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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委决策
七部门就规范商业预付卡管理发布意见
５月２５日，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中国人民银行、监察部、财政部、商务部、
税务总局、工商总局、预防腐败局《关于规范商业预付卡管理的意见》，《意见》
要求各有关部门要各负其责，进一步规范商业预付卡管理。
中国人民银行等七部门在《意见》中指出，近年来，适应信息技术发展和小
额支付服务市场创新的客观需要，商业预付卡市场发展迅速。总体看，商业预付
卡在减少现钞使用、便利公众支付、刺激消费等方面发挥了一定作用。同时，商
业预付卡市场也存在监管不严、违反财务纪律、缺乏风险防范机制、公款消费和
收卡受贿等突出问题，严重扰乱了税收和财务管理秩序，助长了腐败行为。
《意见》要求人民银行要严格按照《非金融机构支付服务管理办法》的规定，
加强对多用途预付卡发卡人的监督检查，完善业务管理规章，维护支付体系安全
稳定运行。未经人民银行批准，任何非金融机构不得发行多用途预付卡，一经发
现，按非法从事支付结算业务予以查处。对商业企业发行的单用途预付卡，商务
部门要强化管理，抓紧制定行业标准，适时出台管理办法。金融机构未经批准，
不得发行预付卡。
《意见》要求进一步建立健全规章制度，加大执法力度。一是建立商业预付
卡购卡实名登记制度。对于购买记名商业预付卡和一次性购买１万元（含）以上
不记名商业预付卡的单位或个人，由发卡人进行实名登记。二是实施商业预付卡
非现金购卡制度。单位一次性购卡金额达５０００元（含）以上或个人一次性购
卡金额达５万元（含）以上的，通过银行转账方式购买，不得使用现金；使用转
账方式购卡的，发卡人要对转出、转入账户名称、账号、金额等进行逐笔登记。
三是实行商业预付卡限额发行制度。不记名商业预付卡面值不超过１０００元，
记名商业预付卡面值不超过５０００元。
《意见》要求税务部门要加强发票管理和税收稽查，坚决依法查处发卡人在
售卡环节出具虚假发票、购卡单位在税前扣除与生产经营无关支出等行为。财政
部门要加强财务管理，严厉查处挪用预算资金、利用购卡进行公款消费等行为。
《意见》强调，严禁国家工作人员特别是领导干部在公务活动中收受任何形
式的商业预付卡。凡收受商业预付卡又不按规定及时上交的，以收受同等数额的
现金论处。对涉嫌受贿的，依法严肃查处。
《意见》指出，人民银行要加强对多用途预付卡备付金专用存款账户开立和
使用的监管。商务部门要采取有效措施，加强对单用途预付卡预付资金的监管，
防范资金风险。工商部门要进一步加强监督检查，加大消费维权工作力度，严厉
打击侵犯消费者权益的不法行为，及时开展相关消费提示，营造良好的消费环境。
中国将更加注重金融监管市场化
财政部副部长李勇 5 月 20 日在陆家嘴论坛上表示，
‘十二五’期间，中国将
更加注重金融监管的市场化导向，不断提高国有资产管理的市场化程度，同时市
场化也是金融风险管理的导向。他认为，中国需要积极构筑市场化的金融风险处
置机制，防范金融风险财政化而引发的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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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勇表示，中国金融正面临新的机遇和新挑战，全球各种不稳定因素始终影
响经济的恢复和增长；而从国内形势看，逆通胀和稳增长、应对外部冲击和内在
转型需求等问题仍然存在。因此他认为，‘十二五’的金融工作应要综合应用贴
息、风险补偿等财政政策，积极创新绿色金融、低碳金融产品和服务，支持新能
源、新材料等新兴产业的发展，支持高新技术产品出口，提升出口产品的质量和
档次。其次，新时期的财政金融工作应通过财政奖补政策和金融服务平台，支持
建立公司加农户的现代农业发展模式，使农户在获得资金支持的同时，也得到技
术、市场以及信息方面的服务。而为尽快使中小企业走出困境，应建立为中小企
业量身订做的金融服务和信用担保体系，解决银行放贷的后顾之忧，逐步建立支
持中小企业发展的长效机制。此外，要推动建立‘形神兼备’的公司治理结构，
健全国有金融机构管理体制。
财政部发布金融企业绩效评价办法
财政部日前发布《金融企业绩效评价办法》，通过建立评价财务指标体系，
对金融企业盈利能力、资产质量等进行综合评判。评价结果将作为确定金融企业
负责人薪酬的重要依据，并将以适当形式公开。
据称该绩效评价将通过建立评价财务指标体系，对金融企业一个会计年度的
盈利能力、资产质量、偿付能力以及经营增长状况等进行综合评判。金融企业绩
效评价标准值根据金融企业年度财务会计报告数据，运用数理统计方法，分年度、
分行业统一测算并公布。根据金融企业的实际情况，《办法》划分为银行业、保
险业、证券业和其他金融业 4 大类金融企业进行绩效评价。
《办法》规定，金融企业的绩效评价指标具体包括盈利能力指标、经营增长
指标、资产质量指标和偿付能力指标 4 大类 21 个单项指标。各单项指标计分加
权形成金融企业绩效评价综合指标得分。
财政部根据金融企业绩效评价基础数据，分行业统一测算金融企业绩效评价
标准值。金融企业经营多种业务的，以其主营业务为基础，确定评价指标适用的
行业。其中，证券公司、期货公司和基金管理公司等适用证券业标准值。
《办法》规定，金融企业发放较多涉农贷款、中小企业贷款，提供较多农业
保险的，给予适当加分，以充分反映不同金融企业社会贡献。金融企业发生属于
当期责任的重大资产损失事项、重大违规违纪案件，或发生造成重大不利社会影
响的事件，根据相关部门的处理处罚情况扣分。同时，金融企业不按照规定提供
财务会计信息，或提供虚假财务会计信息，根据相关部门的处理处罚情况扣分。
吴晓灵敦促一行三会应形成金融监管协调机制
中国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央行前副行长吴晓灵 5 月 20 日在出席陆家嘴
论坛时表示,中国的"一行三会"(央行、银监会、保监会、证监会)应加强监管协
调,以形成金融监管协调的常规机制.
吴晓灵指出,中国 2003 年形成了"一行三会"的监管格局,提高了货币政策制
定和监管技术的水平,但至今没有形成监管协调的常规机制.监管协调不能只是"
三会"间的协调,而应该由"一行三会"组成,财政部也应该是重要的观察员.
"在中国,中央银行的权威性不够,如果长期这样下去,在发展市场经济过程
中,会产生很大的弊病,要树立中央银行在金融体系的权威."她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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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谈到,中国金融监管体系主要应该解决两个问题.一是央行与监管机构各
自定位的问题,央行管宏观,监管管微观.
此外,还要处理好功能监管与机构监管的关系,以功能监管维护市场统一秩
序,以机构监管保证单个机构的审慎合规经营.
吴晓灵认为,如果不坚持功能监管的原则就会制约市场的发展,而在中国当
前监管格局中,在机构监管为主的框架下,实际是就是制约了市场统一性的管理,
这也是今后应该注意克服的.
银监会就《商业银行杠杆率管理办法》征集意见
中国银监会５月２０日发布了《商业银行杠杆率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
规定商业银行并表和未并表的杠杆率均不得低于４％。银监会相关负责人表示，
《办法》的实施，将引导商业银行加强杠杆率管理，有效控制杠杆化程度，维护
商业银行的安全、稳健运行。
《办法》要求，银监会确定的系统重要性银行于２０１３年底前达到最低杠
杆率要求，非系统重要性银行于２０１６年底前达到最低杠杆率要求。
《办法》规定，杠杆率是指商业银行持有的、符合有关规定的一级资本与商
业银行调整后的表内外资产余额的比率。其中，一级资本和一级资本扣减项为商
业银行按照银监会有关规定计算资本充足率所采用的一级资本和一级资本扣减
项。调整后的表内外资产余额为扣除了一级资本扣减项之后的调整后的表内资产
余额加上调整后的表外项目余额之和。
《办法》还对杠杆率的披露进行规定，商业银行杠杆率信息披露应当至少包
括杠杆率水平、一级资本、一级资本扣减项、调整后的表内资产余额、调整后的
表外项目余额和调整后的表内外资产余额等内容。杠杆率信息披露的方式和频率
依据《商业银行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的规定执行，即商业银行应当在每个会计年
度终了后四个月内披露杠杆率信息。
银监会负责人表示，《办法》的实施，将引导商业银行加强杠杆率管理，一
方面有利于防止金融机构资产负债表的过度扩张和过度承担风险，控制银行体系
杠杆化水平的非理性增长和系统性风险的不断累积；另一方面有利于弥补银行内
部风险管理模型可能存在的缺陷，防止商业银行资本套利行为，确保整个金融体
系维持一定水平的合格资本。
此外，该负责人说，从目前来看，《办法》的实施在短期内会给少数银行业
金融机构带来一定的资本补充压力，但由于《办法》设定了相应的过渡期，其影
响总体上是有限的。通过实施《办法》，有利于督促没有达到监管要求的银行业
金融机构降低杠杆化程度，提高稳健经营水平，并控制银行体系的杠杆化程度和
系统性风险。
银监会将允许利用信贷衍生品对冲风险资产
知情人士 5 月 25 日透露，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简称：银监会)打算
允许银行利用信用衍生品来对冲风险资产。此举或将给沉寂的国内衍生品市场带
来活力。
该人士透露，银监会已向金融机构发布了法规草案，以便就成立仅半年的衍
生品市场向金融机构征求意见。中国银监会原本一直对中国版信用违约掉期(C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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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的相关潜在风险持谨慎态度。
该草案将使中国刚起步的信用衍生品市场进一步与国际接轨。
值得注意的是，银监会在草案中作出了一个明显的重大让步，即允许银行将
所持信用衍生品与相关资产进行抵消，从而降低总体帐面风险。支持建设信用衍
生品市场的人士认为，银监会此举将会推动中国的 CDS 交易活动。
但上述人士指出，同时，银监会将通过审批银行的每笔 CDS 交易来保持一定
的调控。
中国于去年 11 月 5 日推出了信用风险缓释工具(CRM)，首批达成了 20 笔合
约。其中 12 笔合约的标的为企业票据，8 笔合约的标的为银行贷款。但该市场
目前已经陷入停滞，近期一直没有新的合约达成。交易员们表示，这主要是因为
相关规定存在不确定性，特别是无法用这些合约来降低银行的整体风险权重。
由于过去两年间在政府的倡导下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贷款激增，且国内的公司
债市场发展迅速，中国政府一直对金融系统风险深感担忧。但市场人士还不能肯
定，CRM 产品究竟会有助于银行和投资者对冲风险，还是会成为潜在的恶意投机
工具，进而把风险转嫁到缺乏专业金融知识的投资者身上。
银监会主席刘明康曾在今年 1 月份表示，目前的问题在于银行对 CDS 及其风
险的了解有多少；如果只是想把风险转嫁给不够专业的投资者，那就不应该出售
此类产品。所以，他并不赞成草率地推出这种产品。
截至 2 月份，中国公司债市场的规模已从五年前的不足人民币 300 亿元急剧
扩大至人民币 4 万亿元，但这一数字仍远小于人民币 49 万亿元的未偿还贷款总
额。
信用衍生品的艰难起步正是中国金融市场如何在两个不同的监管机构领导
下发展的生动实例。中国央行及其下属的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National
Association of Financial Market Institutional Investors)都在积极推出金
融产品，并试图让市场发挥更大的作用；但银监会则对新产品持谨慎态度，主要
是因为担心这会放松对银行业的风险控制。
一位见过法规草案的知情人士称，这份 CDS 法规草案还提出了一个重大转
变，从而将解决此前困扰该市场的另一个问题，即 CRM 合约除与特定债券或贷款
相挂钩以外，还可以像国际惯例那样，与债券发行方相挂钩。
法规草案中明确指出，债务重组会触发 CRM 买方的索赔要求，从而将提升
CRM 的吸引力。这与国际上的 CDS 条款一致，标志着中国 CRM 产品的重大转变。
之前 CRM 对“信用事件”的定义仅局限于违约或破产。
根据法规草案，银监会计划在 CRM 的买方是银行的情况下，要求非金融类的
CRM 卖方至少将该合约名义金额的一半存放在该行作为抵押。
信用风险缓释凭证(CRM Warrant)的卖方则需要将合约名义金额的至少一半
存放在托管机构。信用风险缓释凭证是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对 CRM 的创
新，可以像债券一样在二级市场上进行交易。
知情人士还称，银监会计划就 CRM 交易出台更多规则，但无论是总体规则，
还是交易规则，都还不清楚将于何时发布。
据悉，针对有关“银监会发放信贷衍生品法规草案”的消息，银监会有关负
责人５月２６日表示，《关于加强银行业金融机构信用衍生产品交易业务风险管
理的初步方案》仍处于研究论证阶段，并非正式法规。他强调，有关“用于对冲
风险的每种新产品须获得银监会批准”的说法不属实。
据了解，为进一步规范管理银行业金融机构信用衍生品交易业务，有效防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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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银监会近日起草了《方案》，并向部分银行业金融机构、市场自律组织和
中介机构征求意见。
银监会要求银行着手做好“三门功课”
中国银监会主席刘明康５月２０日在２０１１陆家嘴论坛上发表演讲时表
示，在银行传统业务模式发展潜力逐步下降的情况下，银行必须从现在起就着手
做好“三门功课”。
刘明康表示，银行应更加注重对小企业和微小企业的金融服务。随着直接融
资市场的快速发展，大型优质企业融资将与信贷资金渐行渐远。商业银行必须严
格坚守授信集中度底线，从“傍大款”、
“垒大户”的传统发展模式中走出来。
“支
持小企业可以给银行带来风险分散和边际效益的增加，特别是灵活的风险定价往
往使服务小企业能力较强的银行在竞争中更胜一筹。”刘明康说。
其次，银行要更加注重个人金融服务。适应个性化需求的个人金融服务，这
将是新的利润增长点。银行业未来值得期许的服务领域包括：因应老龄化趋势，
提供简单方便、值得信赖、长期具有正的风险调整收益率的金融理财产品；因应
国内中产阶层壮大趋势，增加全球资产管理组合多元化产品；因应拉动消费需要，
在丰富金融产品以支持物质产品生产与消费的同时，创新金融产品以支持文化、
旅游等精神产品的生产与消费。
再次，刘明康表示，银行还要更加注重把握直接融资市场大发展中的战略机
遇。充分利用银行遍布全国的物理网点和便捷的电子网络，全面发挥专业人才相
对丰富等优势，努力做好结算、清算和托管等领域的配套服务，并成为相关金融
产品的优质代销人和管理人。
国土资源部审议通过国土资源“十二五”规划纲要
5 月 19 日，国土资源部部长、党组书记、国家土地总督察徐绍史主持召开
第 4 次部务会，审议并原则通过《国土资源“十二五”规划纲要》
（送审稿）
。至
此，“十二五”期间国土资源改革发展的行动纲领确定。
会议明确，“十二五”时期国土资源管理工作，围绕科学发展主题和以资源
利用方式的转变促进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为主线，落实资源节约优先战略，实行
总量控制、供需双向调节、差别化管理，坚持积极主动服务、严格规范管理，统
筹保障发展、保护资源，不断深化改革、开拓创新。
会议提出，“十二五”时期要提升国土资源保障和服务能力，保障科学发展
用地需求、提高矿产资源保障能力、增强地质公共服务能力、提升海洋资源保障
能力、提升测绘公共服务能力；要强化国土资源保护，严格保护耕地、加强矿产
资源保护、加强海洋资源保护与权益维护、加强地质环境保护；要大力推进资源
节约集约利用，大力推进土地节约集约利用、提高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效率、积极
发展绿色矿业；要加强地质灾害防治与国土综合整治，编制实施国土规划；要深
化国土资源管理制度改革，推进国土资源市场建设、健全国土资源宏观调控机制、
推进国土资源管理依法行政、规范推进农村土地管理制度改革、健全深化地质找
矿新机制、加快国土资源信息化建设；要加强国土资源科技创新与国际合作，推
动国土资源重点领域科技创新、完善国土资源科技创新与支持体系、推进国土资
源卫星应用体系建设、培育发展资源新兴产业、加强国土资源领域国际合作；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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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实施国土资源领域重大工程，包括国土资源调查评价、地质矿产保障、国土
资源科技创新、国土综合整治、地质灾害防治、国土资源信息化等工程。
会议指出，“十二五”时期，要注意结合经济布局、产业结构、人口密度的
数据，确定差别化管理具体内容；要按照逐步缩小征地范围、坚持征地程序、提
高补偿标准、保证生计的要求，不断完善征地制度；要积极推进非常规能源、清
洁能源调查评价；要结合地质找矿突破战略行动的实施，培育和推出一批地勘企
业、企业家典型，引导地勘单位改革发展；要进一步充实、完善、调整、提高国
土资源信息化建设；要抓紧编制上级规划确定的专项规划。会议强调，要加强国
土资源队伍建设，构建共同责任机制，健全规划实施管理制度，保障规划的实施。
会议原则通过《国土资源“十二五”规划纲要》，决定结合会议意见修改后
颁发。
住建部锁定楼市调控方向
5 月 24 日，住建部住房改革与发展司司长倪虹指出，针对部分城市房价过
快上涨的现象，国务院出台的一系列加强房地产市场调控的政策措施已取得初步
成效，但成果尚需巩固。下一步，
“房地产市场调控的方向与目标可以概括为‘三
基本、两协调、一严控’。她解释称，其具体表现为：供需保持基本平衡、结构
保持基本合理、价格保持基本稳定，与经济社会发展相协调、与住宅产业发展相
协调，严格控制投机投资型需求。
倪虹指出，房价的平稳是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影响中国房
价平稳的因素主要有以下两点：第一，一般情况下，商品价格由供需关系决定。
供需平衡，价格就稳定；供需失衡或者扭曲，价格就会波动。第二，商品的本质
属性也会影响到供需关系，进而影响商品价格。住房具有消费品和投资品的双重
属性，既有居住功能，也有投资功能。当投资型住房需求达到一定比例的时候，
正常的住房供需关系被扭曲了，进而价格也可能被扭曲了。因此，
“要想让房价
保持平稳，达到一个合理的水平，就要抑制投机投资性需求，鼓励和引导自住型
和改善型住房需求。”倪虹指出。
“搞好房地产市场调控，是当前一项重要任务，也是一项长期任务。”在倪
虹看来，要实现上述目标，就需要从增加供给、加大保障型住房建设力度，调节
需求、完善差别化税收信贷政策，加强监管、规范房地产市场秩序等方面共同“给
力”。
国家禁止在自然保护区核心区和缓冲区开发建设
近年来，涉及自然保护区的能源、资源、交通、旅游等开发建设活动日益增
多。自然保护区调整有哪些规定？涉及自然保护区的开发建设又该怎样约束？日
前，环境保护部副部长李干杰进行了解读。
保护区建立后原则上五年内不调整
李干杰说，为防止一些地方随意调整自然保护区而损害其功能，国家明确要
求任何部门和单位不得擅自改变自然保护区的性质、范围和功能分区，不得随意
撤销已批准建立的自然保护区。自然保护区自批准建立或调整之日起，原则上五
年内不得进行调整。在调整时要从严控制缩小保护区及其核心区、缓冲区的范围，
确保自然保护区功能不发生改变。地方级自然保护区的调整要报省级人民政府审

