏州生产光学膜片
台湾长兴化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日前与苏州高新区签订协议，在该区投资生
产光学膜片等产品，一期投资总额１亿美元。
该项目落户于苏州高新区浒墅关镇新浒工业园，一期投资总额１亿美元，注
册资本３５００万美元，主要生产光学膜片等产品。达产后年营收预计将超过１
３亿元人民币。
长兴化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１９６４年，是台湾上市公司，专业从事
树脂、电子化学材料、特殊化学品及塑料等原料的研发、生产和营销。公司在全
球拥有２１个生产基地，其中在大陆广州、昆山等地有１５家工厂，产品营销４
０多个国家。

经营管理
企业改革动态
▲上海市政府拟出售上海家化股份
上海家化(Shanghai Jahwa United) 董事长葛文耀 3 月 1 日表示，上海家化
39%的政府股份将被售出，为中国顶级化妆品制造商之一在全球第三大护肤品市
场展开更加商业化的竞争铺平道路。
价值近 600 亿元人民币（合 90 亿美元）的中国护肤品市场，吸引着法国欧
莱雅(L’Oréal)等外国企业，但国内企业在本土市场上已经落后。根据欧睿信息
咨询公司(Euromonitor)的研究，在中国 10 大顶级护肤品企业中，只有 1 家是中
国公司。
“中国国有企业的管理技能很差，”上海家化董事长葛文耀表示，
“政府没有
办法很好地帮助国有企业投入化妆品市场的竞争，因此他们让公司完全私有化，
以便更好地竞争。”
根据这项定于 4、5 月份生效的重组计划，上海市政府的控股公司将把所持
上海家化股份以及其它一些资产进行出售。
▲友阿控股 4 亿收购长沙中山集团
据报道，湖南长沙市商业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湖南友谊阿波罗控股股份
有限公司、长沙中山集团三方于 2 月 25 日签订兼并协议，友阿控股以 40036.67
万元成功收购中山集团 80%股权，从而全资拥有长沙中山集团。
长沙中山集团发端于上世纪 30 年代的长沙中山路大楼与中山商业大厦，当
时的中山路大楼高 8 层，16 根圆柱耸立于前，是旧时长沙商业文化的象征，也
是长沙市一家“中华老字号”国有商业企业。但由于经营问题，中山集团至 2000

年经营无法维持，工资无法支付，在岗职工和退养职工 2000 多人面临失业和停
发工资，并且因欠缴社会保险金，退休人员也面临停发退休工资，停止医药费报
销。截至收购前，中山集团总资产为 51220.73 万元，净资产 19019.72 万元。
据介绍，并购后，友阿控股力争在今年下半年启动中山商业大厦(现为春天
长沙店)的改扩建工程，对中山大厦进行合理开发，拟投资 6 亿元，历时 2 年，
建设新春天。新春天将集写字楼、商场、停车场于一体的现代化综合服务型大厦。
友阿控股目前持有上市公司友阿股份 14310.4 股股份，占上市公司股份总额
的 40.98%。
▲向日葵拟斥资数千万参股河南煤化旗下多晶硅企业
向日葵 3 月 1 日披露，为稳定公司原材料多晶硅的采购，2 月 28 日，公司
与焦煤集团就参股焦煤集团合晶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签署了合作意向书。公司拟对
合晶科技持股比例为 15-25%之间，按合晶科技现注册资本计算，公司拟用自有
资金出资额为 4500 万元-7500 万元。
合晶科技系焦煤集团全资子公司，隶属于河南煤业化工集团，注册资本为 3
亿元，位于河南省焦作市，是一家专业生产多晶硅的企业，目前产能为 1800 吨，
规划产能 18000 吨。
据披露，为实现双方合作的目标，合晶科技保证优先向公司长期提供应符合
标准的太阳能级多晶硅，公司保证长期优先使用合晶科技提供的产品；双方将在
焦作市相关的后续扩建项目及配套项目开展合资合作。
▲江苏省再保融资租赁公司正式开业
江苏省再保融资租赁有限公司近日在南京正式开业并落户南京国际服务外
包产业园。
据悉，该公司注册资本４．２８亿元，是目前江苏省规模最大的外资租赁企
业之一。其控股股东江苏省信用再担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苏省再担保公司’）
为江苏四大金融支柱企业之一，成立于２００９年底，首期注册资本３０亿元，
主体信用等级ＡＡ＋。
▲新浪收购麦考林 29%股权
据报道，完成 MBO(管理层收购)之后，手握 8 亿多美元现金的新浪，今年也
开始了多元化投资。3 月 2 日，新浪披露，新浪将和中国动向一起战略入股去年
在美国上市的 B2C 电子商务公司麦考林，
收购红杉资本所持麦考林约 29%的股份。
其中，新浪将购买麦考林 76986529 股普通股，约为麦考林已发行且在外流通股
的 19%。新浪首席执行官曹国伟表示，这意味着新浪首次进军电子商务领域，未
来在该领域会有更多行动。
根据购股协议规定，购价为每股 0.8571 美元，此次新浪购得麦考林 19%股
份花费总计约 6600 万美元。购股交易完成后，新浪的一名代表将被任命为麦考
林的董事，同时麦考林现任董事、红杉副总裁余根灵将退出董事会。
曹国伟表示，新浪希望借助电子商务把自身门户和微博的巨大用户的流量变
现。他透露，入股麦考林只是新浪在电子市场的第一步，未来还有大动作。麦考

林董事兼首席执行官顾备春表示，麦考林计划与新浪合作探寻新的网络营销方
式。
易凯资本 CEO 王冉分析认为，新浪投资麦考林，再次证明传媒和零售业务越
来越融合，任何互联网平台都不可能不碰电子商务。但这并不意味着媒体真的要
去做物流，主流思路应该还是利用媒体价值扶植一个电子商务生态圈并从中获
益。不过，他透露，目前电子商务泡沫很大，麦考林上市后就遭遇了美国方面的
多起关于虚假财报的诉讼，导致其股价大跌，目前基本把泡沫都震荡出去了，所
以新浪选择此时购买麦考林股份。
▲河北钢铁计划退出曹妃甸项目
消息人士 3 月 2 日披露，中国第一大产钢企业河北钢铁集团（下称“河北钢
铁”）正在寻找曹妃甸千万吨级钢铁项目的接盘者，接盘者最终可能是河北省开
滦（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下称“开滦集团”）。
这是一个耗资巨大的项目，总投资高达 677.31 亿元，规划产能高达 970 万
吨。2005 年 2 月，出于环保需要，发改委批准首钢“按照循环经济的理念，结
合首钢搬迁和唐山地区钢铁工业调整，在曹妃甸建设一个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钢
铁联合企业”，这就是后来成立的首钢京唐钢铁联合有限责任公司（下称“京唐
钢”），在这个项目中，首钢总公司（下称“首钢”）控股 51%，河北钢铁旗下的
唐钢占股 49%。
作为国家批准的钢铁产业向沿海布局的典型项目，京唐钢采用了 5500 立方
米高炉，这是中国目前最大的高炉，名列世界第五，平均日产量可达到 12000
吨以上。
该项目运行多年来，合资双方一直都非常重视。按照河北钢铁的说法，虽然
公司持有 49%的股权，但公司在项目运行中一直没有话语权，项目实际控制权一
直掌握在首钢手中，而最近几年公司在河北省进行了大规模整合，缺乏资金，所
以不如放弃这个项目，抽出更多的精力和财力发展其他项目。
在这个项目上，首钢一直希望获得更多的股权，但是一下子拿不出大量现金
回购这剩余的 49%股权。
为了扩大规模，首钢最近几年拿出了大量现金陆续兼并了多家钢铁企业。由
于历史包袱沉重，首钢去年整合的吉林省通钢集团尚未走出困境，2010 年依然
处于亏损状态。
尽管如此，首钢还是希望尽可能在曹妃甸项目上获得更多的股权。河北钢铁
内部人士表示：“开滦集团可能也不会拿下 49%这么多的股权，首钢也会回购一
部分，至于最终股权情况，还得由河北省里决定，毕竟河北钢铁和开滦集团都是
省属企业。”
尽管开滦集团在河北省的煤炭资源已经面临枯竭的困境，但是最近几年，这
家企业在全国其他省份圈了多个煤炭基地。截至去年年底，开滦集团累计获得煤
炭资源量达到 167 亿多吨，建设了分布在河北、内蒙古、山西、新疆、加拿大的
“五大区域”、“七大基地”，形成了以唐山总部经济为“龙头”的多区域煤炭产
业发展格局。
▲Groupon 与腾讯在中国设立团购网站

美国团购网站 Groupon Inc. 2 月 28 日公告称，将与中国互联网巨头腾讯控
股有限公司(Tencent Holdings Ltd., 简称：腾讯控股)在中国共同设立高朋网。
Groupon Inc.在公告中称，高朋网将通过每天向中国本地商家的客户发送电
子邮件的方式提供打折优惠信息；该服务最初将在北京和上海推出，随后将扩展
至其他城市。
对于总部设在芝加哥的 Groupon 而言，这是一次目标宏大的海外业务扩张。
对于腾讯控股而言，则是在网游和即时通讯等核心业务基础之上进一步拓展的尝
试。
公告称，目前高朋网已开始接受用户的注册，正式的团购服务将于 3 月正式
上线。
高朋网将由 Groupon、腾讯产业共赢基金(Tencent Collaboration Fund)以
及阿里巴巴集团(Alibaba Group)董事长马云(Jack Ma)和其他投资者创立的云峰
基金(Yunfeng Capital)出资建立。
▲雅虎欲退股与软银的日本合资企业
据知情人士 3 月 2 日透露，雅虎公司（Yahoo Inc.）正在谈判退出其与软银
集团（SoftBank Corp.）的日本合资企业。
该人士称，一项向软银集团转让雅虎旗下 Yahoo Japan 的 35%股权的交易可
能将在数周内进行。这些股权的市场价值为略低于 75 亿美元。
知情人士表示，这项交易仍尚未达成，并仍有可能失败。
据透露，如果交易达成，则雅虎将可能把注意力转向中国市场--在那里，雅
虎在互联网企业阿里巴巴集团拥有大约 40%的股权，阿里巴巴是 Alibaba.com 的
母公司。
▲中航工业通飞并购美国西锐飞机工业公司
3 月 1 日，全国人大代表、中航通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孟祥凯宣布，
中航工业通飞近日已经与美国西锐飞机工业公司股东签订协议，将以公司合并的
形式，收购美国西锐公司 100%的股权。这是中国航空工业首次并购欧美发达国
家飞机整机制造企业。
2009 年，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在重组整合之后成立了中航通用飞机有限
责任公司。
西锐公司始创于 1984 年，是小型飞机的全球领先制造商，总部位于美国明
尼苏达州德鲁斯市。按交付量计算，西锐公司是仅次于美国赛斯纳飞机公司的全
球第二大通用飞机制造企业，也是活塞类通用飞机全球最大的制造企业。
孟祥凯还透露，中航工业通飞并购美国西锐公司是公司实施国际化战略、面
向全球布局、构建跨国公司的第一步。并购完成后，将以西锐公司为平台，打造
中航工业通飞美国产业基地，并通过美国基地以及与国内产业基地的协同发展，
开拓全球通用飞机市场。
据了解，中航工业通飞对西锐公司的并购正在报中国发改委、商务部，以及
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CIFUS）审查。如相关审查顺利获得通过，公司今年 4 月
有望实现股权交割。

▲宝洁公司亚洲最大生产物流基地落户江苏
江苏省太仓市政府２月２７日介绍，世界５００强企业宝洁公司太仓工厂正
式破土动工，这也是目前为止该公司在亚洲地区最大的生产物流基地。
太仓工厂是宝洁公司在华投资的第１０个工厂，将应用美国能源署和美国绿
色建筑协会制订的“能源和环境设计先锋”标准，从能源使用、水资源管理、废
弃物管理等方面推动节能环保和可持续发展。工厂一期投资超过１８亿元，并建
成一体化物流分销中心，预计于２０１２年下半年建成并投入使用。
宝洁公司大中华区总裁施文圣介绍，太仓工厂将成为宝洁公司在全球最具规
模和高效的供应链，使原料采购、生产制造、物流配送的环节和时间大幅缩短，
以全面提高供应链运转效率，减少原材料和产品运输能耗，降低二氧化碳排放。
负责工厂概念设计的世界著名生态建筑学家威廉·麦克多诺说：
“宝洁太仓
工厂将建成一个花园式工厂，这里充满新鲜的空气、水和阳光，像花园一样美丽
精致，富有生机。”
▲壳牌公司拟在新疆开发煤层气
2 月 28 日，新疆自治区人民政府和壳牌中国勘探与生产有限公司就双方合
作勘探、开发和利用新疆煤层气等非常规天然气资源签署了框架协议。
根据协议，壳牌公司将按照新疆煤层气等相关规划及有关要求，围绕新疆优
势资源，开展煤层气等非常规天然气资源的合作勘探、开发和利用。壳牌公司将
依托自身技术、资金等优势与新疆具有煤炭资源采矿权的企业展开市场化合作。
▲中美将联手开发大型客机电源系统
中航工业机电系统有限公司与美国汉胜公司３月３日在京宣布组建Ｃ９１
９大型客机项目电源系统合资公司，这标志着中美双方将在核心技术方面联手为
中国国产大飞机开发电源系统。
根据中美双方正式签署的合同，双方成立的电源系统合资公司，旨在为中国
商飞Ｃ９１９大型客机开发制造包括发电和配电系统在内的电源系统，并成为中
国商飞该项目的一级供应商。合资公司临时办公地址设在西安高新区，总投资
１．４５亿美元，注册资本４８００万美元，中外出资比例各占５０％，预计２
０１２年前建成投入运营。
据介绍，飞机电源系统分为发电系统和配电系统两部分。电源系统的作用是
保证用电设备，尤其是与飞行安全直接相关的关键设备提供符合要求的电能。作
为中国航空电源领域的龙头企业，中航工业机电系统有限公司旗下陕西航空电气
有限责任公司是中航工业最主要的电源系统研发制造企业。作为美国联合技术公
司旗下的子公司，汉胜公司是世界民机电源系统的优秀供应商。
▲乐购在华设购物中心
英国零售巨头乐购（Tesco PLC）2 月 28 日宣布与一财团签约，在中国设立
一合资公司开发购物中心。
与乐购签约的财团为亚洲投资者，其中包括新加坡的美罗控股有限公司

（Metro Holdings Ltd）。乐购表示，财团拥有合资公司 50%股权，双方将分别
投资约 3000 万英镑。合资公司将包括位于沈阳、厦门及福州的三家购物中心，
工商银行及渣打银行将向该合资公司提供贷款。
▲比亚迪拟明年“驶入”欧洲
中国汽车制造商比亚迪(BYD)董事长兼创始人王传福 3 月 1 日表示，比亚迪
计划从明年开始，在欧洲销售电动和混合动力汽车。
王传福表示，总部位于深圳的比亚迪将于 2012 年底之前，推出 e6 电动汽车
和类似于插入式混合动力汽车的 S6DM 双模电动汽车。
王传福承认，比亚迪在预测其汽车销售情况和管理经销网络上犯了错误。过
去一年，比亚迪大幅调低了在中国的销售预期，并降低了售价。
另外，王传福表示，比亚迪和戴姆勒(Daimler)将于 2013 年在中国推出它们
联合开发的电动汽车。
比亚迪是全球最大的手机和其它设备可充电锂离子电池生产商。该公司于
2005 年生产出第一款自主品牌的汽车。
比亚迪已成为汽车行业最受关注、日益崛起的生产商之一，因为它在世界上
新兴技术最具潜力的市场，同时生产电池和电动汽车。
2008 年，沃伦·巴菲特(Warren Buffett)的伯克希尔-哈撒韦(Berkshire
Hathaway)旗下的中美能源控股(MidAmerican Energy Holdings)，收购了比亚迪
10%的股份，而比亚迪股价的飙升使王传福跃居次年中国富豪榜榜首。
更近些时候，比亚迪去年将销售预期从 80 万辆削减至 50 万辆，有报道称，
比亚迪的某些经销商没有达到预期销售目标。
2 月，比亚迪将其最畅销的 5 款车型降价 20%，以重新夺回市场份额。
一些汽车业分析师也对中国消费者能否快速接受电动汽车表示怀疑。
▲沃尔沃 50 亿成都建生产基地
沃尔沃汽车公司 2 月 25 日宣布，将在中国建立成都和大庆两个生产基地和
上海总部基地，其中，在成都建立的首个生产基地将于二○一三年落成投产，年
产量达 10 万辆。目标二○一五年达到 20 万辆车销量和中国豪华车市场 20%的份
额。
沃尔沃在成都建立中国首个制造工厂将覆盖中国西部市场，包括一个整车
厂、一个发动机和一个变速器厂，以及与业务发展相匹配的沃尔沃（西部）研究
中心、沃尔沃中国西部零部件采购中心和沃尔沃西部劳动销售中心，项目涉及的
投资额将达 54 亿元。
▲西门子在南京设立全球研发中心
江苏省商务厅３月２日介绍，西门子南京冰箱研发中心日前在南京经济技术
开发区成立。这是西门子家电全球三大研发中心之一，预计成立前三年累计投入
６０００万元，以后每年追加５００－６００万元的研发资金。
西门子公司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电气工程和电子公司之一，南京冰箱研发中
心则是西门子继在土耳其和德国之后，设立的第三个全球研发中心。预计到２０