返回目录

批，并报环境保护部和相关部门备案。也就是说，无论是县级、市级还是省级自
然保护区，调整都要由省级人民政府审批。
此外，严格限制涉及保护区的开发建设活动，禁止在自然保护区的核心区和
缓冲区内开展任何形式的开发建设活动；涉及自然保护区开发建设项目的环境影
响评价文件，应对项目可能造成的对保护区功能和保护对象的影响作出预测，并
提出保护与恢复治理方案。对于未按规定完成生态恢复任务的地区和建设单位，
暂停审批其新的涉及自然保护区的建设项目环评文件，并对相关责任人依法予以
处罚。
风景名胜区不应与保护区交叉重叠
李干杰说，我国除了自然保护区外，还建立了很多风景名胜区、森林公园、
地质公园、湿地公园等，有些园区之间交叉重叠，一个区域挂多个牌子的情况不
少，造成实际管理上的混乱。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做好自然保护区管理有
关工作的通知》规定：设立其他类型保护区域，原则上不得与自然保护区范围交
叉重叠；已经存在交叉重叠的，对交叉重叠区域要从严管理。从严管理就是要按
照自然保护区的规定管理，因为自然保护区的要求是最严的。
设立保护区对当地群众的生产生活造成一些影响，该采取什么对策呢？李干
杰说，一是加快建立自然保护区生态补偿机制。综合考虑自然保护区功能定位和
权属等特点，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逐步提高当地居民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
平。对保护区内野生动物对居民造成损害的，应给予补偿。二是建立当地居民参
加的自然保护区共管机制。吸收当地居民参加自然保护区的保护工作，既增加保
护的力量，又增加老百姓的收入。
高端装备“十二五”规划最快三季度出台
工信部权威人士 5 月 20 日透露，高端装备制造业“十二五”规划目前正在
向各方面征求意见当中，待完善后再上报国务院，预计将于今年三季度出台。
据悉，规划征求意见稿将高端装备制造业的定位为国民经济支柱产业，并确
定了五大重点领域，分别是航空航天、卫星应用、轨道交通、海洋工程装备和智
能制造。
围绕上述五大重点，有关部门还将实施一系列重点工程。航空装备方面，将
重点加快推进大型飞机研制，大力发展系列支线飞机、通用飞机和直升机；卫星
及应用方面，重点加强航天运输系统、应用卫星系统、卫星地面系统和卫星应用
系统建设，大力拓展卫星综合应用和产业链，加快基于我国空间设施的卫星产业
快速发展；轨道交通装备方面，重点发展新型动车组客运列车、重载列车、城轨
交通多样性装备、大型工程及养路机械及列车运行控制系统；海洋工程装备方面，
重点发展大型海上浮式结构物、水下系统和作业装备等海洋工程装备及其关键设
备与系统；智能制造装备方面，重点推进智能仪器仪表与控制系统、关键基础零
部件及通用部件、高档数控机床与基础制造装备、智能专用装备等四大类产品发
展。
至于高端装备制造业的发展目标，规划征求意见稿提出，到 2015 年高端装
备的销售产值占装备制造业的比例将达 20%以上；力争通过 10 年左右的努力，
使销售产值占装备制造业的比例达到 30%以上；高端装备国内市场满足率将超过
25%。
“根据征求意见情况，上述目标也有可能做进一步调整。”该人士表示，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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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高端装备制造业“十二五”规划涉及的方面较多，因此征求意见需要经历较长
时间，也不排除修改目标的可能。
广告法修订启动
国家工商总局副局长甘霖 5 月 22 日在全国工商系统广告工作会上表示，对
于新兴的植入式广告、贴片广告、网络手机广告，将“开展调研，适时提出规范
管理意见和建议”。
而正在修订的《广告法(修订送审稿)》已把名人代言行为纳入规范范围，将
要承担连带责任。
近年来，一些电影、电视剧、电视栏目里涌现的各种贴片广告、植入式广告
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争议，网络广告、手机短信广告等已成为广告业一支不可忽
视的力量，但网上虚假广告和手机垃圾短信等成为新的消费投诉热点。
对此，甘霖表示，
“要关注网络手机广告、植入式广告、贴片广告、广告联
盟等问题，开展调查研究，适时提出规范管理意见和建议”。
来自工商总局公布的数据，去年全国工商共查处各类广告违法案 4.6 万件，
责令停业整顿 1840 户，责令停止发布广告 1.3 万件。
不过，甘霖也坦承，尽管虚假违法广告蔓延的势头得到遏制，但在全国范围
看，广告监测覆盖不全，处罚和整治不到位，一些地区和部分媒体虚假违法医疗、
药品、保健食品广告屡禁不止、屡罚屡犯的问题仍比较突出。
甘霖同时介绍，
《广告法》列入今年国务院的立法修订项目，经过大量调研
和征求意见，工商总局已形成《广告法（修订送审稿）
》报送国务院法制办，目
前正配合法制办加快修订进程。
此前名人公众人物代言虚假广告一直游离于法律之外。
工商总局有关人士 5 月 23 日表示，
《广告法(修订送审稿)》对现行广告法进
行了较大修改，送审稿在广告主、广告经营者、广告发布者三大主体的基础上，
把参与广告代言、证明、推荐的“广告其他参与者”，包括名人、明星等公众人
物也列为了需要规制的广告主体，把连带责任的主体扩展到个人，约束代言行为。
如果该送审稿通过的话，届时广告代言人要为代言虚假违法广告承担相应的
行政、民事等连带责任，构成犯罪的，还将追究刑事责任。
质检总局就《食品召回管理规定》征求修改意见
据悉，从 5 月 23 日起，国家质检总局公开征求《食品召回管理规定》修改
意见。征求意见稿将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列入不安全食品范围，并规定了
食品召回的详细流程。
国家质检总局公布的征求意见稿对不安全食品进行了定义，即“有证据证明
对人体健康已经或者可能造成危害的食品”，包括：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
已经诱发食品污染、食源性疾病或对人体健康造成危害甚至死亡的食品；可能引
发食品污染、食源性疾病或对人体健康造成危害的食品；含有对特定人群可能引
发健康危害的成份而在食品标签和说明书上未予以标识，或标识不全、不明确的
食品；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不安全食品。
根据征求意见稿规定，食品生产企业发现其生产的食品属于不安全食品的，
应当立即停止生产，并在 3 日内向地方质量监督部门提交食品召回计划，采取必