１５年，南京冰箱研发中心的人员规模将扩大三倍，由目前的４０多人发展到１
３０多人。
截至２０１０年底，西门子冰箱在华市场份额达１３．７％。南京冰箱研发
中心将为中国和世界市场同步发展三个全新的冰箱平台。同时研发中心还组建了
材料科学实验室和供应商开发专家组，从而可以直接通过南京的研发中心释放材
料和供应商，实现材料和供应商甄别的本地化。
目前，中国已经成为西门子全球重要的研发基地，南京冰箱研发中心的启用
拉开了西门子家电以加强研发投入为核心的在华新一轮投资序幕。未来，西门子
将进一步加大其在华的研发力度。
▲西门子家电在安徽再投 8 亿元布局高端冰箱市场
据悉，西门子家电又一冰箱生产基地——博西华电器(安徽)有限公司近日在
安徽省滁州经济开发区奠基。业内人士表示，这一总投资达人民币 8 亿多元的冰
箱基地，将为西门子高端冰箱市场提供强大助力。这一冰箱基地预计于今年 12
月完成，并于 2013 年正式投产。
据悉，早在 1996 年西门子家电就在滁州建立了一个主要生产下置冷冻室冰
箱及对开门冰箱的生产基地，此次奠基的第二个工厂，将主要生产双开门、三门、
多门冰箱。
值得关注的是，此次奠基的滁州工厂，将与 2 月 28 日新成立的南京冰箱研
发中心形成合力，为西门子冰箱在中国市场的研发和生产注入持续的活力，这标
志着西门子家电“德国-中国-土耳其”核心架构的建立。
▲民企华富集团在俄远东地区建设大型建材市场
中国进出口银行黑龙江省分行与黑龙江省黑河市华富集团日前签订了１．５
亿元人民币境外投资贷款合同，支持这家中国民营企业实施“俄罗斯阿穆尔州建
筑装饰材料批发大市场”一期工程建设。
据华富集团董事长何文安介绍，在俄罗斯远东地区，中国企业生产的陶瓷、
铝塑钢等建筑装饰材料可谓质优价廉，非常受俄罗斯人欢迎。华富集团看好这一
市场机遇，开始筹资建设“俄罗斯阿穆尔州建筑装饰材料批发大市场”，并计划
将其建成俄罗斯远东地区最大的建材市场。全部工程将分两期进行，目前一期工
程已经开工，预计今年夏季完成。建成后，该市场将成为促进黑河市与俄罗斯阿
穆尔州布拉戈维申斯克市“双子城”加强经贸往来、文化交流的平台。
中国进出口银行黑龙江省分行行长蒋鞠华表示，支持华富集团建设“俄罗斯
阿穆尔州建筑装饰材料批发大市场”，意在带动中国建材产品出口，并对中国民
营企业走进俄罗斯远东地区市场起到示范作用。
黑河市位于中国东北边陲，与俄罗斯阿穆尔州首府布拉戈维申斯克市隔黑龙
江相望，被誉为“中俄双子城”。
▲丰田汽车和中国一汽的吉林合资厂有望年底投产
消息人士 3 月 1 日表示，丰田汽车和中国第一汽车集团公司合作在吉林省建
立的新厂有望在年底投产,原本计划于 2012 年上半年投产.正式开工日期尚未确

定.
工厂设在长春,料每年将组装 10 万台卡罗拉(Corolla)汽车,令丰田在中国
的产能达到 90 万台.
▲亚太环通落户重庆打造离岸数据管理实验区
据报道，继与阿里巴巴网络有限公司签订战略合作备忘录共同打造国际云计
算产业基地后，重庆市政府３月２日又与亚太地区最大的独立电信服务提供商亚
太环通（ＰＡＣＮＥＴ）签订战略合作备忘录，双方将着力在渝构建全球领先的
离岸数据管理实验区。
根据合作备忘录，除共同打造离岸数据管理试验区外，双方还将创建进一步
促进离岸数据产业发展的政策环境。
具体合作协议签订后，亚太环通（ＰＡＣＮＥＴ）在中国投资的合资子公司
太平洋电信将成为第一家签约入驻重庆国际离岸云计算特别试验区的具有国际
背景的企业，并运营至少一个有１５００个机柜左右的数据机房为园区提供云计
算相关服务。
重庆计划在两江新区约１０平方公里区域内建设国际离岸云计算数据特别
管理区，区内分三期规划将修建占地约为３平方公里的符合国际标准的数据机
房。
重庆市经信委主任沐华平表示，太平洋电信项目落户重庆对于重庆市正着力
打造的国际离岸数据云计算中心具有重大的标志性意义。它将为试验区国际数据
出入提供足够海缆带宽，并吸引跨国企业加快将离岸数据处理业务向重庆转移。
▲广东省机场集团与新科宇航合资公司挂牌成立
３月２日，广东省机场管理集团公司与新加坡科技宇航有限公司在广州正式
成立合资公司——广州新科宇航科技有限公司。这意味着全球知名飞机机身维修
企业正式落户广州。据介绍，新科宇航广州飞机维修基地有望今年上半年开工建
设。
广州新科宇航科技有限公司注册资金为４０００万美元，远期总投资将超过
３５亿元人民币。广东省机场集团持有合资公司５１％的股份，新科宇航持有合
资公司４９％的股份。广州新科宇航的地址位于白云机场联邦快递亚太转运中心
北侧，主要业务为民用飞机的大修与改装，包括Ｂ７４７的客机改货机、未来Ａ
３８０的维修检查，以及相关零部件的制造维修等。据悉，广州新科宇航也是广
东省和东盟合作的首批启动项目之一。
根据发展规划，广州新科宇航的第一个机库预计于今年年底建成，同时启动
第二个机库的征地建设工作，１０年内公司将陆续建成６个机库。根据未来发展
情况，广州新科宇航远期还规划预留另外５个机库发展空间。届时，广州新科宇
航与南航将拥有１５个左右的飞机维修库，白云机场有望成为全球最大的飞机维
修基地。
新加坡科技宇航有限公司是新加坡淡马锡旗下上市公司新科工程的全资子
公司。飞机维修业作为新加坡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的龙头行业，占新加坡Ｇ
ＤＰ的５％。广东省机场集团是广东省省属大型航空运输企业，目前辖有白云、
汕头、湛江和梅县四个机场。

▲中化与哈磷公司进行战略合作
中化集团２月２８日宣布，与哈萨克磷公司（以下简称哈磷公司）签署战略
合作框架协议。
中化有关人士表示，目前还只是一个合作框架，并没有确定具体的交易金额。
哈磷公司拥有丰富的磷矿资源，是哈萨克斯坦一家集开采、加工和生产于一
体的磷公司。
事实上，对于磷矿资源相对丰富的中国，中国并不鼓励磷矿出口，目前磷矿
主要集中在湖北和云南，但富矿并不多，多数矿山品质一般。
中化方面表示，与哈磷公司在磷矿资源、融资能力、技术开发、生产管理及
市场开拓等方面具有较强的互补性和合作潜力。
▲美国 PPL 将收购意昂集团旗下英国电网业务
美国电力公司 PPL3 月 1 日发布声明表示,将以 35 亿英镑现金(约合 56 亿美
元)收购德国公共事业公司意昂集团(E.ON)旗下的英国电网业务,旨在成为英国
被监管资产价值最大的电力经销商.
知情人士表示,PPL 击败竞购对手香港亿万富翁李嘉诚,但同时要承担英国
电网 5 亿英镑(约合 8 亿美元)的债务.
PPL 在声明中称,此项交易料将于 4 月初完成,被监管资产价值总计将为 78
亿美元,成为英国最大的电力网络配送公司.
意昂集团旗下 Central Networks 为英国第二大电力经销商,向 500 多万用户
供应电力.这些用户将并入 PPL 现有的在英格兰西南部和威尔士南部和西部的
260 万用户之中.
意昂集团出售资产的举措对其也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约 15 亿欧元的资产
将被剥离.这是与 PPL 进行的第二大笔交易,去年 PPL 以 67 亿美元现金收购了意
昂集团位于肯塔基州的电力部门.
▲泛美能源宣布收购埃克森美孚部分资产
阿根廷布里达斯公司 3 月１日发表声明称，阿根廷泛美能源公司（泛美能源）
与美国埃克森美孚公司签署协议，收购后者在阿根廷、乌拉圭和巴拉圭的部分资
产。
泛美能源由阿根廷布里达斯公司和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共同控股，后者拥有
泛美能源５０％的股份。
声明中说，泛美能源将收购埃克森美孚在阿根廷分公司——埃索石油公司的
７２０个加油站、位于布宜诺斯艾利斯省坎帕纳的一座年加工燃油４３０万立方
米的炼油厂、工业、航运和航空燃油业务以及埃索公司在阿根廷中部圣菲省的两
个成品油分销站。
声明中没有公布收购协议的具体金额。分析人士认为这宗收购交易的金额约
在６亿至８．５亿美元之间。
埃索石油公司在阿根廷、乌拉圭和巴拉圭的石油勘探和生产以及位于布宜诺
斯艾利斯的“商业支持中心”不在此次收购交易范围内。

根据双方达成的协议，布里达斯公司还成为埃克森美孚公司在阿根廷销售润
滑油的特许商家。
据报道，泛美能源将就这宗收购交易向阿国家能源秘书处和反垄断委员会提
请报批，所需时间约为３至６个月。
分析人士认为，这笔收购交易完成后，泛美能源将形成包括石油勘探和生产、
提炼、加油站业务在内的完整产业链条，不仅能够巩固其阿根廷第二大石油公司
的地位，而且缩小了和第一大石油公司ＹＰＦ的差距。
▲富士胶片收购生物制药公司
日本富士胶片控股株式会社 2 月 28 日表示，将收购美国默克公司旗下两家
生物制药公司的全部股权。
富士胶片称，此次收购的默克公司资产包括其位于美国北卡罗来纳州三角研
究园的 Diosynth RTP LLC 及位于英国白金汉的 MSD Biologics（UK）Ltd.，两
家公司主要生产用于生物药物临床研究的相关产品。声明中并未公开收购的价
格，据日本媒体早前的报道称，交易金额大概在 400 亿日元。
由于胶片业务不尽如人意，富士正在将其业务范围逐步扩展到其他领域。
2010 年，该公司宣布将成立一家合资公司，以开展基因生物药物的研发工作。
同年，富士收购了日本再生医疗学会总会。今年 1 月，富士胶片在华正式推出化
妆品。
▲凯雷将以 700 亿日圆收购日本轴承生产商
消息人士 3 月 1 日透露，美国私募股权投资公司凯雷投资集团(Carlyle
Group)计划以 700 亿日圆（合 8.54 亿美元）收购日本轴承部件生产商 Tsubaki
Nakashima Co.，并将承担其债务。
凯雷投资集团将从野村控股(Nomura Holdings Inc.)手中收购 Tsubaki
Nakashima 的股权。
▲道达尔入股俄天然气巨头
法国最大石油企业道达尔集团３月２日发表新闻公报，宣布与俄罗斯第二大
天然气生产商诺瓦泰克结成战略联盟，将在未来３年大幅增持这家俄罗斯能源企
业股份。
根据双方达成的协议，道达尔将出资４０亿美元，在今年４月购入诺瓦泰克
１２．０８％股份，并获得一个董事席位。并且，道达尔所占股份比例将在此后
一年内增至１５％，三年内增至１９．４％。
此外，道达尔将获得亚马尔半岛液化天然气项目２０％股份，诺瓦泰克将保
留５１％股份。道达尔将获准开采探明储量约８亿桶油当量的气层，到２０２０
年日均产量将达９万桶油当量。亚马尔半岛液化天然气项目位于北极地区，已被
俄罗斯政府宣布为国家利益项目，并采取多项措施来保证开发。
道达尔首席执行官马哲睿说，道达尔将继续执行其战略，在天然气生产国与
当地企业缔结合作伙伴关系，进一步巩固其在天然气行业中的领导地位。道达尔
从１９８９年开始进入俄罗斯油气开发领域。

诺瓦泰克是俄罗斯第二大，也是最大的独立天然气生产商，约占俄罗斯国内
市场份额的１０％。２０１０年产量为３７８亿立方米（包括日均７５万桶油当
量凝析油）。
▲日韩财团将收购巴西稀有金属公司股权
韩国国民年金公团(National Pension Service)3 月 3 日称，由日本和韩国
企业组成的一个财团计划以 19.5 亿美元收购巴西稀有金属矿业公司 Companhia
Brasileira de Metalurgia e Mineracao (简称 CBMM) 15%的股权。
CBMM 开采并加工铌矿。铌是一种重要的稀有金属，可用于生产汽车钢材和
管道等高端产品。
韩国国民年金公团称，财团成员包括：日资钢铁生产商 JFE Holdings Inc.
和新日本制铁(Nippon Steel Co.)、日资贸易公司双日株式会社(Sojitz Co.)、
日本政府资助的 Japan Oil, Gas & Metals National Corp.，以及两家韩国机
构韩国国民年金公团和浦项综合制铁公司(POSCO)。
JFE Holdings、新日本制铁、双日株式会社和 Jogmec 均拒绝置评。记者未
能立刻联系到浦项综合制铁公司就此置评。
韩国国民年金公团发言人 Kim Seok-joo 称，日资企业总计将获得 CBMM 10%
的股份。余下 5%的股份则由韩国机构获得。Kim 称，浦项综合制铁公司和韩国国
民年金公团将分别获得 2.5%的股份，总计价值 6.5 亿美元。
乔布斯给中国 CEO 的三堂课
财经作家、《中国企业家》网站主编金错刀 2 月 28 日发表文章认为，苹果
CEO 乔布斯给中国 CEO 上了三堂必修课。
2 月 24 日是乔布斯的生日。这个双鱼座男人，在他过去的 56 年里，人生彪
悍，狠字当头。他既是硅谷的首席创新总监，商界贝多芬，IT 业的拿破仑，也
被称为“美国最粗暴的老板”
。就在去年，他骂过谷歌的“不作恶”是狗屎以后，
又痛骂 Adobe Flash。
但是，乔布斯正变得虚弱。他的近况不太好，甚至有谣言说他“只有六周生
命”。大家都在猜想，离开乔布斯的苹果该走向何方？
不管如何，有理由相信：乔布斯为这个世界透支了生命。乔布斯在斯坦福曾
经有个著名的演讲：
“提醒自己快死了，是我在判断重大决定时，最重要的工具。
因为几乎每件事，所有外界期望、所有名誉、所有对困窘或失败的恐惧，在面对
死亡时，全都消失了，只有最重要的东西才会留下。”
乔布斯对中国商界也有着标杆性的意义。他是田溯宁眼中的梦想战士——不
逊于雷锋、杨振宁、陈景润的英雄；他是李开复眼中的创新教父——拥有跟随内
心与直觉的勇气；他是马云眼中的趋势大师——热情、主见和雄辩；他是王志东
眼中的大侠——类似于《侠客行》里的石破天；他是潘石屹眼中的冒险商人；他
是唐骏眼中不求物质的理想派。
乔布斯有很多标签。对于中国 CEO 而言，什么才是乔布斯最重要的东西？我
想，乔布斯给中国 CEO 上了三堂必修课。
第一堂课：深度理解“人性”，而非技术。
不少人会疑问：为什么不是设计？