返回目录

要措施，将须召回食品信息通知有关生产经营者和消费者，采取退货等有效措施，
召回已经销售的食品。
在职责分工方面，征求意见稿规定，食品生产企业对其生产的食品安全负责，
切实履行召回义务。国家质检总局在职权范围内统一组织、协调全国食品召回监
督工作；县级以上地方质量监督部门按照职责分工负责本行政区域内食品召回监
督工作。任何单位和个人有权向各级质量监督部门举报食品生产企业违反本规定
的行为。
征求意见稿还规定，食品生产企业应当及时对被召回的不安全食品进行无害
化处理或者予以销毁。对被召回的食品，采取无害化处理措施的，不得将无害化
处理后的产品重新用于食品生产和销售。对被召回的食品，采取销毁措施的，销
毁过程应当符合环境保护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此外，征求意见稿还对违反食品召回管理规定的行为规定了相应的罚则。
民政部称三类社会组织有望允许直接登记
5 月 23 日，民政部长李立国在京调研时表示，民政部拟推广北京、深圳模
式，今后，公益慈善类、社会福利类、社会服务类等三类社会组织有望直接向民
政部门登记，而不必再“苦心”找“婆婆”。
李立国表示，目前民政部已经完成了三个法律法规（
《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
例》《基金会管理条例》和《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的修订起草，
有待国务院法制办进行论证并广泛征求意见。
按照草案，对于公益慈善类、社会福利类、社会服务类的社会组织，民政部
门将有望承担其业务主管单位的职责，以进一步加大社会组织登记的范围。
此前，2 月 25 日，在北京市民政局召开的“2011 年工作会”上，北京市民
政局局长吴世民表示，北京市将按照“一口审批、分类管理、政府监督、扶持发
展”和“宽审批、严监管”的指导方针，全部开放“工商经济类、公益慈善类、
社会福利类、社会服务类社会组织”四类社会组织登记审批。
2008 年起，深圳开始对工商类经济组织、社会福利类、公益慈善类三类社
会组织实行由民政部门直接登记。同时，2010 年 3 月，深圳将 80%的政府事务性
管理和服务职能转交给了社会组织；还拿出 3500 万元的彩票公益金，建立起政
府公共服务的竞标机制，在政府购买服务方面迈出了实质性的一步。李立国在今
年 3 月，对深圳模式加以肯定，称“我希望深圳市社会管理创新经验能够吹遍祖
国大地，被各方面所重视和借鉴。”
据报道，李立国在京调研时亦表示，下一步将加大政府购买服务的力度，首
先从彩票公益金做起，利用彩票公益金全面启动购买社会服务。他透露，中央近
期将出台关于加强专业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的政策文件，这份文件对于专业社
工的购买服务和民办社工机构登记业务管理的双重体制都有所规定。
另据报道，在 5 月 23 日的调研中，北京市副市长丁向阳表示，政府应在财
政预算中设立专项资金，用于购买社会组织提供的公共服务。
政策要闻
▲中国将研究利用外资人民币结算的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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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商务部部长助理李荣灿 5 月 24 日表示，商务部将与有关部门一起研究
利用外资人民币结算的可行性。这意味着中国有意在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方面
开拓新的领域。
今年中国政府官员曾多次表示，将加快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的进程。
若外商直接投资时能使用人民币进行结算，将有助于减少外汇入境给中国央
行带来的冲销压力，从而部分减缓中国所面临的通货膨胀压力。
中国今年前 4 个月实际外商直接投资额达 388 亿美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26.03%。
李荣灿还表示，中国将继续推进跨境人民币结算制度，调整有关监管措施，
扩大跨境人民币结算范围，争取将跨境人民币结算推广至更多地区和企业，并扩
大规模。
▲保监会将探索进行宏观审慎监管和逆周期监管
中国保监会主席吴定富５月２０日在“２０１１陆家嘴论坛”上在谈到保险
业“十二五”发展思路时表示，保监会将积极推进保险业由外延式发展向内涵式
发展的战略转移，促进市场差异化竞争。统筹城乡保险发展，促进东中西部保险
市场的协同发展。
同时，将保持对风险的高度关注。未来一个时期，随着经济周期的演变，新
型社会风险的出现、金融产品的推陈出新以及金融机构的并购融合，将使保险业
面临的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因素不断增加。吴定富表示，将探索进行宏观
审慎监管和逆周期监管，守住防范系统性风险的底线。
▲中国支付清算协会正式成立
据悉,筹备两年之久的中国支付清算协会 5 月 23 日在北京正式成立.尽管距
离非金融机构准入"大限"还剩三个多月,但首批第三方支付牌照仍未在本次成立
大会上发放.
"(第三方支付)牌照很快就会发放,也会搞个活动仪式.首批牌照主要集中在
已公示的支付企业中."央行副行长刘士余表示,"牌照发放没有数量限制."
中国人民银行去年 6 月出台《非金融机构支付服务管理办法》,要求非金融
机构的支付业务必须向央行申请许可证并受监管.央行并明确支付牌照发放时间
表,办法实施前已从事支付业务的非金融机构,应在办法实施之日起一年内(2011
年 9 月 1 日前)申请取得支付业务许可证.
该协会会长由国家开发银行行长蒋超良出任,主要成员包括国内银行、财务
公司、第三方支付企业等在内.行业协会的职能除了对电子支付行业自律外,也是
该行业的监管实体.
▲“十二五”期间交通基本建设投资约 6.2 万亿元
交通运输部综合规划司司长孙国庆５月２６日在交通运输部例行新闻发布
会上称，
“十二五”期间，我国交通基本建设投资总规模约６．２万亿元，比“十
一五”期间总投资略有增长。
孙国庆说，“十一五”期间，我国交通基础设施规模增长较快，特别是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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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金融危机，中央提出了加快基础设施建设的方针。
“十一五”期间，我国完
成了基本建设投资约４．７万亿元，是“十五”期间的２．５倍，
“十一五”末
我国公路网达到３９８万公里。
根据交通运输部正式公布的《交通运输“十二五”发展规划》。
“十二五”末，
我国国家高速公路网将基本建成，高速公路总里程达到１０．８万公里，届时将
覆盖９０％以上的２０万以上城镇人口城市。
他说：“这样规模的投资比‘十一五’虽略有增长，但实际上增长幅度却大
幅度的下降。应该说这是根据我们的发展需求，按照‘适度超前’的原则安排的
建设。”
▲央行将在 40 至 50 个城市中扩大金融 IC 卡城市试点
央行行长助理李东荣５月２４日表示，下一步央行将大力推动金融ＩＣ卡在
全国的使用范围，包括推进社会保障卡与金融ＩＣ卡的融合，以及扩大金融ＩＣ
卡试点城市数量和使用范围。
金融ＩＣ卡又称为芯片银行卡，是以芯片作为介质的银行卡。由于金融ＩＣ
卡具有容量大、安全性高等特点，它的推广正成为全球银行卡产业发展趋势。
据央行介绍，下一步央行将推动金融社保卡在全国范围内的推广和普及，在
４０至５０个城市中扩大金融ＩＣ卡城市试点，开展全国金融ＩＣ卡受理改造情
况专项检查，督促金融ＩＣ卡受理改造完成，建立金融ＩＣ卡统计分析体系等。
近年来，在人民银行、各商业银行、中国银联以及有关政府部门的共同努力
下，我国金融ＩＣ卡应用工作取得明显进展，今年３月，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关
于推进金融ＩＣ卡应用工作的意见》后，全国各银行、各部门、各地政府进一步
加强了对金融ＩＣ卡应用工作的领导组织和协调配合，全面推广金融ＩＣ卡的良
好环境逐步形成。

国资改革
国资委严查央企工程建设腐败问题
国资委 5 月 23 日下发《中央企业继续深入开展工程建设领域突出问题专项
治理工作》的通知。通知要求，进一步加大查办案件的工作力度，要从排查出来
的问题入手，深挖细查违规行为背后隐藏的官商勾结、权钱交易和商业贿赂等腐
败行为，以及重特大安全事故背后的腐败问题。
通知要求，继续深入抓好项目排查工作。对新开工项目，要滚动摸排、跟踪
督查；对在建项目，要动态监管、全程监督；对竣工项目要抓紧组织验收。要加
强对配套资金落实情况的监督检查，防止出现“半拉子”工程；要加强对项目建
设管理和工程质量的监督检查，严格执行基本建设程序和强制性标准，坚决杜绝
“豆腐渣”工程。
通知指出，加大重点环节治理力度。一是着力治理招投标活动中的违法违规
行为。要进一步规范招投标活动，严禁围标串标等违法行为；对挂靠借用资质投
标、收取管理费出借资质等违法违规行为，要重点治理。二是着力规范工程建设
项目实施管理。建设单位要落实责任，禁止肢解发包、违规指定分包人、转包和
违法分包，以及超出资质等级认可范围承揽工程。三是着力规范工程建设项目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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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安全管理，治理质量低劣等问题。
通知强调，严肃查办工程建设领域违纪违法案件。一是进一步加大查办案件
的工作力度，要从排查出来的问题入手，深挖细查违规行为背后隐藏的官商勾结、
权钱交易和商业贿赂等腐败行为，以及重特大安全事故背后的腐败问题。二是突
出查办案件的重点，严肃查办领导干部违规插手干预工程建设项目谋取私利、索
贿受贿、失职渎职的案件；严肃查办招投标、物资采购、项目实施、工程质量、
资金使用等环节中的违纪违法案件，以及与监管部门工作人员恶意串通等案件。
此外，通知要求，切实抓好长效机制建设，进一步梳理各项管理制度，重点
完善项目决策、招投标、物资采购、资金使用管理、质量安全和项目实施管理等
制度，切实提高制度的合法性、配套性、可控性和实用性。还要推进工程建设项
目信息公开和诚信体系建设，强化制度执行力，建立健全考核机制和责任约束机
制，积极开展项目管理效能监察和监督检查，及时纠正各种违法违规行为。
国资委强调央企须严格控制非生产性支出
据悉，就 5 月 20 日审计署披露的 17 家央企存在的多项违规问题，国资委新
闻发言人 5 月 21 日表示，国资委高度重视此次审计中央企在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国资委将规范职务消费、加强薪酬福利管理，推动企业及时堵塞管理漏洞、并不
断增强透明度，欢迎媒体及社会各界对央企监督，打造“阳光企业”，促进中央
企业健康可持续发展。
管理水平与一流距离大
这 17 家央企多集中在电力、能源、重工和通信企业，存在的问题主要包括
违规为员工谋取高额福利，如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职工多分红利超两千万、中国
核工业集团公司擅发住房补贴逾 2000 万、中国南方电网有限责任公司未按规定
扣缴个税 3.3 亿；以及项目未核就建，并存在违规业务及导致亏损等，如中国中
钢集团公司下属公司所属公司炒股亏 5000 万等。
对此，国资委新闻发言人表示，目前中央企业体量非常庞大，集团公司下面
二、三级子公司非常多，有的企业层级更多，导致集团公司在管控上确实存在一
些漏洞。目前这些中央企业已在按照审计署的要求进行整改，有的已经完成整改。
他同时表示，目前中央企业正处在快速发展和转型中，尽管近年来中央企业
在加强内部管理、强化风险管控、履行社会责任等方面做了一些工作，取得了一
定成绩，但显而易见的是中央企业的管理水平还和国际一流企业距离很大。
控制支出降低管理成本
对央企的监管，除审计署的财务审计外，还有国资委以及纪检组织的监管，
但目前央企在企业管理中确实仍有漏洞。国资委作为央企的出资人和国有资本的
监管机构，将以此为契机，督促中央企业认真落实审计整改意见，推动企业经营
管理水平上新台阶。国资委同时要求企业领导人员带头厉行节约，反对铺张浪费，
严格控制非生产性支出，降低管理成本，把有限的资金和资源用在企业的改革发
展上。
据了解，按照目前的监管机制，国资委主要负责监管中央企业集团公司，而
央企集团公司的下级众多子公司的监管职责主要在央企集团公司。
管不住“长子”就谈不上分配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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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计署近日披露了 17 家央企存在的职务消费、薪酬福利违规等问题，违规
金额之大令人瞠目：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中国远洋运输(集团)总公司、中国南
方电网有限责任公司 3 家央企薪酬福利管理违规涉及资金近 50 亿元，仅中国南
方电网有限责任公司薪酬管理违规涉及的资金就高达 38.92 亿元；名目五花八门
令人咋舌：三峡集团为职工支付住宅物业管理费用和购买经济适用房垫款达几亿
元；中国远洋运输(集团)总公司违规使用福利费和工会经费发放职工奖金津贴达
上千万元；中远集团本部和所属企业使用虚假发票套取近两千万资金用于发放职
工奖金、补贴；中国南方电网有限责任公司违规动用工资结余等资金为职工购买
商业保险金 20 亿元；招商地产采取凭员工个人旅游费用单据报销并在成本费用
中列支的方式向员工发放旅游费。这些被披露的问题，是国有企业、国有资金被
内部少数人控制的典型案例，相信还只是冰山一角。
京华时报 5 月 23 日刊登时评人余丰慧文章表示，央企薪酬福利、职务消费
的混乱现象，将直接推高企业生产经营成本，或者摊薄经营成果利润。而由于央
企往往处于垄断地位和生产链条的中间环节，所以这又将直接导致生产链条的上
游企业利润被挤压甚至难以生存，下游消费者的消费成本大大增加，从而对国家
的整体经济发展构成巨大的不利因素。
以正被热议的“电荒”问题为例，社会各界把矛头对准了“电网暴利挤压电
厂利润，使得电厂亏损，没有生产积极性从而消极怠工”。而国家电网有关人士
出来回应说，电网利润并不高，不存在暴利，也不存在挤压电厂利润的问题。不
过国家电监会提供的资料显示，在主要电网企业输配电成本构成中，排位第一的
是折旧（占 41.64%），其他费用排第二（占 27.15%），职工薪酬占比 19.32%。显
然，电网企业的职工薪酬成本并不低，而高达 27.15%的“其他成本”究竟是什
么东西？其中又有多少是职务消费？此次审计公告披露中国南方电网有限责任
公司薪酬管理违规涉及资金高达 38.92 亿元，恰恰从一个侧面回答了这些问题。
文章指出，近几年来，央企、国有金融企业以及其他国企薪酬福利过高、领
导职务消费失控问题常常处在社会舆论的风口浪尖上。从审计署此次披露的问题
来看，央企、国企内部自定薪酬、内部少数人控制经营成果分配，国有金融企业
内部分配基本失控、放任自流的问题并没有得到根本扭转，这些问题在一些企业
甚至愈演愈烈。一位国资委前负责人曾以“共和国长子”来形容央企，这道出了
包括央企在内的国有企业身上肩负着的沉甸甸的社会责任。如今，享受了国家注
资、垄断经营等特殊政策的“长子”正变得越来越富有，如果在薪酬福利、职务
消费上管不住“长子”，就谈不上社会整体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文章建议，对于那些在审计上发现薪酬福利、职务消费违规严重，社会反响
大的央企以及国有金融企业，应选出几家作为典型，由审计部门以及外聘会计师
事务所组成得力队伍，对其财务情况进行解剖麻雀式的审计稽查，彻底摸清国企、
国有金融企业薪酬福利、职务消费的真实情况，然后率先从国企、国有金融企业
破冰收入分配改革。