我认为，在乔布斯的哲学里，设计很重要，设计是手段，但不是本质。如果
设计是乔布斯的关键法则，那又如何解释 NeXT 的失败？当时的 NeXT 电脑可谓酷
的一塌糊涂。
先看看最近的热点：苹果市值超过微软 1000 多亿美元，相当于超越了一个
惠普。这是很奇妙的超越，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微软算是乔布斯的头号大敌，他
靠着痛骂微软和盖茨建立了自己的品牌个性。而惠普，则一度是乔布斯特别想赶
超的公司，事实上，乔布斯的硅谷之梦起源于惠普。
苹果的超越，的确有着革命性的意义，它不仅是一个公司的胜利，也是一种
路径的胜利。相对于微软、惠普这种技术大拿型公司，苹果市值的狂飙，一个至
关重要的背景是移动互联网。依靠 iPod、iTunes、iPad、iPhone 等终端，乔布
斯已经建立了一个庞大的移动帝国。
很有意思的是，近 10 年来，IT 业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并非技术派先驱
的苹果基本都踩对了点——从 PC 到消费电子，从互联网再到移动互联网。乔布
斯靠的不是一种技术导向，说我要称霸移动互联网什么的，而是基于深度理解“人
性”后的殊途同归，换句话说，这是一种基于“人”的竞争力。
乔布斯的人本竞争力有三个关键词：
1、乔布斯的哲学是“做正确的事”。这个正确，指的不是技术，不是设计，
不是美学，而是“人性”。
事实上，乔布斯眼中的“正确的事”，在一开始都显得很反传统、非主流。
举个例子，1998 年，乔布斯推出 iMac 的时候，机器没有软驱。现在看来这
没有什么，但在当时引起了媒体和顾客的强烈抗议。一些权威人士分析说，缺少
软驱是一个致命错误，iMac 注定会失败。
乔布斯当时进行了言辞激烈的批驳。他说，“看吧！你应该要做正确的事。
就拿软驱来说，人们就是脑袋不清楚。谁要把 4GB 的硬盘资料备份到 1MB 的磁盘
上？”
乔布斯相信，软驱将逐渐被淘汰。抛弃软驱、使用 USB 接口后来成为 iMac
超前一步的亮点。
乔布斯靠着这种对消费者心理的“深潜”，不断制造颠覆，再比如 iPhone。
iPhone 的多点电感触屏，采用的并非笔触屏（电阻式触摸屏），而是更为先进的
指触屏（ 电容式触摸屏），用手指点就可以。而那种笔尖才能点的触屏，很容易
发生误点或漏点。
另一个细节是，iPhone 有红外感应功能。当你将 iPhone 贴着脸部打电话时，
iPhone 会自动关闭屏幕省电。
这并不是多高明的技术，但为什么不少标榜以人为本的公司却没想到？
2、打造 A 级人才的“海盗团队”。
1 名出色员工=50 名平庸员工。
募集网络一流人才，或者说组建由一流的设计师、程序员和管理人员组成的
“A 级小组”，一直是乔布斯最核心的工作。乔布斯一生大约参与过 5000 多人的
招聘，估计能入他法眼的人并不多。
乔布斯发现人才的一个法则就是，拷问这个人才的基本面、激情、创新以及
应对压力的能力。比如他会问一个必问题：
“你为什么来这里？”不少人被问倒。
这是因为，乔布斯要求，面对一个问题，关键是要找到一流的解决方案，而
非短时间奏效的解决方案。创新工场董事长李开复就对在苹果的这段经历印象深
刻。李开复加入苹果时才 28 岁，当时是在语音识别项目组，大部分都是年轻人，

有一些人比李开复还小。但他们是美国软件业的精英，他们热爱并传承着苹果文
化。
在苹果，
“感情用事”可是个重要词语，苹果的设计师称呼自己的产品为“这
个伙计”。
正是这种独特气场，才是苹果能够做到“深潜”的核心。
乔布斯 1994 年在麦金塔诞生 10 年时有一段真情告白，可以作为他理解“人
性”的一个法则：“唯有深入问题的核心，才能明白其复杂性，也才能找出其根
本的解决方案。大部分的人做到这一步，通常就会停下来。可是真正了不起的人
却会继续探索，最后终能找出隐身于问题背后的症结之所在，进而提供一套漂亮
而优雅的解决之道。这就是我们在设计麦金塔时的野心。”
3、应用创新是王道。
什么是创新的关键？
不少公司认为技术、研发费用是关键，而乔布斯却认为，钱不是关键。先看
看微软的研发投入。2006 年，微软在研发方面的投资为 60 亿美元，2007 年又提
高到 75 亿美元。苹果公司在研发上的投资比微软少得多，但是获得的收益并不
少。
乔布斯曾讽刺微软说，“这就表明，并不是什么东西都可以用钱买得到的。”
而苹果市值超微软+惠普的背后，也意味着游戏规则的变化：一个 由“技术
创新”驱动的时代徐徐落幕，一个“应用创新”时代的大幕已然开启。
乔布斯走的其实就是一条应用创新的路径。他擅长激发创意人才的潜力，产
品都能深深打动人的心灵。乔布斯信奉“烤面包机”哲学——抛弃繁杂的技术路
线，寻找打动消费者内心的最直接路径。不管是 iMac，还是 iPad、iPhone、App
Store 都遵循这种应用创新理念。
苹果公司内部有不少这样的故事。1980 年的一天，乔布斯带着一本电话薄
走进一场设计会议，并把电话薄扔在桌子上。他说：“那是麦金塔能够做的最大
尺寸，绝对不能更大。如果再大，消费者会受不了。”
当时，房间的人都傻了，这本电话薄只是过去出现过的电脑的一半大小，实
现它是根本不可能的，那些电脑配件、CPU 等绝对无法放进那么小的箱子里。
后来，他又要求把笔记本电脑做到最薄，甚至能放到牛皮纸袋里。
当然，乔布斯也有不少大的失败，比如 NeXT 电脑、PowerMac G4 电脑、Apple
TV。他也并非能够完全搞定消费者的神人。但对中国 CEO 而言，这种以“消费者
为中心”的应用创新模式有着非同一般的意义。
第二堂课：持续狂奔的“产品挑选人”。
“产品挑选人”是一个硅谷术语。根据惯例，新成立公司的第一个产品必须
成功，或者说，第一个产品必须是“杀手级”的，如果第一个产品没有成功，这
家公司必定失败。
但是，很多新创公司只有一群拥有才华与想法的工程师，但却没想好要开发
什么产品，这时候，就必须要由一位“产品挑选人” 来领导，从众多想法中挑
选出最关键的。
乔布斯是一个强悍的产品挑选人，而最厉害的是，他的持续狂奔，不断升级，
把很多公司抛在脑后。相反，不少公司陷入绝境，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产品挑选人
缺位——要么是创始人离开，要么是创始人不能持续升级，要么是后继乏力。
做一个持续狂奔的“产品挑选人”，乔布斯也有三个关键词：
1、让产品人成为公司的核心。

乔布斯曾经说过，当产品人不再是推动公司前进的人，而是由营销人推动公
司前进，这种情况是最危险的。
乔布斯的一个重要工作就是聚焦于产品，他称之为苹果的地心引力。“市场
需要一种以产品为导向的文化，在技术公司也是如此。很多公司有非常杰出的工
程师和聪明的员工；但是从根本上而言，这些公司需要将所有一切集合在一起的
“地心引力”。否则，你得到的可能就是漂浮在宇宙中的一个又一个了不起的技
术片段。这些技术片段无法组合在一起产生伟大的作品。”
反观很多中国公司，度过创业期之后，产品人开始严重缺位，利润中心化、
官僚化开始泛滥，大公司病成为顽疾。
2、苹果式商业“变现”的秘密。
乔布斯不仅是个用户体验高手，也是一个商业变现高手。
他的商业模式，大概有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优质优价模式。
乔布斯在创业初期，重返苹果的早期，都采用了这种模式。他甚至底气十足
地说：“我们的目标并不在于制造出市场上最廉价的产品，而是制造出最优良的
产品。如果这意味着麦金塔系列产品有时必须比别人贵上百分之十至十五，就让
它们比别人贵吧。”
第二阶段是“硬件+软件”的吸金组合拳。先是以优质优价吸引苹果粉丝。
2001 年 iPod 刚推出时价格高达 399 美元，随后容量更大的 iPod 推出，定价 499
美元。再随后，苹果吹响进攻大众市场的号角，iPod mini 定价 299 美元，而 iPod
shuffle 才 99 美元。然后，推出衍生周边产品，比如 iPod Hi-Fi。
更厉害的吸金手段是软件，比如苹果的 iTunes、App 商店。
这个吸金组合拳是逐步完善的。苹果接下来推出的 iPhone、iPad 等明星产
品，都重复了类似的吸金线路。
3、升级为不怕“企鹅难题”的平台。
乔布斯对苹果的最大贡献，可能是把苹果从一个消费电子公司升级为一个平
台公司，以硬件来带动平台，再以平台来扩大新的硬件需求。
香港中文大学决策科学与企业经济系教授杜志挺认为，乔布斯利用平台的网
络价值，来克服另一个平台的企鹅难题。
所谓企鹅难题，就是由于没有人愿意负担高风险，在一个平台的价值仍然很
低时率先采用这个平台，导致这个平台因不堪亏损而消失。
说的直白点，苹果的方法就是，先用 iPod 来卖 iTunes，再以 iTunes 来卖
iPhone，用 iPhone 来卖 App Store，然后再靠 App Store 卖 iPad。
只要是产品得力，这个平台会越扩越大。这可能是乔布斯给苹果的最大遗产，
因为再明星的产品也有生命周期，而平台则有着更强大的内生力。
国内互联网公司被称为平台级公司的，像腾讯、百度、阿里巴巴，差不多也
都遵循了类似思路。
第三堂课 ：做不好品牌，就不是好 CEO。
这堂课也许是难度最低的，因为中国 CEO 大多都是品牌好手。但是，乔布斯
把苹果品牌做成了一个近似于宗教的存在。
乔布斯认为，品牌仅次于技术。他有一个品牌秘方：革命性技术与营销的结
合才是苹果成功的关键。乔布斯的品牌秘方也有三个关键词：
1、布道者乔布斯的明星效应。
乔布斯其实就是苹果的第一大品牌。他拥有非常强大的煽动力，有着传奇故
事、跌荡人生，以及让人爱恨交织的狠招。想想他在 1983 年如何说服百事可乐

总裁约翰?斯卡利加盟苹果说的话：你想卖一辈子糖水，还是改变世界？
乔布斯在品牌上的确有一手，就是擅长与众不同地做事情。1997 年，乔布
斯重返苹果时的一大拯救战略就是聚焦品牌。他说：“苹果公司每年花费 1 亿美
元做广告，但并没有取得很好的效果。我们将继续用每年 1 亿美元来做广告，但
这一次要取得好的效果。”他靠改变打法来赢。
2、苹果的品牌“基因”强大。
这种基因不是一朝一夕炼成的。我的考证表明，它可以追溯到 1978 年。当
时，负责公关与市场的专家麦金纳为苹果制定了三条品牌黄金法则，写在一份字
迹模糊不清的备忘录上，这份文件也是多年来苹果每位新进员工必读的金科玉
律：
理念——如能将心比心地对待客户的话，我们将比别的公司更了解客户需
要；
重点——优先做好已决定的事，次要的事情予以剔除；
做法——人们常以封面判断书本，以业务核心来判断公司，以品质来判断产
品的良莠。
3、与用户共建品牌。
苹果是极少的能把顾客纳入到品牌传播体系中的公司。乔布斯从一开始，就
亲自管理电脑迷的各种组织，这是他“分享财富”计划的根本。苹果公司乐于帮
助他们分享软件或专业知识，因此产生了一批死忠的苹果粉丝。他们把苹果电脑
的观念推销出去，影响至深，同时，这也成为苹果吸纳新员工的重要来源。
乔布斯试图与顾客共建品牌。由苹果负责“引爆”
，由广大的顾客免费参与
传播。
苹果的产品也体现着用户的投票权，赋予消费者更高的“权力”
。比如，社
会学家曾做过研究，iPod 有着鲜明的社会学意义，它让消费者拥有更庞大的音
乐控制权。
另外一个例子是苹果的品牌体验店，很奢侈，很梦幻。乔布斯说，它不只是
“简单”的商店，而是苹果顾客交流意见的场所，体验新产品的梦幻之地。
这就是乔布斯之道。
“以微小方式改变世界”——光有雄心和豪情远远不够，
一定要有切实可行的战术和手段来实现它。对中国 CEO 而言，这其实比盖茨之道
更容易复制。
日本“产商融”结合的模式值得中国企业借鉴
著名财经作家、日本财团研究专家白益民日前指出，产业链模式深深根植于
日本的经济模式中。说到三井财团，首先要明白三井财团代表的不是企业模式，
而是典型的日本经济模式。对比日本和美国的经济模式，可以看到这样一个现象，
很多产业都是美国先做起来，比如收音机、洗衣机、电视机、汽车等，但是做到
一定阶段，特别是二战以后七八十年代，就基本被日本接管。
在产业竞争中，美国模式是失败的，也就是说它的经济模式在产业链全球竞
争中并不是好的模式。美国模式在短期内发展迅速，但可持续性不强。自从日本
在家电、数码产业打垮美国，又在汽车制造领域里打垮美国，美国的制造业实际
上已经被掏空。后来，在失去了全产业链的竞争优势后，美国在其他方面弥补了
全产业链的战败。
日本的这种财团模式是一种可持续性的、能够在几十年里占据产业链高端核

心位置的模式。美国在技术创新和金融领域有优势，但长期来看，日本的经济模
式，通过全产业链的控制，最终赢得了长期可持续发展。
农耕模式 PK 游牧模式
日本模式类似农耕模式，美国模式类似游牧模式，而任何经济模式都有它的
文化属性。在两种不同的文化背景下，人的行为方式、组织模式、发展模式及体
制都会产生各自的特点。研究三井财团的产业链模式，首先要回归到整个日本的
文化特点上来。
日本的经营文化实际上是源自我国江浙传统的农耕文化。所谓农耕，就要播
下种子、插秧、施肥，还要除草，而且耕作需要各种工具，这些工具要制造；在
种庄稼的过程当中，可能会因为雨水过多而造成内涝或者因为缺少雨水而造成干
旱，为此还要建水库、引渠、灌溉。这样一来，就需要有人专门做种子的事情，
有人做工具的事情，有人负责水库，有各种产业围绕着这个主业形成产业链，形
成一个系统。
而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北方战胜南方的庄园主，北方游牧文化占据美国文
化的主导地位，倡导自由竞争。游牧文化是用放牧的方式，把牛羊赶到有水草的
地方，而不是安定下来精耕细作。现在的中国，其实采用的是美国的经济模式。
中国人或美国人看到贫瘠的地方，就会找好的地方去，人才是这样，资金也
是这样，嫌贫爱富。如何能与稳定的日本产业链抗衡呢？日本的经济模式，实际
上是以产业为基础，他们认为产业是不会倒闭的，所以把钱投入里面精耕细作。
在中国，也有人说我们在做产业链整合，但都是美国式的思维，只是简单的
进出资本。日本的资本进入并不是为分红，而是交叉持股。中国的企业缺少“产
商融”结合体制，没有综合商社这样的关键性产业组织者。
“产商融”结合体制
日本的模式实际上是产业、商业和金融相结合的财团模式，这套体制促使了
产业控制力的增强，而其核心就是综合商社。商业与产业的关系是什么？商业把
各个企业连接起来。另一个组成财团的重要部分是金融控股集团，这个金融机构
和综合商社形成一种联系，然后和产业进行结合。所以，并不是某个企业控制了
一个产业，而是要结合商业和金融。
回过头我们看日本的企业，像三井这样的大企业里的东芝、丰田、石川岛播
磨等，都有金融集团持股。综合商社和财团内的企业，如东芝、丰田等在很多产
业的节点上都有合资关系。商社又形成贸易、买卖，在这种情况下又形成了一个
网状结构。你看到的每一个企业都是某一个网上的节点，它形成的与其叫产业链，
不如叫产业网。
而中国的企业不但没有形成产业网，产业链都没形成，大家是相互竞争的关
系，而不是一种共生的关系。企业和商业之间是对立关系，所以我们经常能够看
到家电企业和国美的纠纷。而日本已经通过财团将这些企业形成为命运共同体。
三井财团是一个新型的家族企业，但它不再是依靠自然人的血缘关系界定家
族成员，而是以企业法人之间的资本关系形成新型的命运共同体，依靠终身雇佣
制、年功序列制、企业内工会在维系整个财团体制的稳定。从另一个角度看，这
个财团实际上是一个长期稳定、从事专业化分工和协作，相互紧密依赖，有共同
文化理念的人群的集合体。它围绕全套完整的产业链而构造，使整个产业协调统
一发展。经过现代企业制度的改造，它已经成为真正的社会企业，被日本人称为
“国民企业”。
在这个新型的、现代化的家族式企业集团中，主办银行（或金融集团）扮演