劳动用工
北京首家专业劳动人事争议仲裁机构正式启用
北京首家专业的劳动人事争议仲裁机构海淀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５月２
６日正式启用。过去由劳动行政部门代表、工会代表和用人单位代表组成的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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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议仲裁委员会变身为有职业仲裁员和经费保障的实体化仲裁办案机构。
据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调解仲裁处副处长苏育介绍，近年来，随着
劳动关系日益多样化，劳动关系中潜在的矛盾和问题不断显现，劳动争议案件持
续上升。２００８年至２０１０年，北京市各级仲裁部门共处理劳动争议案件１
８４２９７件，超过２００７年前十年案件量的总和。
据介绍，现行的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都是非实体性机构，由劳动人事行
政部门代表、工会代表和用人单位代表组成，没有专门的人员编制和经费来源，
案多人少，办案条件较差，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劳动人事争议案件的处理能力。
“为扭转这一局面，提高劳动人事争议案件的处理能力，提高仲裁案件的规
范化、制度化和专业化水平，我们从去年开始选择在争议案件多、任务重的海淀
区、朝阳区和顺义区开展仲裁院建设试点。”苏育说。
试点结果显示，目前北京市劳动争议高位增长基本得到遏制，案多人少矛盾
逐步缓解。２０１０年全市仲裁系统共受理劳动争议６１０５０件，比２００９
年下降１６．９％；案件结案率９４％，同比上升５个百分点，其中调解结案率
为５０．４７％，使一半以上的案件化解在仲裁环节。
据悉，海淀区成立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后，朝阳区、顺义区两个试点仲裁院
也将于今年启用。
中国力争到 2020 年增加森林碳汇 4.16 亿吨
中国国家林业局局长贾治邦５月２０日在全国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工作会
议上表示，把保护和培育森林资源作为天保工程二期建设的主线，力争到２０２
０年，增加森林面积０．７８亿亩，增加森林蓄积１１亿立方米，增加森林碳汇
４．１６亿吨。
作为中国乃至世界上少有的巨大生态建设工程——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已
经实施１３年，这项投资１０００多亿元的巨大生态工程目前已全面完成一期建
设任务。国家林业局副局长赵树丛介绍，一期工程累计完成营造林任务２．４５
亿亩，森林面积净增１．５亿亩，森林蓄积净增７．２５亿立方米，森林碳汇增
加３．６亿吨，森林覆盖率增加３．７个百分点。与一期工程相比，今年全面启
动的天保工程二期总投资达２４４０．２亿元，取消了地方配套２０％的政策。
“经过工程一期建设，虽然森林资源开始增加，生态状况得到改善，但是森
林的总量还不足，质量还不高，生态功能依然脆弱，难以保障经济社会发展的巨
大需求。”贾治邦表示，必须把保护和培育森林资源作为天保工程二期建设的主
线，贯穿始终，常抓不懈。
贾治邦介绍，天保工程二期对长江上游和黄河上中游地区要继续停止天然林
商品性采伐。东北、内蒙古等重点国有林区要进一步调减木材产量，用３年时间
将木材年产量由１０９４．１万立方米调减到４０２．５万立方米。要全面落实
森林管护责任制，有效保护１７．３２亿亩森林资源。继续加强森林培育，全面
完成１．２３亿亩营造林任务。要突出抓好森林经营，对３．０６亿亩森林进行
抚育改造。

节能减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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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粤关闭数百家铅酸蓄电池企业
据悉，面对近期浙江、广东两省发生的多起血铅超标事件，环保部门及铅酸
蓄电池行业协会联手，关闭了两地数百家铅酸蓄电池企业。
浙江省环保厅负责人表示，目前该省共有 273 家蓄电池企业，已有 213 家被
停产整顿。德清血铅超标事件发生后，省里派出了 10 个检查组，对全省登记在
册的所有 273 家蓄电池企业进行地毯式排查，以防止血铅超标事件再次发生。
广东环保部门对 160 余家铅酸蓄电池企业进行地毯式排查后，将关停防护距
离在 300 米以内的企业。
此前有报道称，截至 5 月 19 日，广东省河源市紫金县三威电池公司引发的
血铅超标事件，已造成 136 人血铅超标，其中 59 人铅中毒。浙江德清血铅超标
事件中，涉案的海久电池公司法人代表已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截至 5 月 15 日，
事件共造成 332 人血铅超标。
沈阳铅酸蓄电池研究所主任伊晓波认为，之所以出现这么多问题，是因为这
个行业门槛低、起点低、环保意识低。
根据工信部《电池行业重金属污染综合预防方案》征求意见稿，在 2013 年
前，将淘汰镉含量大于 0.002%的铅酸电池，淘汰 20 万千伏安时/年规模以下的
铅酸蓄电池生产企业，限制新建 50 万千伏安时/年规模以下铅酸电池生产项目
(不含先进新型铅酸电池)。
有电池协会专家认为，今后铅酸蓄电池行业将严格按标准进行结构调整，淘
汰落后产能。
中国电池工业协会副理事长王敬忠表示，两三年后，年产值低于 1 亿元的铅
酸电池企业将必须停产。届时，全国的铅酸电池企业将会由现在的两千多家缩减
到几百家左右，绝大多数的企业将被淘汰。
青海拟在三江源地区开展碳汇交易工作
据５月２２日召开的青海省三江源生态保护与碳交易专家论坛披露，青海省
拟定在三江源地区开展碳汇交易工作，积极探索绿色发展的有效模式，进而深入
推进三江源生态保护和建设任务。
三江源地区位于青藏高原腹地、青海省南部，总面积３６万平方公里，是长
江、黄河和澜沧江的发源地，素有“中华水塔”的美誉。这一地区广布高原森林、
湿地和草地等生态系统，是重要“碳库”和二氧化碳吸收器，具有开展碳汇交易
的巨大潜力。
初步研究结果显示，除高原林地和高原湿地，仅青藏高原的草地生态系统，
每年的碳固定能力就达到１０００万吨，相当于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４６００万
吨。
国家环保部卫星环境应用中心副主任詹志明说，当前，国际社会越来越重视
碳平衡和碳贸易问题。三江源地区碳资源开发潜力巨大，这将是该地区生态环境
可持续保护的基础条件，国家以及青海省相关部门将为开展这项工作提供人才、
理论和技术等方面支撑。
“经过几年努力，三江源地区生态环境保护已取得积极成效，部分地区再现
‘千湖奇观’。”青海省人民政府副秘书长毛占彪说，青海省下一步将加强对三江
源森林、湿地、草地的碳储存量和碳汇潜力、碳交易等方面研究。按照国内外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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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市场规则，把三江源区的林地、湿地和草地生态系统纳入碳汇交易系统，利用
市场机制，拓宽生态补偿资金渠道。
同时，进一步加大退牧还草、植树造林等固碳工程力度，加快恢复遭到破坏
的高寒草地、高寒湿地和高原林地的生态植被，不断提高三江源地区的碳汇功能，
进而为减缓气候变化作出更大贡献。
“中航工业再生战略金属及合金工程”项目通过评审
5 月 20 日，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召开“中航工业再生战略金属及合金工
程”项目可研报告评审会，由师昌绪院士等 9 位专家组成的专家组一致通过报告。
“中航工业再生战略金属及合金工程”项目由中航上大金属再生科技有限公
司承担，是中航重机入股中航上大以来，致力于循环经济与金属再生领域的重大
项目。该项目选址于河北省清河县经济开发区内，计划总投资 32.7 亿元，占地
800 亩，建筑面积 36.8 万平方米。拟分两期建设，一期工程投资 13 亿元，形成
7 万吨战略性金属返回料的处理量；二期工程投资 19.7 亿元，项目投产后可实
现再生利用战略性金属返回料 33 万吨。
2009 年 1 月 1 日，我国开始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循环经济促进法》
；2011
年 1 月 24 日，工信部、科技部、财政部印发《再生有色金属产业发展推进计划》，
支持在具备产业基础的地区培育形成一批锌、钴、镍、锗、铟、贵金属等其它废
旧有色金属回收利用项目；今年两会期间通过的“十二五”规划纲要，把节能环
保确定为国家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之一，要求重点发展资源循环利用关键技术装
备、产品和服务。在此背景下，
“中航工业再生战略金属及合金工程”项目开始
酝酿启动。项目依托中航工业，将在中航重机内部相关企业间初步建立特种合金
返回料的分类与回收管理体系，对返回料进行循环利用，以降低企业运行成本，
并实现节能减排目标。
壳牌批准建造海上天然气液化储存装置
荷兰皇家壳牌有限公司(Royal Dutch Shell PLC，简称：壳牌)5 月 20 日批
准建造一个巨大的容器，目的是将准备出口的天然气在海上急速冷却液化，这样
壳牌就可对距离大陆数百英里(1 英里约等于 1.6 公里)的天然气蕴藏进行开发。
有些国家目前也在考虑为几个深海天然气开发项目建造类似容器，因为用管
道把天然气输送到陆地再进行液化对它们来说成本过于昂贵。壳牌最终通过了对
名为“Prelude”浮式液化天然气储存装置的投资审批，标志着世界上首次建造
这类储存装置获批。
全球天然气需求飙升，原因是各国为减少碳排放，都在设法减少煤炭和石油
的使用量。全球变暖被归咎于二氧化碳排放。由于日本国内的天然气供应较少，
中国和印度又是燃料需求日益增加的快速发展中国家，所以亚洲国家对天然气的
需求尤为强烈。
壳牌负责上游国际业务的执行董事马博德(Malcolm Brinded)说，我们决定
推进这个项目，对液化天然气产业来说是个重大突破，可在一定程度上大幅满足
全球对液化天然气日益增加的需求。液化天然气是最清洁的化石燃料。
建好后的 Prelude 在“个头”上要超过航空母舰，它将漂浮在澳大利亚西北
海岸以外的海域。普通油轮可从 2016 年开始，把来自 Prelude 的液化天然气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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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客户那里。壳牌已经同意将来自 Preclude 的液化天然气售给日本大阪瓦斯株
式会社(Osaka Gas Co.)。
宝钢发布“绿色宣言”
宝钢５月２４日在上海发出钢铁行业首份“绿色宣言”及首批５份“产品环
境声明”，公开披露了其五大类主流产品从原料至成品发货“全周期”的环境绩
效信息，承诺接受社会监督，开发高能源效率和资源效率的制造工艺，并与用户
分享先进的环境设计理念和技术。这是宝钢在中国钢厂中率先提出“环境经营”
战略后的一个重要举措。
根据国际能源署的相关统计，全球钢铁业所排放的温室气体占全球总排放量
的４％至５％。生产每吨钢平均要排出１．９吨以上的二氧化碳。虽然在过去的
３０年里，全球钢铁业的单位能耗已下降一半，但进一步降低温室气体的排放，
依然是其不可回避的“转型难题”。
在宝钢此次发布的环境声明和绿色宣言中，首次向公众公开提供了可验证的
钢铁产品环境绩效量化数据，涉及的产品包括热轧、冷轧、热镀锌、电镀锌和电
镀锡等５大类主导产品。
宝钢集团总经理何文波说，宝钢从２００４年起就尝试开展了产品“全生命”
周期的评价，是国内同行唯一开展此项工作的企业。这一环保领域的前沿探索，
基本与国际同台、同步。
目前，宝钢已完成了对其主要碳钢产品从原料到成品发货“全周期”中能源
消耗、资源消耗、排放等环境负荷数据的计算，编写了宝钢《钢铁产品分类规则》，
产品环境声明通过了国际权威机构的第三方验证，被正式授权使用“绿叶”标签。
下一步宝钢将陆续发布电工钢、彩涂板等其他产品的环境数据，并使信息披露的
规划更明确、程序更透明、信息更公开。
节能减排已是中国钢铁业新一轮发展的“硬约束”条件。中国钢铁工业协会
相关负责人说，今后，绿色制造和循环经济能否成为产业发展的主流，资源供给
受制于人的局面能否改变，将直接关系到中国能否由钢铁大国向钢铁强国顺利转
型。
世界钢铁协会也代表全球钢铁业承诺，扩大使用目前的高效率技术，研究和
开发新的突破性技术方法，从根本上减少每吨钢向空气排放的二氧化碳；继续优
化废钢的循环使用，使钢铁行业的副产品价值最大化；促进使用新一代的钢铁产
品，提高钢铁制成品的能效。
据宝钢发布的“绿色宣言”
，其高强钢、高效电工钢、高级家电板等“绿色
产品”，已得到了“绿色使用”，并产生了相应的“绿色效应”
。据介绍，高强钢
的使用，可使汽车轻量化，减少油耗和二氧化碳排放。以代表性的５座家用车为
例，原重一般在１２６０公斤左右，采用高强钢后车身重量可减少１１７公斤，
减重幅度为９％，每辆家用车在使用周期中可减少２．２吨二氧化碳排放。
专家表示，从高能耗、高污染、低创新的“黑色发展”转向低能耗、低污染、
高创新的“绿色发展”，已成为全球钢铁业的发展趋势，其中的根本性变革势在
必行。
瑞士政府计划退出核电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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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人士 5 月 25 日称，瑞士政府计划逐步关闭该国的核电站。
瑞士政府将决定，在该国现有的 5 个核电站营运许可证到期后，也不再建立
新的核电站。瑞士政府将于格林威治时间 1330 在伯尔尼举行新闻发布会。
据报导，瑞士最后一个核电站将于 2034 年停止运营。
日首相将吸取教训调整能源政策
日本首相菅直人５月２５日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立５０周年庆典仪式
上表示，日本将动用国家全部资源，吸取福岛核泄漏事故的深刻教训，检视和调
整能源政策，重点应对四个能源挑战。
菅直人说，福岛核泄漏事故发生后，日本要迎接的第一个挑战是检视核安全。
认真分析和检视福岛核事故是日本的一个“历史责任”
，日本要吸取和借鉴这次
事故的教训，并把这些教训与其他国家和年轻一代分享。日本将建立核安全的最
高标准，为此成立了核事故调查和核查委员会，不仅要全面审查核电技术，而且
要全面检讨核能利用中的人力资源、组织机构甚至是核安全文化等各种因素。
菅直人说，日本需要应对的第二个挑战是化石燃料的利用问题。日本将采用
最先进的技术，推动化石燃料的高效利用，将温室效应气体的排放量降至国际通
行最低。
据菅直人介绍，日本面对的第三个挑战是提高可再生能源的比重。日本将动
员所有资源，打破可再生能源实际运用面临的技术和成本壁垒，力争到本世纪２
０年代将可再生能源在发电量中所占比例提高至２０％。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日
本计划到２０２０年将太阳能发电成本降至目前的三分之一，到２０３０年降至
目前的六分之一。
菅直人说，日本面临的第四个挑战是进一步提高能源使用效率。日本在工业
能源效率方面居世界领先地位。下一个目标是在不损害家庭和社区生活舒适度的
前提下提高能源效率。从能源消费文化的角度来说，这是一个创新。
菅直人强调，人类今天面临严峻的环境挑战，因为能源问题而爆发的冲突接
连不断，因此能源政策的审视和转型非常重要。人类社会不应无限制地提高能源
消费，而应在达到合适的程度后有所节制。

自主创新
欧盟提出保护知识产权新战略
欧盟委员会 5 月 24 日发布公报，提出了一项旨在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的新战
略，希望以此进一步促进改革创新。
欧盟委员会在公报中说，之所以提出这项新战略，是因为随着时代的发展，
与互联网相关的技术变革为知识产权保护带来了新的要求，因此欧盟和成员国有
关知识产权保护的规定也要适应这种变化，与时俱进。
欧盟委员会表示，新战略将努力促进改革创新，保护创作者的权益，同时让
消费者更好地享受到受知识产权保护的商品和服务。
新的知识产权保护计划涉及专利、商标、设计、地理标识和著作权等多个方
面，此外还将加强对盗版和伪造商品的打击行动。在专利权的保护方面，欧盟将
继续推动建立一个统一的专门的专利法庭，解决专利权纠纷，这样有助于大大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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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诉讼成本和时间。
此外，为了促进欧洲数字化图书馆的建设，欧盟委员会当天还提出立法建议，
推动一些“孤儿作品”（即虽然受著作权保护、但著作权所有者却已经无法认定
的作品）的数字化和网上阅读。
欧盟委员会负责内部市场与服务的委员米歇尔·巴尼耶说，在欧盟统一市场
上对知识产权进行合理保护，对欧洲的经济发展至关重要。知识产权是欧盟经济
中的一大基石，而且是其增长的主要推动力，保护知识产权对于欧洲创意性产业
的发展至关重要。目前欧盟有 140 万家中小企业从事创意性产业，就业人口截至
2008 年达到 670 万人。

专家论坛
高盛下调中国 2011 和 2012 年 GDP 增幅预期
高盛集团(Goldman Sachs Group Inc., GS) 5 月 24 日下调了对中国经济增
长的预期，并预计中国的通货膨胀将加速上升，理由是油价上涨及供应面的制约
将对中国经济造成影响。
此外，高盛还下调了除日本之外亚洲地区的增长预期。
高盛将 2011 年和 2012 年的中国经济增长预期分别下调至 9.4%和 9.2%，此
前的预测为 10.0%和 9.5%。同时，该行将中国 2011 年消费者价格指数(CPI)升幅
预期从此前的 4.3%上调至 4.7%，但维持 2012 年 CPI 升幅预期在 3.0%不变。
高盛在报告中称，中国经济增长放缓的程度和范围都超出该机构此前的预
期。高盛继续维持中国股市在亚洲地区的增持评级。
此前一天发布的数据显示，5 月份汇丰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HSBC
China Manufacturing Purchasing Managers Index, 简称 PMI)的预览指数为
51.1，低于 4 月份 51.8 的终值。交易员将高盛的报告视为抛售欧元和澳元的又
一信号。随着欧洲债务担忧升级，加上中国 PMI 数据表现令人失望，欧元和澳元
自本周起大幅下挫。
此外，高盛还将对布伦特原油年均价格的预期从此前的每桶 103-110 美元上
调至每桶 113.5-130 美元，这也将对中国的经济增长造成影响。
高盛称，油价上涨 20%会给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带来 15-20 个基点的影
响。中国股市方面，高盛仍然最看好房地产和银行类股。
在下调中国增速预期，并在两周之前下调美国增速预期的同时，高盛还下调
了对亚洲更大范围地区的增速预期。该机构将除日本外大部分亚洲地区今年的经
济增长预期从 8.2%下调至 7.8%，下调了约 40 个基点。高盛称，受到此次预期调
整影响最小的是石油出口国马来西亚。
高盛在报告中称，该行对 2012 年亚洲地区经济增速的预期基本符合市场的
一致看法，但对中国大陆、香港和菲律宾的预期高出市场预期，对印度和泰国的
预期低于市场预期。
在高盛的这一报告发布后，澳元最初走软，一度跌至 1.0482 美元的盘中低
点，本周初报 1.0656 美元。但是，由于交易商认为此次预期下调幅度比预想的
更为温和，澳元迅速反弹。
一位驻悉尼的交易商称，受高盛维持对中国股市的增持评级提振，澳元实现
反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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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中国的需求一直是推动澳大利亚经济增长的最重要因素。据澳大利亚央
行预计，明年澳大利亚 GDP 增速将超过 4.5%。
过去十年来，中国对铁矿石和铜的需求一直不断大幅增长，即使是从目前来
看，中国的需求仍有继续上升的空间。正是在中国因素的提振下，澳大利亚在全
球金融危机期间才免于陷入经济衰退。在 2010 财政年度，澳大利亚对华出口总
值为 465.5 亿澳元，较十年前增长八倍以上。
其中，铁矿石出口额占对华出口总额的一半以上，较十年前增长 25 倍以上。
中国的三次通胀经历及其市场反应
野村证券中国区股票研究主管吴海锋 5 月 26 日介绍，在过去十年中，中国
出现过三次消费物价指数（CPI）超过 3%的情况。第一次是在 2003 年 11 月到 2004
年 10 月间（峰值 2004 年 7 月-8 月）
。第二次是在 2007 年 3 月到 2008 年 10 月
（峰值 2008 年 2 月）。最近一次消费物价指数突破 3%在去年 5 月，6 月份短暂地
回落至 3%以下后，又一路向上至今。
纵观这三次通胀，成因不尽相同。
2003 年至 2004 年那一次有以下特征：通胀主要是中国国内的现象；流动性
非常强，M2 增长连续 7 个月超过 20%，增幅仅次于金融危机后 2009 年的情形；
经济过热主要由大量投资造成。在那段时期，固定资产投资增幅甚至高于 2009
年 4 万亿元一揽子经济刺激计划带来的增速；大量投资带来的产能过剩在调控后
随之又导致物价很快下跌；政府的行政干预使得投资驱动的过热很快得到抑制。
基于上述的成因及政策反应，这一周期的通胀在一次加息后（2004 年 10 月）很
快下降，同时经济增长在这之后的若干年继续加速。
2006 年至 2007 年那次：通胀不仅仅是中国的现象，同时也在全球蔓延；流
动性充足，但不及 2003-2004 年和 2010-2011 年；投资增速适中；国内猪肉价格
带动的通胀加上全球通胀，使问题变得更为棘手。那一次，8 次加息并未抑制住
通胀势头，加速的通胀和经济最终随着金融危机的发生而放缓。
由 2010 年至今，通胀的成因又有了变化，虽然这次更类似于 2003-2004 年：
通胀目前主要还更多地是在中国，虽然全球也在逐步出现通胀；流动性是三次中
最强的。在 2010 年年中前的 12 个月里，M2 增速达到了 27%；受惠于 2009 年的
4 万亿刺激计划，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在这段时间到达了过去十年的第二高。
需要指出的是，虽然这次通胀的成因更类似于 2003-2004 年，政策的反应似
乎更接近 2007-2008 年。从去年十月至今中国已经加息 4 次，并有 8 次准备金率
上调。野村预计今年年内还有 2 次加息及三次准备金上调。如果调控得当，这一
次会避免 2004 年调控后几年内又出现的 2007-2008 年年过热。反之，则会加大
经济中期硬着陆风险。
专家论点辑要
▲中国宏观审慎政策体系尚未清晰
5 月 20 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扬在 2011 上海陆家嘴论坛上表示，由
于没有体系，没有独有工具，导致关于宏观审慎管理等的讨论陷入一种大家基于
自己的角度，基于自己的利益说自己话的境地，他认为宏观审慎政策理论体系还

返回目录

不清晰尚需讨论。
李扬表示，目前来看宏观审慎政策问题是现在的热点话题，作为研究者，他
坦言自己现在也觉得还有很多不清楚的地方。
“最主要的，作为一个新的体系，
有两点我们必须要明确，而现在不明确。第一就是它的理论是什么？宏观审慎的
理论是什么，它是不是超出现有理论的新理论？很遗憾，现在还看得不清晰。”
李杨说。
李杨说：“没有体系，没有独有工具，因此关于宏观审慎管理或者说宏观审
慎监管或者宏观审慎政策的讨论就陷入一种大家基于自己的角度、自己的利益，
自说自话的境地，我个人感觉宏观审慎政策还需要讨论。但有一点非常明确，就
是此前的微观审慎监管这套体系是不中用了。
”他表示作为宏观审慎政策体系，
目前也尚无有别于现有监管以及货币政策工具的独有工具。
▲专家指紧缩不会导致中国经济硬着陆
中国社会科学院(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金融研究所中国经济评价
中心主任刘煜辉 5 月 27 日在《中国证券报》刊登的一篇文章中称，中国政府实
施的紧缩措施不会导致经济硬着陆。
刘煜辉称，当企业成本持续高企时，经济增长就会自然减速，这是经济规律，
这时候放松货币对于产出的改善是毫无意义的，顶住高企的成本只会使供给面进
一步恶化，未来就不会有足够的产品和服务来吸收货币。
他指出，中国不会因为紧缩而硬着陆，只有通胀失控，经济才有硬着陆的可
能。
刘煜辉对中国的政策方向持赞赏态度，但同时警告称，如果不首先把通货膨
胀压下去，反过来会损害结构性改革的效果。
他表示，中国要避免“滞胀”的经济结果的发生，政策上要尽快实现一个积
极的正的真实利率水准。
▲巴曙松促防紧缩过度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巴曙松 5 月 24 日撰文指出，中国应
该防止紧缩政策“超调”，核心出发点是经济开始明显回落，担心回落的幅度可
能超出“平稳回落”的范围。他认为，这种情形的出现可能源自紧缩政策的延续
时间过长，节奏持续加大。尽管目前内部和外部经济环境较○八年已有很大改善，
但宏观政策风险确实值得关注。
巴曙松称，由于国内生产总值（GDP）与消费者价格指数（CPI）的回落存在
明显的时间差，这客观上使得政策的紧缩力度与节奏的把握出现明显偏差，经济
容易出现下行幅度过大的风险。他认为，观察货币紧缩力度不仅需要观察银行体
系的资金松紧状况，还需要关注企业等实体经济获得资金的成本上升幅度，因这
更大程度反映实体经济感受到的紧缩力度。
他指出，目前来看，实体经济感受到的利率紧缩力度已接近○七年底水平；
而根据以往经验，紧缩政策可能会持续到 CPI 见回落以后，即政策制定者必须确
认 CPI 已进入下行通道，才有可能退出紧缩政策，而在此之前，GDP 将持续呈现
回落态势。
至于从下一阶段的趋势看，巴曙松认为，“紧缩加时赛”延续的时间过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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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性风险累积的程度和“政策超调”的潜在可能也就更大；这样的话，就可能
出现县级融资平台风险暴露、房地产投资下滑、汽车销量下滑幅度过大等问题。
▲中国并未实行过度紧缩政策
国家信息中心首席经济学家范剑平 5 月 23 日称，中国并没有实行过度紧缩
性的政策，而是开始向中性政策转化。
范剑平称，对于未来货币政策的走向，最重要的是权衡经济减速与物价减速
之间的关系。
范剑平称，政策要有一定的预见性，没有必要等到物价明显回落的时候才收
手。那样的话，政策可能就会过度，经济回落的谷底就更深了点，为下一轮经济
增长起步造成阻碍。

中小企业
辽拟推中小企集合票据
辽宁省中小企业厅与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沈阳办事处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签约仪式暨中小企业新型融资方式推介会 5 月 19 日在沈阳举行。目前辽宁省内
尚无企业通过发行集合票据进行融资，协议的签订将有助于推动政府搭台实现金
融机构与企业对接，构建政府、银行、企业等多方合作的模式。
会上，辽宁省中小企业厅着力对融资租赁业务、中小企业集合票据等新型业
务进行了推介。
由于集合票据的发行难度、费用及对单个企业的信用要求较低，其推广将助
力中小企业拓宽融资渠道，增加直接融资金额，满足中小企业多样化的融资需求。
安徽设 1.5 亿基金助中小企
安徽省商务厅副厅长张丹宁 5 月 24 日在合肥透露，该省将投资 1.5 亿元（人
民币，下同）发展基金扶持中小企业。据介绍，安徽省将于本月底至七月中旬期
间，举行开放型经济政策宣传服务月活动，预计培训 9000 家出口型企业。
张丹宁称，随着银行准备金率不断上调，国家银根收紧，对安徽外贸企业影
响较大，尤其是中小企业面临资金紧张问题。为此，安徽省投入 1.5 亿发展基金，
专门用于扶持中小企业发展，鼓励中小企业开拓国际市场。
此外，安徽省开放型经济政策宣传服务月活动将于五月底至七月中旬在全省
17 个城市举行，通过举办对外贸易专题研讨班、商务主管部门开放型经济政策
业务宣讲班，以及进出口开放型经济政策业务宣讲班等形式，预计共培训服务企
业 9000 家。
专家认为宏调应多考虑中小企业承受力
国家信息中心徐策 5 月 26 日在上海证券报撰文指出,,预计中国工业未来将
呈平稳放缓态势,考虑现在出现企业效益下降和部分中小企业停产、半停产状况,
接下来的宏观调控要多考虑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的承受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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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指出,更需要关注的是,工业企业效益的持续放缓问题以及中小企业经
营上出现困难的问题.在宏观调控上,需要在综合判断总供求平衡以及物价上涨
情况的同时,更多地考虑企业的承受能力.
"目前,中小企业出现了经营困难甚至是停产和半停产的现象.据测算,诸多
因素相叠加所产生影响,导致利润率已经下降至 1.44%左右."该文指出.
文章称,去库存、电力供应短缺以及紧缩性货币政策和主动调整经济结构导
致工业增速下滑.工业效益持续回落,部分中小企业生产运行出现困难,企业对宏
观政策环境的承受力受到考验.
尽管工业企业效益的绝对增速并不算低,但必须注意的是其连续不断回落的
趋势.同时,亏损企业亏损额和亏损企业数量也不断增加,意味着亏损面不断扩
大,2011 年一季度亏损额累计同比增加 27.81%,比上月增加 5.61 个百分点,亏损
企业数量同比增加 2.06%,比上月增加 0.22 个百分点.
文章并称,近期全国工商联耗时两个多月对广东、浙江、江苏等 16 个省进行
系统调研,结果发现,中小企业特别是小型、微型企业的状况,可能比 2008 年金融
海啸时更为艰难.
从广东的情况看,今年一季度,广东 3.73 万家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约
923 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10.4%,增幅比 1-2 月下降 12.5 个百分点,比去年同期
下降 26.1 个百分点.
而温州市经贸委监测显示,今年前三个月,该市眼镜、打火机、制笔、锁具等
35 家出口导向型企业销售产值同比下降 7%,利润同比下降 30%左右,且企业订单
金额出现减少趋势.行业平均利润率为 3.1%,利润率超过 5%的企业不到 10 家.
文章认为,除了成本上升、税负较重等问题之外,政策调控成为主要原因.连
续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和控制全年信贷额度,使商业银行贷款额度紧张,众多中小
企业和个人纷纷寻求民间借贷资金,从而导致民间借贷利率普遍上浮,近期甚至
出现 100%的高额年息,"中小企业资金链正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
专家建议以“草根经济办草根金融”破解中小企业融资难
据悉，在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５月１９日举办的“经济每月谈”活动上，
专家们指出，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需要大力发展各类中小型金融机构，特别是
由民间资本发起或参与设立村镇银行等中小型金融机构。
全国工商联副主席、哈尔滨翔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刘迎霞表示，随着
我国货币政策的调整，不断收紧流动性，国内一批中小企业面临着资金链断裂的
风险，有的企业只能被迫转向民间借贷甚至高利贷。
目前困境与政策制定部门、金融监管部门“一刀切”的做法以及国有金融机
构的经营模式有很大关系，她分析认为，因为缺乏专门针对民营中小企业的特殊
政策安排，在银根收紧和资金成本上升时中小企业往往首当其冲。
“如果大批中小企业不是因为经营不善和市场萎缩倒闭，而是因为资金链断
裂而出现倒闭，受损的不仅是宏观经济，对金融系统自身也会产生冲击。”她说。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秘书长陈永杰说，解决中小企业的融资难一方面要
靠提高大中型银行对中小企业的贷款比重，另外一方面必须要大力发展由民间资
本发起设立的中小金融机构，由这些中小型金融机构为一定范围内的中小企业服
务。
对于“草根经济办草根金融”可能带来风险的担忧，陈永杰说，从目前各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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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的发展情况来看，只要严格设立标准和加强监管，这些问题是不存在的。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常务副理事长郑新立认为，允许民间资本兴办金融机
构是下一步整个改革的突破口，关系到中国经济发展有没有活力、内生性的增长
机制能不能形成，也关系到今后１０年到２０年中国经济能不能持续较快增长、
避免走入中等收入陷阱，这需要各个部门的配合，要尽快落实。