父亲的角色，通常决定家属成员的血缘关系和姓氏归属，是家庭成员稳定的经济
来源。而综合商社扮演了母亲的角色，它负责生儿育女（众多的制造业），对孩
子的教育和成长施加影响，并为儿女长大后外出求学与发展谋划（获取情报），
甚至为子女选择对象和操办婚嫁（创办合资企业）。
要是你深入到综合商社里面，你会看到首先它是一个贸易公司，但与买办代
理型贸易公司不同，它更是一个连带投资型的综合贸易公司。就像三井物产的社
长所说，从卫星到鸡蛋，它可能什么都做。但它不是百货商店，综合的意思其实
是集成，通过集成来发挥综合效应。它以贸易为平台，介入到产业里面，同时又
有金融的服务功能。综合商社在日本又被称为“第二银行”，或“影子银行”，但
它与单纯的银行又不同，有投资银行的功能，又有对关联中小企业的融资功能，
它对关联的中小企业的帮助并不是融资那么简单，比如它还包销它们的产品。像
三井物产作为三井财团的母体，已经培育出众多的世界级企业，三井财团体系内
的五百强企业更是一大把，其中就有丰田、东芝、索尼、三井住友银行、商船三
井、三井造船、石川岛播磨重工、三越百货等知名企业。
这种模式在面临全球产业转移浪潮时是丢不掉的，不像美国，一转移，美国
就丢掉了整个产业。所以你看到日本这么多年始终占据全球制造业的中心，而美
欧的制造业日益空心化。
与其说三井财团有很强的控制能力，不如说它们一直在坚持自己的文化，以
产业为根基，精耕细作。它们并没有去控制谁，而是按照自己的信念和方式，以
产业为根基，踏踏实实地工作，没有因为这块田地贫瘠，就转移地方，而是想办
法给它施肥，灌溉，把这块地种起来。你认为它是控制，而实际上它们是扎根下
来。
中国最大的问题在于没有产业组织者，为什么我写了《三井帝国在行动》在
国内引起强烈地反响和重视，实际上是告诉大家中国的经济模式缺少产业组织
者，而我们把它理解成控制者。其实它的控制来自于你的缺失，如果你也有自己
的产业组织者，你也有商社，你也有财团，形成“产商融”三位一体结合的经济
制度，就不可能被人控制，因为你已经形成自己的一套产业体系。
交错布局渗透产业链核心
中国企业无论是收购资源、技术还是品牌，其实和打仗一样，无非是想占领
那块阵地。打仗的话，你必须把周围的情况弄清楚，一上来就火力猛攻一个阵地，
而没有一个铺垫过程，或者急于把主力部队开过去，动静很大，对方很快就能把
你的主力给阻击住。
在这个方面，日本走过的路非常值得我们学习。日本企业往往是分路包抄，
比如说它的综合商社先布局，财团的关联企业分散开来，采用合资的形式，先在
一个山头入股，再在另一个山头入股，通过此类的布局先建立人脉关系。其实最
后能否完成收购，关键的还是这些被收购方的人是否认同你。如果他们把你当作
伙伴而不是敌对的收购，那么趁他们危机或缺钱时再去收购，对方反而是欢迎的。
在争夺印尼东部的天然气资源时，中海油当时买了印尼东固气田的部分股
权，当时英国的天然气公司想出售它在东固的股权，三井物产也想买这个股权，
但三井物产并没有直接入股，而是它的一个合资企业入股了。当时中海油获取了
优先认股权，当英国天然气公司要卖的时候，中海油就启动了优先认股权阻击了
三井物产。虽然三井物产没有进去，但实际上东固气田的股份里，除了英国的天
然气公司及 BP 外，大部分都是日本的资本，包括双日、丰田通商、三菱商事等，
但它们都是以合资的面目出现的，从外面是看不到日资的。日资通过这种方式，

实际上已经把东固气田 50%以上的股权拿到手了。虽然中海油阻击了三井物产，
但其他的日资公司也启动了优先认股权，最后中海油多拿了 4.5%的股权，但日
资企业多拿了 6%的股权。
日本综合商社靠什么向产业链上游延伸？实际上是一个产业投行，它不是美
国式的金融投行。产业投行的思维类似商人思维，有点类似浙江的温州人。他们
先去跟人打好交道，与当地政府打好交道，然后再带领一群企业杀过去，不仅各
个企业之间的资源汇集、情报汇集，而且其背后还有主办银行的金融支持。而中
资企业，往往就是一家，中铝、五矿等的海外收购都是这样，基本上都是依赖投
行，没有协作单位，也没用关联企业的支持，更不能在整个产业链条中做长远布
局。
日本人在二战后是没钱的，没钱的情况下它们用什么方式扩张，用什么方式
与其他国家竞争呢？他们首先是综合商社先出去，先完成情报工作，先了解当地
的资源，产业情况，先建立办事处，先从做贸易开始，然后金融资本利用商社的
情报力量获取投资信息，接下来再把产业资本引入，在当地企业入股，办合资或
独资公司等。日本的这种财团体制实际上脱胎于二战前的日本财阀体制，在这个
体制内部，有主办银行，有做贸易的综合商社，有做实体产业的公司。
但二战后，日本的财阀体制被美国人解散了，当时美国人认为财阀体制是战
争的根源之一，将包括三井、三菱、安田等在内的几大家族财阀解体。像三井物
产这类的综合商社，也被分割成 170 家小公司。上世纪 50 年代初，日本的这些
企业又重新聚合，逐渐形成了三井、富士、第一劝银、三菱、住友等财团。原来
的家族关系变成了相互持股的关系，实际上还是变相的家族主义，集中力量做事。

企业信息员园地
论企业社会责任及其体系构建
特约信息员：盐城市企协 王协忠
责任是指行为主体在其行为过程中之于其相关的所有因素应负的职责与应
担当的任务。与责任概念相对应,企业社会责任(CSR)是指企业在所从事的各种活
动当中,应当对所有利益相关者承担相应的责任。从本质上看,国际上普遍认同的
社会责任理念包括:企业在创造利润、对股东利益负责的同时,还要承担对员工、
对社会和环境的社会责任,包括遵守商业道德、生产安全、职业健康、保护劳动
者的合法权益、节约资源等。
从内容来看,企业的社会责任可细分为道德责任、经济责任、文化责任、教
育责任、环境责任等几个方面。道德责任是指企业作为一个企业公民所要遵循的
社会公德;经济责任指企业要为社会创造财富,提供物质产品;文化责任和教育责
任则体现在企业要为员工提供符合人权的劳动环境,教育职工在行为上要符合社
会公德;环境责任需要企业在生产方式上符合环保要求。这其中企业道德责任是
最基本的,它是其他几种责任的主线与核心,其他责任都是企业道德的延伸和具
体体现。
一、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意义
企业承担社会责任,是企业自身伦理道德的要求,社会责任正在成为制约未
来企业竞争力的新要素。在企业竞争力的问题上,企业的社会责任感不仅对企业