调查分析
银监会调研浙中小企倒闭潮
消息人士 5 月 26 日披露，中国银监会以及浙江省中小企业局上周（5 月 16
日-22 日）专程赶赴浙江台州、温州等地，实地调研中小企业‘倒闭潮’。另一
方面，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徐策预计，中国工业未来将呈平稳放缓态势。
银监会及浙江省中小企业局组织的调研组发现，煤价上涨导致发电厂发电成
本高企，浙江一些电厂以检修保养为由‘开三停一’、
‘停四开三’地规律性停电，
直接导致企业无法正常开工。其中一位调研参与者表示，虽然目前‘关门倒闭’
的现象看来并不普遍，但小企业的生存环境确实很困难，比○八年期间还要差。
一浙江本土银行的负责人亦称，目前民间借贷成本已超过大多数小企业所能
承受的范围，如果银行贷款到期，小企业宁愿不还银行贷款，也不愿借高成本的
民间资金来周转。民间借贷成本逐步抬头，甚至高过○八年，这是个信号，小企
业贷款的风险也很高了。
另一方面，徐策日前撰文指出，当前中央需要关注的是，工业企业效益的持
续放缓以及中小企业经营上出现困难的问题。在宏观调控上，需要在综合判断总
供求平衡以及物价上涨情况的同时，更多地考虑企业的承受能力。
他指出，尽管工业企业效益的绝对增速并不算低，但必须注意的是其连续不
断回落的趋势；同时，亏损企业亏损额和亏损企业数量也不断增加，意味着亏损
面不断扩大，今年一季度亏损额累计同比增加 27.81%，亏损企业数量同比增加
2.06%。据测算所得，目前中小企业的利润率已下降至 1.44%左右。
除了成本上升、税负较重等问题之外，徐策认为，政策调控也是导致中小企
业经营困难的主要原因。他称，连续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和控制全年信贷额度，使
商业银行贷款额度紧张，众多中小企业和个人纷纷寻求民间借贷资金，从而导致
民间借贷利率普遍上浮，近期甚至出现 100%的高额年息，中小企业资金链正遭
遇前所未有的挑战。
温州被抽查企业四分之一接近亏损
中国商务部研究院院长霍建国 5 月 24 日在 2011 贸易金融发展研讨会上透
露，商务部研究院日前对温州 35 家企业抽样调查显示，四分之一的企业接近亏
损，利润超过 5%的企业不到 10 家。并称现在最突出的问题反映在信贷方面，企
业贷款难已开始影响到很多中小企业的正常运营。他说，工商联 4 月份在江浙
16 个省对中小企业做了调查，企业表示现在比 2008 年还要难。
另据报道，由于资金链出了问题，温州江南皮革、波特曼、三旗集团等三家
知名企业或老板出逃或濒临破产。
而日前更有“温州经济出大事了，几百亿高利贷跑了”的网帖称，随着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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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资金的控制，在温州有资产抵押无绝对关系是贷不到钱的，大部分的钱都被
银行信贷负责人勾结担保公司给贷走。所有在温州开设分行的各大银行，只要与
信贷有关的员工，都与高利贷的担保公司有关。在温州办企业必须保证每年 30%
的利润，否则利息付不出，只有逃跑。网帖称，温州今年有 7 个企业主逃跑，间
接逃了 70 个。
对于多家温州中小企业出现破产或倒闭情况，温州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会长
周德文此前表示，温州中小企业猝死的原因有二：其一，企业借高利贷而利息的
确高得离谱；其二，企业扩张太快，资金跟不上。周德文称，除了要最大限度发
挥当前市场上的小额贷款公司和村镇银行的作用，当务之急还是金融体系的创新
问题，最好能让民间资本筹建为中小企业融资的专业性机构。对于温州中小企业
自身来说，也要做到主营业务不偏离，战线不要拉得太长，同时中小企业要走联
合抱团之路，以增强抗风险的能力。
欧盟在华企业对中国监管环境担忧明显上升
中国欧盟商会 5 月 25 日发布的《欧盟商会商业信心调查 2011》显示，在华
欧洲企业 2010 年整体增长强劲，但对监管环境的担忧也呈上升趋势。
调查结果显示，对于欧洲企业来说，中国市场的战略重要性不断上升。面对
来自中国本土不断白热化的竞争，71%的欧盟企业表示去年的净利润有所增长。
中国本土企业在一些以往被认为是外资企业强项的行业上的竞争力也不断增强。
受访企业认为，在过去的两年中，政府政策对在华外资企业的不公平程度有
所增加。20%的受访企业称在中国大陆的投资计划受到了政策的消极影响，42%
称投资战略保持不变，只有 15%称会追加新投资。
88%的受访企业将“法治和政策制定和执行的透明化”列为推动未来几年中
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
受访企业评出的在华经商面临的五大障碍依次是：对宽泛规定的法律法规的
自由裁量式执法、不同监管机构之间缺乏协调、与国际标准之间缺乏协调、公司
及产品的注册流程、地方对中央标准的执行。
中国欧盟商会主席大卫（Davide Cucino）表示：
“欧洲企业在中国投资庞大，
通过这些巨额投资，我们非常适合为中国向更平衡的经济增长模式转型做出贡
献。我们在高科技、高质量的绿色产品和技术，以及服务业方面都可以提供许多
经验。我们期待在这些领域看到“十二五”规划中提及的进一步开放。”
大卫强调，良好的商业环境对于保证欧洲企业持续对中国市场做贡献至关重
要。“我们要求的不是优惠待遇，而是平等对待以及一个开放的市场准入环境。
欧洲企业对不公平竞争和监管环境的担忧不断上升，这使某些公司对中国提供公
平机会市场的承诺和商业环境的长期吸引力产生了质疑。”
《欧盟商会商业信心调查 2011》由中国欧盟商会和罗兰贝格战略咨询有限
公司共同推出。今年有将近 600 家企业参与了调查。
两成以上欧美企业今年将扩编招工
国际知名会计师事务所普华永道５月２３日在巴黎公布一项调查结果显示，
由于经济增长加速，今年有两成以上的欧美企业计划扩大编制，招收新员工。
这项针对欧美１１００家企业进行的调查显示，２８％的美国企业，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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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欧洲企业和２０％的法国企业领导人表示有意招聘新员工。
普华永道合伙人达尼埃尔·吉法尔－布维耶尔指出，法国企业增长前景得到
明显改善，所以不少企业希望招工。并且，这些招募意向中４０％是新的就业岗
位，并不仅仅限于补充编制。
调查同时显示，５０％的法国企业、４０％的欧洲企业和２７％的美国企业
难以吸收到急需的高素质人才。因此，多数法国大型企业转向优化内部资源，或
寻求新措施来留住人才。吉法尔－布维耶尔说，法国企业需要结合多重办法来吸
引人才并且保证人才不会流失，包括在众多应征者中慧眼识珠、深化公司形象与
定位、完善员工培训机制等。
有８０％的法国企业领导表示，需要在人力资源管理方面做大的调整，目标
转向留住有才干的员工。６８％的法国企业有意建立有差别的薪酬机制，比如将
工资与公司股价挂钩来调动员工的积极性。一些企业还打算采取非薪酬措施来防
止人才流失，如加强自主、工作时间更为灵活、促进人才国际间流动等。
普华永道另一项调查显示，促进人才的国际间流动是法国企业在人力资源管
理方面采取的重要措施。近１０年来，法国企业驻外员工数量增长２５％，这一
增幅到２０２０年有望达５０％。普华永道合伙人帕斯卡尔·茹布勒说，将员工
外派是一个保护人力资源的方法，同时还能开拓新市场，保证公司的长远发展。
外派员工还可以发挥培养当地人才的作用。

经贸态势
深圳成立新产业产权交易所
５月２５日，立足于深圳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的深圳市新产业技术产权交易
所揭牌成立。管理部门表示，该交易所旨在打造“技术产权银行”模式，逐步建
成区域性统一互联的科技金融服务体系。
深圳联合产权交易所董事长叶新明说，深圳新产业技术产权交易所将充分发
挥前海机制体制创新功能，以科技金融柜台市场和全球并购市场为支撑，通过聚
集各类投资资源、产业资本和跨国资本，建立全球交易和服务网络，探索促进现
代科技服务业发展的体制机制。
“深圳将大力支持新产业交易所的建设，集聚各类创新资源，将新产业交易
所建成为立足深圳、服务全省、放眼全球的技术投资和创新创业企业投资的专业
交易平台和服务平台。”深圳市副市长袁宝成说。
揭牌当日，深圳新产业交易所还发布了中国智能资产指数。据叶新明介绍，
中国智能资产指数是基于公司无形资产价值的股票指数，由新产业交易所和中证
指数有限公司联合编制。
包头将建稀土现货交易所
包钢稀土 5 月 26 日公告称，其于 5 月 25 日收到《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关
于组建包头稀土产品交易所有关事宜的批复》文件。文件批复：同意包头市组建
“包头稀土产品交易所有限公司”，其经营范围不得包含“大宗商品中远期交易、
大宗商品中远期交易市场管理、仓单交易”
；由包头市尽快组建以包钢稀土和内
蒙古高新控股有限公司为主体的企业法人，开展稀土产品交易相关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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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人士表示，稀土交易所是一个现货交易所，并不涉及期货交易。作为现
货交易所，稀土交易所的设立不需要国家审批，内蒙自治区层面即可审批。“下
一步只要国家认可就行。”
稀土交易所注册资本金不少于 1 亿元。据透露，内蒙将把稀土交易所建成一
个全国稀土行业的交易所。下一步稀土交易所将展开招股工作。
“我们将在江西、
山东、广东、北京、上海等地广泛招募股东，整个过程公开、公平、公正”相关
人士介绍说。
按计划，筹建过程约半年左右，招股工作在 8 月前结束，8 月 8 日完成公司
注册工作。
稀土交易所的企业法人将以包钢稀土和内蒙古高新控股有限公司为主体。包
钢稀土是国内最大的稀土生产企业，公司控股股东拥有国内最大白云鄂博稀土
矿。内蒙古高新控股有限公司是内蒙古包头稀土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直属的国有
独资公司，定位于稀土高新区融资服务体系建设、基础设施开发建设、国有资产
管理和优质项目的培育。
分析人士称，建立稀土交易所意义在于确立中国稀土的全球定价权，形成中
国稀土定价机制。
进口铜成中国企业筹资暗道
据报道，中国对铜的需求没有看上去的那么旺盛。业界 5 月 20 日披露，中
国是世界上最大的铜消费国，大部分铜是进口的。但进口的铜并不都是为了满足
最终需求。随着政府收紧信贷投放，对于企业来说，进口铜已经成为一种规避政
府信贷管制的手段。
具体做法是这样的：企业利用信用证（letter of credit）为在伦敦金属交
易所（London Metal Exchange，简称：LME）购买的铜融资。如果上海的铜价高
于伦敦，进口商在支付了运输和仓储成本之后仍能在中国内地市场以高于成本的
价格将这批铜出售，在信用证到期前尽情享用这笔人民币收入。信用证的期限通
常为三个月至一年。信用证的获取比银行贷款要容易，并且成本较低。
但 LME 三个月期铜的价格每吨高出沪铜 210 美元给进口商套现的路径设置了
一个障碍。但企业仍然可以用手中的铜做抵押向银行申请人民币贷款，并将铜存
放在仓库里，等待价格朝著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变动。就算最终没有出现这种情况，
对贷款的强烈需求也会促使进口商在铜交易中承担一定损失，为的是能换取经营
生产所需的宝贵现金。
麦格理证券金属分析师刘博雅（Bonnie Liu）估计，目前中国仓库中存放的
55 万吨铜中超过一半是用于融资的。今年多数时候铜价高于 9,000 美元/吨，这
意味着进口商通过进口铜大约可以融资 20 亿美元。与今年头四个月新增 4,600
亿美元的贷款相比，这并没有大幅增加信贷总量。尽管如此，这一现象仍表明了
央行在严格执行紧缩货币政策时遇到的困难。
这种做法对铜市场的影响更大。中国对铜的潜在需求强劲。2011 年电网投
资增加了 20%，农村家庭加大对空调和冰箱的购买将继续维系市场对家电的旺盛
需求，这意味着对铜的需求依然强劲。
据刘博雅估计，存放在仓库中用于融资的铜约占一季度全部进口量的 25%。
如果信贷持续紧缩，国内铜价继续低迷，这些进口商可能会发现自己可能陷身于
一个危险的游戏，而中国的需求可能不会像市场预计的那样坚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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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三大原油储备库布局天津南港
天津南港工业区５月２２日介绍，包括国家原油战略储备库在内，目前已有
３座大型原油储备库落户天津南港工业区，总库容量达到７４０万立方米。
据了解，位于天津滨海新区南部的南港工业区，东临渤海湾，规划面积２０
０平方公里，定位为建设世界级重化产业基地和港口综合功能区。
天津南港工业区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王俊明表示，目前已有３座大型原油储
备库在南港工业区扎根。其中，中国国家原油战略储备天津基地２００９年选址
南港工业区，总投资３５亿元，由中石化集团承建，首期设计库容为３２０万立
方米。
与此同时，中石化集团还自建了配套的３２０万立方米原油商业储备库。该
储备库占地约１０２６亩，投资约３０亿元，将建设３２座１０万立方米原油浮
顶储罐，并配套建设输油泵站、污水提升泵站、中心控制室办公楼等。为满足储
备基地原油进出的需求，该工程还将在位于滨海新区大港的天津中转油库至商业
储备基地之间，建设一条长度约２２公里、设计年输量为２０００万吨的输油管
道。
此外，库容量在１００万立方米的中石油商业原油储备库已于今年年初竣
工。该储备库由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商业储备油分公司投资、委托大港石化
公司建设和管理。项目总库容１００万立方米，共建有１０座１０万立方米原油
储罐，２座３０００立方米消防水罐以及１座原油泵房。
据了解，中国目前已初步建立起石油战略储备系统。首批四个总容量达１６
２０万立方米的战略石油储备基地已基本建成并投入使用。第二期八个战略石油
储备基地仍在建设中，位于天津的储备库是其中之一。
中日韩推进自由贸易协定进程
据报道，在东京召开为期两天的峰会后，5 月 22 日，日本、中国和韩国的
领导人承诺将加快准备可能达成的三方自由贸易协定。由于外交争端和 3 月日本
发生核灾难，三国这方面的讨论蒙上阴影，近期他们开始重启会谈。
达成贸易协定的路途困难重重，最近在领土、稀土出口和日本被禁食品上的
争端凸显了这些困难。不过尽管如此，三国领导人的一致看法表明他们希望再次
拉近经济联系。
日本首相菅直人（Naoto Kan）、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和韩国总统李明博
（Lee Myung-bak）说，他们正推进加快达成贸易协定的对话，三国都希望加强
合作，增强亚洲地区的活力和动力，引领亚洲的强劲增长。
三国领导人同意，将在今年完成行业代表、政府官员和学者对日中韩三国自
由贸易协定的联合研究。
中国、日本和韩国约占世界经济总量的 20%，三国主要商业和贸易游说人士
在要求领导人尽快达成贸易协定时都提到了这个事实。
三国商界团体还说，他们会共同努力，促进日本在 9.0 级地震和海啸后工业
和地区性的恢复。他们说，我们再次确认东北亚的供应链对全球经济有重要作用，
我们将共同合作，恢复和维持这些供应链的顺利运行。
李明博提到，由于三国在历史、政治和经济方面长期存在竞争，促进经济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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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密联系将面临挑战。他说，存在一些困难的情形，但通过克服这些困难情形，
我们显示出合作向前迈进的态度。其中一个不利事件是，2010 年末，中国已暂
时限制对日出口许多高科技产品的重要原料稀土；在那之前，中日之间由来已久
的岛屿领土之争爆发，中国称这些岛屿为钓鱼岛，日本称尖阁列岛。
李明博说，他预计达成自由贸易协定的进程会加快，而温家宝说他支持明年
开始正式谈判。
三国领导人还呼吁加强核安全和防灾准备方面的合作，并再次强调了核能的
重要性。3 月 11 日，日本东北部福岛第一核电站（Fukushima Daiichi）发生地
震和海啸，引发了自切尔诺贝利核事故以来最严重的核灾难。
中国和韩国说，他们将汲取日本核事故的教训，中、日、韩三国将讨论在发
生核事故时如何迅速交流信息和气流分析。在肯定核能依然重要的同时，他们还
呼吁在可再生能源和能源效率方面进行合作。
11 日的灾难发生后，由于担心放射性污染，中国等国家一直禁止某些日本
农产品的进口。不过，温家宝 5 月 22 日说，中国将把食品进口限制所涉及的日
本都县数量从 12 个减少到 10 个，并将不再要求一些产品必须拥有辐射检查证明。
中国仍将要求蔬菜、乳品、鱼类等产品必须拥有辐射检查证明。
中国－东盟环境保护合作中心在京启动
中国－东盟环境保护合作中心５月２４日在京正式启动。该中心将成为落实
中国－东盟环境保护合作战略及相关合作项目的主要实施机构和技术支撑力量，
成为中国环境保护对外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和窗口。
环境保护部部长周生贤在启动仪式上指出，中国与东盟国家大多数属于发展
中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在环境与发展领域面临许多共同挑战。环保合作已发
展成为中国和东盟合作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领域，双方的对话不断深入，沟通机制
日臻完善，合作成效不断显现。
周生贤建议进一步推动中国－东盟环保合作，开展“中国－东盟绿色使者计
划”，扎实推进在环境无害化技术、环境标志与清洁生产等方面的合作，推动可
持续生产与消费领域对话；积极开展环境合作示范项目，加强区域环境能力建设，
搭建“中国－东盟环境合作示范平台”；通过政府、企业和社会等多层面交流，
促进公众环境意识提高。
他同时建议加强在全球和区域环境问题上的对话与合作。在气候变化、生物
多样性保护、持久性有机污染物、危险废物非法越境转移、大气污染物传输、水
环境管理等领域，加强沟通合作。“尤其是在生物多样性保护方面，中国西南地
区与东盟国家，特别是大湄公河次区域国家生态环境相似，双方在该领域的合作
大有可为。”
据介绍，中国－东盟环境保护合作中心是为了落实温家宝总理在２００７年
第十一次中国－东盟领导人会议上的倡议，由中国政府批准成立。２０１０年３
月，环境保护部启动了中心组建工作。
埃及当局决定长期开放拉法口岸
埃及当局决定自 5 月 28 日起，除了周五和公共节假日外，长期开放通往加
沙的拉法口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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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法口岸的开放是埃及为巴勒斯坦结束内部分歧和实现民族和解所作努力
的一部分。
本月 4 日，巴勒斯坦两大政治派别巴民族解放运动（法塔赫）和巴伊斯兰抵
抗运动（哈马斯）在埃及主持下正式签署和解协议，巴勒斯坦由此结束长达 4
年的分裂状态。
以色列 2006 年开始封锁加沙地带。第二年，哈马斯控制加沙地带，以色列
加大了对这一地区的封锁力度。埃及前政府一度支持以色列对加沙的封锁，关闭
拉法口岸，只允许人道主义援助物资通行。
巴拿马与秘鲁正式签署自贸协定
巴拿马与秘鲁５月２５日在巴拿马城正式签署自由贸易协定。该协定生效
后，７６％的巴拿马出口秘鲁商品将立即享受零关税，而７９％的秘鲁出口巴拿
马商品也将立即享受同等待遇。
经过６个月的谈判，２５日晚，巴拿马工商部长罗伯托·恩里克斯和秘鲁外
贸和旅游部长爱德华多·费雷罗斯在巴拿马总统府签署自贸协定。恩里克斯说，
巴拿马将把自贸协定提交国会审批，秘鲁则将由政府审批，然后在双方交换外交
文书６０天后，协定将正式生效。
恩里克斯说，自贸协定将帮助双边贸易额每年增长至少１０％。根据自贸协
定，在最长５年内，巴拿马出口至秘鲁商品中，将有９９．２％可享受零关税；
而秘鲁出口至巴拿马的商品中，也将有９３．１％在最长５年内享受同等待遇。
２０１０年巴拿马与秘鲁的双边贸易额为４７２０万美元，其中巴拿马对秘
鲁的出口额达４５００万美元。
巴拿马是第一个与秘鲁签署自贸协定的中美洲国家。５月２６日，秘鲁将与
哥斯达黎加签署自贸协定。

投资视点
上海版境外直投方案已上报
5 月 21 日，上海市金融服务办公室副主任徐权在 2011 陆家嘴论坛上透露，
个人境外直接投资方案已在去年以上海市政府名义上报国务院，目前仍在征求意
见汇总阶段。根据上报方案，个人境外直投被设计为非金融类的外汇投资，而不
是人民币境外直接投资。主要投向是移民投资、房地产投资和企业投资。
徐权进一步表示：
“现在国家有关部门还没有正式批复任何一个城市居民对
外投资这项业务，但在履行完程序之后（上海）市政府会积极推动这项工作。”
值得一提的是，与今年 1 月 7 日，温州外经贸局在其官方网站公布《温州市
个人境外直接投资试点方案》及相关配套政策文件相比，上海版方案比温州多了
楼市。
温州个人境外直接投资的投资方式仅鼓励个人参与境外实业投资，不允许参
与股市和楼市的投资。具体而言，温州版在投资范围规定更为详细，限定为通过
新设、并购、参股等方式在境外设立非金融企业或取得既有非金融企业的所有权、
控制权、经营管理权等权益的行为，不准投资设立境外特殊目的公司，涉及中国
禁止出口的技术和货物，能源、矿产类境外投资，也不准投资与中国未建交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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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境外投资，特定国家或地区的境外投资，涉及多国(地区)利益的境外投资。
另外在投资限额上，尽管上海版并未披露，但依据温州版方案，投资者单项
境外投资额不超过等值 300 万美元(约合 1990.47 万元人民币)，个人境外直接投
资年度总额不超过 2 亿美元(约合人民币 13.26 亿元)。
哈尔滨和海口市城市总体规划获国务院批准
国务院５月１７日原则同意修订后的《哈尔滨市城市总体规划（２０１１－
２０２０年）》以及修订后的《海口市城市总体规划（２０１１－２０２０年）》，
要求逐步把这两个省会城市建设成为经济繁荣、社会和谐、生态良好、特色鲜明
的现代化城市。
国务院要求这两个城市重视城乡统筹发展，合理控制城市规模，完善城市基
础设施体系，开展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城市建设。
《国务院关于哈尔滨市城市总体规划的批复》明确要求哈尔滨市在《总体规
划》确定的７０８６平方公里的城市规划区范围内，实行城乡统一规划管理。加
强城中村和城乡结合部整治改造，城镇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的建设应当为周
边农村服务。到２０２０年，主城区城市人口控制在４６０万人以内，城市建设
用地控制在４５８平方公里以内。
《国务院关于海口市城市总体规划的批复》要求海口市重视城乡统筹发展：
在《总体规划》确定的２３０４．８平方公里的城市规划区范围内，实行城乡统
一规划管理。以主城区为核心，依托主要交通干线，引导城镇合理布局，促进城
乡统筹协调发展。此外，国务院要求海口市合理控制城市规模：到２０２０年，
主城区常住人口控制在１８０万人以内，城市建设用地控制在２０９平方公里以
内。
国务院均要求这两个城市创造良好的人居环境，提高城市居住和生活质量，
重视历史文化和风貌特色保护。
国务院对海口市的沿海开发规划和绿化十分重视，要求这个省会城市加强对
沿海地区开发的规划控制和引导，优化功能布局，保护好自然生态岸线；加强绿
化工作，划定城市绿地系统保护的绿线，制定保护措施并严格实施。按照建设海
南国际旅游岛的要求，保护好“海、城、江、林、田”自然生态格局，突出热带
滨海城市风貌特色。
福建重大建设项目将进行社会稳定风险评估
福建省人大常委会近日通过了《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条例》，并将于今年８月
１日正式实施。“条例”提出，全省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健全经济社会发展重
大决策、重大建设项目的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预防和减少矛盾纠纷。
“条例”对于校园安全、网络安全管理、流动人口和出租房屋管理、社区矫
正、调解衔接等社会管理领域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作出了相应规定。
针对近年来日益凸显的校园安全问题，
“条例”规定，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及
其教育、公安等有关部门应当加强校园和周边地区以及其他学生活动场所的管
理，建立健全安全保卫机构，加强安全制度建设，配备人员和必要的防范设施，
维护校园及周边和其他学生活动场所的治安秩序。
在互联网安全管理方面，“条例”提出，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及公安、通信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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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等有关部门应当加强对互联网的监督管理，建立健全网络和信息安全防控体
系，预防和惩治涉及互联网的违法犯罪行为。网络接入单位、服务单位及上网服
务场所应当依法履行网络安全管理责任。
根据“条例”，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应当协调法院、检察院以及政府有
关部门，建立健全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等多元调解形式互相衔接的工
作机制，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纠纷，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在处理资源开发、环境污染、公共安全事故、
医患纠纷、征地拆迁等方面的民事纠纷，以及涉及人数较多、影响较大、可能影
响社会稳定的纠纷过程中应当加强行政调解。鼓励设立区域性和行业性人民调解
组织，鼓励社会组织和公民参与人民调解工作。
广西加快培育中医药民族医药千亿元产业
广西壮族自治区卫生厅副厅长甘霖５月２３日表示，未来５到１０年，广西
将致力打造中医药民族药千亿元产业，实现多产业综合发展，力求将中医药民族
药产业做大做强。
广西是我国中医药民族医药资源大省（区），现有中草药物种４６２３种，
居全国第二位。
目前，实施“壮瑶医药振兴计划”已纳入《国务院关于进一步促进广西经济
社会发展的若干意见》。在２０１０年广西作出的《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
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及２００９年底出台的《关于做大做强做优广西工
业的决定》和４０个配套文件中，都将医药制造工业列入１４个优先重点发展的
千亿元产业规划。
按照规划，围绕中医药民族医药事业与产业联动和协调发展的模式，广西将
努力建立起结构合理、功能完善的广西中医药民族医药“３１１”发展新格局，
即形成特色优势突出、在全国及东盟有影响力的临床医疗、学科科研、人才培养
三大体系，一个世界级药用植物园和一个千亿元产业。到２０２０年，中医药民
族医药进入西部强省（区）行列，医疗、保健、科研、教育、产业、文化全面发
展，成为全国中医药民族医药面向东盟对外合作交流的新高地。
自治区中医药管理局局长庞军说，广西将推动中医药民族医药千亿元产业发
展，实施“国家基本药物与重点疾病原料药广西基地建设工程”，重点从五大重
点领域促进中医药民族医药产业发展，即中药民族药制造业、中药材种植业、医
药物流业、养生长寿健康业、诊疗保健设备制造业。２０２０年，中医药民族医
药产业总产值突破１０００亿元。
山西宣布整合矿井全部关闭
山西省煤炭厅厅长王守祯 5 月 26 日在山西省煤炭工业工作会议上宣布，到
5 月 25 日，全省整合矿井全部关闭，并全面进入现代化矿井建设阶段。
整合后，山西煤炭矿井数量由 2008 年的 2600 座压减到 1053 座，办矿主体
由 2200 多家减少到 130 家，形成 4 个年生产能力亿吨级和 3 个 5000 万吨级以上
的煤矿企业，煤矿百万吨死亡率也由 2005 年的 0.905 下降到 0.187，是全国平
均水平的四分之一。煤矿资源回收率由过去平均不足 20%提高到 80%以上。
王守祯宣布，目前，山西煤矿“多小散乱”的状况发生了根本转变，大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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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集团、大煤矿为主的新型煤炭工业格局初步形成。山西“率先告别‘小煤窑’
挺进‘大矿时代’”，煤炭工业开始驶入科学发展、安全发展的新轨道。
2010 年，山西煤炭产量 7.41 亿吨，创历史最高水平。山西煤炭企业非煤收
入占比已超过一半，同煤塔山、潞安等 13 个循环园区在探索煤矸石、粉煤灰等
废弃物深加工综合利用和煤变油、煤制气等方面取得进展。
煤炭专家总结称，山西煤炭行业整合重组有三大有益启示：结构调整必然面
临巨大的利益冲突，但只要符合产业发展规律和国家战略部署，就要大胆干、大
胆试，为先进生产力开拓空间，真正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产业结构优化、产业秩
序规范是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坚实基础；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与社会管理息息相
关，有助于经济社会统筹兼顾、协调发展。
新华社报道称，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等部门对山西的做法予以了肯定。
他们认为，山西的煤炭资源整合符合煤炭产业的基本特性，为全国煤炭行业的结
构调整和体制创新积累了经验。
中国服务外包基地逐渐向二三线城市转移
据５月２３日举行的第四届全球外包大会披露，位于合肥市滨湖新区的合肥
国际金融后台服务基地正在加紧施工建设。目前，已有７家银行和金融机构的总
部级后台服务项目正式签约入驻该基地，年内有望正式展开业务。
目前，中国许多像合肥这样的二、三线城市，正在转变经济发展切入点，加
强服务外包资源的有效整合，将服务外包产业作为未来发展的重点。
不少与会专家表示，中国服务外包产业近年来快速发展，一些服务外包基地
正逐步向二、三线城市转移。
“全球服务外包大会在中国马鞍山这样的三线城市成功召开，本身就是一个
奇迹。马鞍山的服务外包事业，因此开启了一个令世界惊叹的好头。”全球外包
大会国际主办方亚太总裁协会全球执行主席郑雄伟说。
郑雄伟指出，５年前，服务外包在中国还是一个非常陌生的词汇，短短几年，
服务外包热浪翻滚，从中国一线、二线城市，到三线、四线城市。
“服务外包已
经深入人心，成为中国城市经济转型的新力量。”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秘书长魏建国指出，当前全球服务外包中，传统的Ｉ
ＰＯ（信息技术外包）有逐步下降的趋势，ＢＰＯ（业务流程外包）以及ＫＰＯ
（知识管理外包）因技术含量高、涉及领域多而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
“国内二、三线城市中，江苏省泰州市目前正抓住医药服务外包这一重点，
来发展外包产业。昆山市则因距上海较近，重点发展金融服务外包产业。这些二、
三线城市在服务外包领域都取得了很大成功。”魏建国说。
据魏建国介绍，目前埃森哲、ＩＢＭ等公司纷纷进入中国二、三线城市展开
服务外包业务，并取得明显成效。
不过，参加第四届服务外包大会的一些专家也指出，不少中国二、三线城市
在发展服务外包企业时仍处在“跟潮流”的阶段，产业基础薄弱、规模企业少、
集聚效应不强等仍是突出问题。
魏建国表示，中国二、三线城市应当根据自身特点，结合自身优势发展服务
外包产业，不要“一拥而上”。
“与此同时，服务外包人才是发展服务外包产业的必要因素，二、三线城市
应加快建立完备的人才供应链，才能抓住目前的黄金发展机遇。”魏建国说。