本身,而且对当地的社会都会产生深远的影响。管理者和企业有责任感的行为,
可以满足公众期望,树立良好的公共形象,给自身带来长期有益的收获;企业承担
社会责任行为,可以平衡个人与企业的权利与义务,可使员工和社会受益,使包括
股东在内的所有企业利益相关者受益;履行社会责任,可以使企业减少政府管制,
降低风险,扩大市场影响力,提高企业的盈利能力;社会责任声誉较好的企业能够
吸引更多更好的员工,吸引优秀人才资源并且使员工对企业产生强烈的认同感、
荣誉感和归属感,这些都将促进生产效率的提高。
二、企业社会责任的缺失表现
企业既是经济主体,同时也是道德主体。作为道德主体,它们在开展活动时应
该遵守广泛接受的伦理原则,努力做合格的企业公民,履行应尽的社会责任与义
务,然而,由于经济中心主义盛行,经济的片面发展导致许多企业的社会责任缺失
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责任意识淡薄
许多企业仅仅把自身定位于一个经济实体,片面强调企业的经济利益,经营
中以经济利益为唯一目标,忘却和否定企业应具有的社会目标,忽视乃至排斥它
所具有的伦理意义,导致企业责任感丧失,如出现假冒伪劣、坑蒙拐骗等极不正常
又难以根治的社会病疾,原因就在于此。从假药到假种子假化肥、从南京冠生园
用陈年馅料做月饼到九江、钱塘江大堤的豆腐渣工程,从广州的假酒案、龙口粉
丝案、金华火腿案到三鹿毒奶粉事件等等,表面上看都属于产品的质量问题,但其
实质所反映出的却是所牵涉到的企业对社会责任的漠视。
(二)生产责任事故频发
许多企业只顾追求自身的经济利益,而忽视对劳动者、消费者等相关者利益
的保护之责,缺乏对社会所负有的生产安全责任。许多企业不注意改善工作环境,
也不太愿意加大对劳动者保护的投人,甚至对劳动者缺乏基本的职业保护措施,
使我国劳动者的身心安全得不到保障,工伤事故频发,生产安全问题严重。
(三)环境污染问题严重
许多企业片面追求自身的经济效益,根本无视对自然环境等社会公共物品的
协同保护与合作共享,无视自身在社会协作关系中的责任和义务,不注意控制污
染,对资源进行掠夺性开采,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和生态危机。如今中国的生
态问题特别是西部的生态退化日渐突出,土地退化、生物多样性减少、水资源短
缺、森林质量下降等呈上升趋势。在某种程度上,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已经使得
中国社会发展到了岌岌可危的地步。所有这一切,无不与大大小小的企业为追逐
利润最大化、忽视和回避其所应承担的社会责任有关。
三、构建企业社会责任体系的路径
构建合理的科学完备的企业社会责任体系,需要多方面多角度入手,需要主
体联动、主客体互动,更需要管理者坚持不懈的行动。
(一)加快相关法律体系建设 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企业作为市场经济的主
体必须承担其对国家和社会应尽的法律义务,如缴纳税费、生产质量合格的产品、
诚实信用等,也应当依法对国家、社会、生态环境、消费者、员工等利益相关者
承担的市场秩序维护责任、经济责任、环境保护责任、消费者利益保护责任、员
工安全与福利责任和对股东的责任等基本法律义务,这也是现代法治社会的基本
要求。企业在这里承担的不仅是责任,更是其应尽的法律义务。因此,政府立法机
构要加快企业社会责任建设立法,将有关企业社会责任内容纳人到《企业法》、
《乡
镇企业法》、《合伙企业法》、《个人独资企业法》和《公司法》等之中,为制定企

业社会责任的法规创造条件,并在条件成熟时,建立和完善企业社会责任建设的
法规体系。
在加快企业社会责任法律体系建设过程中,政府可通过行政干预和经济调控
手段,对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提出刚性要求,加大执法力度,严厉惩处企业逃避社会
责任的行为,提高企业非责任行为的成本与代价。可以通过法令、公共政策和政
府规章向企业发出社会行动的信号,而不能仅仅依赖于企业决策人的良知。
(二)强化企业社会责任意识
政府要在全社会推广社会责任理念,普及以人为本的价值观,培育各社会成
员相互支持合作、人人讲和谐、人人讲责任的新型社会文化。政府可通过税收、
宣传等方式为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创造良好的社会氛围。同时,政府要着力引导企
业管理者改变思想观念,要使他们认识到,企业来自社会,也必须回馈社会,企业
与社会是共荣的关系。政府通过观念引导、制度建设、完善机制等约束企业的行
为,保障企业利益相关者的利益,也为其他行为主体提供行动的支持、依据和保障,
推进企业社会责任的实现。
(三)完善监督机制
加强企业社会责任建设,除应该加强政府行政执法管理的“有形的手”之外,
还要充分发挥政府和企业以外的社会各界的舆论监督这个“无形的手”,形成多
层次、多渠道的管理与监督体系。根据我国企业的实际情况,借鉴西方发达国家
企业社会责任建设的成功经验,对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监督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
进行:
大众媒体要加强对企业社会责任建设的宣传,加大对企业责任履行状态的信
息传递。佩因曾经指出,恰当的法律、政治、教育或其他机制有助于受害者弥补
权力和信息的不对称,而在这些机制缺乏的情况下,触犯者能够从人们所做的错
事中得益,美德和利益不可避免地分道扬镳。媒体要对企业在社会责任建设方面
的成功经验加大宣传力度,对违反社会伦理道德规范的予以曝光谴责,在全社会
形成企业乐于承担社会责任的舆论氛围。
强化行业协会、消费者协会、工会、环保组织等社会群体组织的监督功能,
各协会组织一方面既是企业内部联系合作的纽带,是他们互相监督的平台,另一
方面也是社会和百姓心声的扬声器,是企业社会责任状态的有力监督者,在实际
运作中,要排除干扰,确保其监督功能发挥到位、发扬光大。
完善社会舆论驱动下的道德监督体系。社会道德是监督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运行的一个重要驱动力就是社会舆论。在信息化的社会中,社会舆论根据所掌
握的企业社会责任信息,通过市场选择给承担社会责任的企业以经济回报,而给
不承担社会责任的企业以市场压力,制约其经营目标的实现。强大的社会舆论、
鲜明的民心民意可让责任型企业名声远扬,也可让无责任心的企业一败涂地,当
然这在很大程度上需要大众传播媒介组成的监督子系统积极参与。监督系统把对
企业社会责任的价值判断传递给企业和公众,使公众通过舆论来谴责或赞许某种
行为,从而使得企业具有一种道德崇高感、尊严感,进而促使企业的行为符合社会
价值观和社会利益的要求。
(四)建立新型企业社会责任评价体系
企业社会责任的评价体系应当成为一个国家企业是否承担社会责任及承担
社会责任程度的价值标准。科学有序的价值评价标准是企业发展方向的指航标,
它指引企业实现健康的可持续发展。在西方发达国家,对任何一个企业的评价都
是从经济、社会和环境三个方面进行,经济指标仅仅被认为是企业最基本的评价

指标,而关于企业社会责任的评价则是多种多样,如道琼斯可持续发展指数、多米
尼道德指数,《商业道德》、《财富》等都将企业社会责任纳入评价体系。很多跨
国公司将企业社会责任作为一个制度化、规范化的管理体系,有明确的计划、有
专门的负责部门、有一定的经费保障、有可操作的规范化的管理程序。我国目前
社会上对企业的评价标准还往往仅停留在经济标准上,远远不能适应经济全球化
背景下提高企业竞争力的要求。构建企业社会责任评价体系,最为重要同时也最
为基础的问题是企业社会责任评价标准的规范化问题。对此可以借鉴 SA8000 标
准,在我国的公司章程和相关公司规范指导下,加入对公司社会责任评价标准的
规定。SA8000 标准是根据国际劳工组织公约及其基本劳动公约,以及《世界人权
宣言》、《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
《儿童权利公约》等制定的。它是全球第一个可用于第三方认证的社会责任国际
标准,其宗旨是为了保护劳工基本权益,希望通过有道德的采购活动改善全球工
人的工作条件,使其最终达到公平而体面的工作条件。需要强调的是,评价企业社
会责任的指标体系的设计涵盖要全面、标准要科学、考量要准确,还要具有针对
性、客观性、可操作性。 (五)引入企业社会责任投资运作机制
在推动企业践行社会责任的方式中,可大胆尝试“社会责任投资”,即普通股
民和投资者首选把钱放在具有社会责任的企业运营中,其特点是投资者进行投资
的决策依据不仅包括对投资对象短期内财务业绩的考察,而且还要对投资对象在
社会、环境和企业伦理方面进行价值判断,综合考察,最终形成投资决策。它并不
是要求企业牺牲经济利益为社会和环境做义务贡献,而是把握好经济、社会、环
境三方面平衡的同时开展企业的投资活动,在经济、社会和环境三者之间形成互
补、并存的关系,实现获利与社会责任的双重目标。这种通过直接投资于具有社
会责任感企业的投资方式可以有力地推动企业对社会责任的践行,鼓励他们在生
产经营过程中追求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均衡发展。
总之,企业社会责任的构建是一个系统、长期的过程。需要多方企业利益相
关者的共同参与,需要充分发挥经济、制度和道德、舆论等多种因素的作用。同
时,还应结合我国的国情和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辩证地看待和细化公司的社会
责任,把握好不同规模、不同实力的公司所应承担的责任强度,把公司社会责任的
实现和公司自身的良性发展有机地结合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