返回目录

经合组织警告全球经济存下行风险
经合组织（OECD）在 5 月 25 日发布的经济展望报告中表示，全球经济复苏
正稳步进行，但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复苏速度还有差距。该组织维持对今明两年全
球经济增速的预期不变，预计今年为 4.2%，明年为 4.6%。该组织警告称，全球
经济仍面临高油价、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等一系列风险，并有可能催生滞胀。
警惕下行风险叠加
经合组织预计，今年全球经济增速为 4.2%，2012 年为 4.6%；经合组织 34
个成员国经济增速今年为 2.3%，2012 年为 2.8%。该组织认为，全球经济正开始
内生性复苏，贸易和投资逐步取代财政和货币刺激政策，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
力，此外经济信心正在上升，这有助于进一步推动私营部门的活动。
经合组织在本次报告中上调了对美欧经济增速的预期，将美国今年经济增速
预期从半年前的 2.2%提升至 2.6%，欧元区今年经济增速预期从 1.7%提升至 2%。
但考虑到大地震、海啸与核危机的影响，经合组织预计日本经济今年将萎缩
0.9%，但明年有望增长 2.2%。
此外该组织还预计，
“金砖四国”中，中国今年 GDP 增速预计为 9.0%，明年
为 9.2%；俄罗斯今年 GDP 增速为 4.9%，明年为 4.5%；印度今年 GDP 增速为 8.5%，
明年为 8.6%；巴西今年 GDP 增速为 4.1%，明年为 4.5%。
不过，经合组织同时警告称全球经济运行仍然存在下行风险，包括原油和商
品价格有可能进一步上涨，从而推高核心通胀水平；中国经济下滑程度超出预期；
美国和日本尚未解决财政问题；房地产市场持续疲弱；欧元区财政仍存在金融不
稳定性等。
“全球经济复苏出现温和动力，但除非再次创造就业，否则危机就还没结束。”
经合组织秘书长葛利亚强调：“如果下行风险交互作用，其累积影响将严重削弱
经济复苏，并可能引发部分发达经济体出现滞涨。”
呼吁美联储加息
经合组织认为，各国推进财政整顿进程变得越来越迫切，预计今年欧元区政
府公共债务占 GDP 比例平均将达到 96%的水平，较金融危机前高出近 30 个百分
点，而美国和日本也成为最有必要制定财政整顿计划、削减赤字的国家。
葛利亚表示：“高政府负债水平已经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必须稳定并
尽快削减债务，这将对未来数十年产生影响。”
在货币政策方面，经合组织认为美联储应考虑在今年年内加息；欧洲央行应
停止货币紧缩进程；日本则有必要保持零利率直至通胀率转正，甚至有可能需要
采取进一步措施，如扩大资产购买规模等。
经合组织预计，2011 年美国个人消费支出(PCE)将达到 1.9%，较半年前的预
估上调一个百分点；CPI 将上升 2.6%，同样较半年前 1.1%的预估值大幅上升。
该组织认为：
“有迹象表明美国的长期通胀预期已经上升”，如果美国经济复苏持
续且增速放缓的迹象消失，美联储应考虑在今年年底前将联邦基金目标利率上调
至 1%，到 2012 年末升至 2.25%。
至于欧元区，经合组织认为欧洲央行在明年之前无需进一步收紧政策，但到
明年年底其利率应达到 2.25%。英国则应尽早加息，因其通胀率已经显著超出央
行目标水平。经合组织预计到 2011 年末英国央行将加息至 1%，到 2012 年末加
息至 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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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证交会扩大银行业外汇交易调查范围
消息人士 5 月 24 日称，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正在针对大银行在接受
客户委托进行外汇交易时所扮演的角色进行更深入的调查。
该人士指出，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正在对两家大型银行进行调查，试图查清
它们在代表多家养老保险基金进行外汇交易时是否适当陈述了外汇交易的操作
方式和定价水平。调查主要关注这些代表机构投资者进行证券交易和后台任务的
所谓受托银行是否对这些养老保险基金过度收费，以参与每天 4 万亿美元成交额
的外汇市场交易。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目前的调查对象包括了纽约梅隆银行和道富银行，显示
政府对金融市场的审查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在此之前，美国司法部和三名州总
检察长已经公开宣布对银行是否对客户外汇交易合理收费展开调查。美国证券交
易委员会正在对纽约梅隆银行外汇交易进行调查的消息此前并没有被公开，委员
会相关调查行动的性质也一直没有进行披露。
一个由投资者哈利马可波罗斯（Harry Markopolos）率领的举报人团体已经
在维吉尼亚州和佛罗里达州对纽约梅隆银行提起了诉讼，并在加里福利亚州所对
道富银行提出指控，称两家银行在代表州和地方养老保险基金进行外汇交易时收
取了不当费用。两家银行已经分别在各州应诉。
美国拟监管外资机构掉期交易
消息人士 5 月 26 日披露，美国监管机构可能会在不久之后将其管辖范围扩
大到海外，对其他国家政府在美国参与某些金融交易实施限制。
外国央行、主权财富基金，以及像世界银行(World Bank)这样的国际组织，
都有可能成为美国为减少金融系统风险所出台规则的针对对象。根据去年的金融
监管改革法，监管机构有权调查、监管掉期交易参与者，包括受外国政府支持的
参与者。
掉期是一种用于对冲风险的衍生品，其实质是交易双方根据指定的股票、债
券、大宗商品或指数表现达成的支付协议。拟议中的监管规则将要求外资机构在
交易所从事掉期交易，可能需要提交保证金，并持有足够多的资本，以便在交易
出问题的时候缓冲损失。
实施这类规定的可能性，引起政府支持外资机构的强烈反弹。这类机构包括
欧洲央行(European Central Bank)、法国央行(Bank of France)和中国的主权
财富基金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China Investment Corp.，简称中投公司)。它
们认为，美国超出了自身权限，应当把它们排除在监管范围以外。
欧洲央行 5 月 6 日致信美国监管机构说，让它受非欧盟当局监管要求的管辖
是不妥当的。这封信说，对我们活动的外部控制或许不会充分照顾到管理外汇储
备的实践，因而有可能妨碍欧洲央行履行被授予的使命。
美国政府官员说，正在起草掉期交易规则的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Commodity
Futures Trading Commission)和证券交易委员会(Exchange Commission)正在努
力解决这个问题，已请求美联储(Federal Reserve)提供建议。这些官员说，监
管层可能会将部分机构排除在外，具体就看这些机构的管理水平和资本充足水平
如何。但他们说，目前这方面还没有做出任何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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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多德-弗兰克”(Dodd-Frank)金融监管改革法，美联储和其他获得“美
国充分信任”的联邦机构将不受这些拟议规则的管辖。
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委员索默斯(Jill Sommers)在上个月一场公开听证会
上说，外国机构有其合理诉求，最终规则应当考虑到它们的观点。
2010 年多德-弗兰克金融监管改革法的一个核心，是要对 600 万亿美元的衍
生品市场实施监管，以图降低金融系统风险。监管机构正在起草规定掉期产品交
易方式、并对其使用者和交易者提出要求的规则。
外资机构可能也会被包括在内，因为它们的掉期交易对手常常是美国公司。
根据多德-弗兰克法律，凡市场参与者“未支付掉期产品构成重大对手风险，可
能对美国银行系统财务稳定或金融市场产生严重负面影响”的，都要对它们实施
监管。
据参与立法的人士说，部分国际机构受到美国监管机构管辖的可能性，并不
是无意产生的结果。这些人士说，去年世界银行(World Bank)在谈判中希望明确
知道这些规则是否适用于跨国开发银行。
世界银行一位发言人说，我们没有看到任何迹象表明，国会或监管机构有任
何意图将多德-弗兰克法律专门适用于多边开发银行的活动；我们当然在参与这
一过程，以确保得到明确答案。
其他国家政府不赞同这些规则，并发起了一场寻求放松监管的公关行动。其
观点之一是它们没有参与投机。
中投公司致信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和证券交易委员会说，美国没有监管其活
动的权力，中投的基金并不构成风险。
中投 2 月份写信说，中投可能会利用掉期产品来管理投资风险，但不会把掉
期产品当作一种获取回报的方式来使用。（比如，对冲基金等其他投资者可能会
利用掉期产品赚钱，包括用来做高杠杆投资。）
俄罗斯称政局不确定性导致资本流出
克里姆林宫首席经济顾问达瓦科维奇（Arkady Dvorkovich）5 月 24 日称，
2012 年总统大选前的政局不确定性，是导致俄罗斯资本流出的部分原因。
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与总理普京均拒绝表态两人中谁将参加 2012 年 3 月
的俄总统大选。今年 12 月，俄罗斯将进行议会选举。
随着国际原油价格升至每桶 100 美元以上，过去 7 个月内，俄罗斯央行登记
的资本净流出高达 506 亿美元。
达瓦科维奇说：“我们今年无法实现资本净流入。”“不幸的是，政局不明朗
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影响，大选年对任何国家都不容易。我们希望，下半年不会
再有资本流出，但风险仍然存在。”
他表示，预计今年下半年会有资本流入，或能部分弥补上半年的资本流出。
意大利政府表示国家公共财政依然稳定
意大利经济和财政部长特雷蒙蒂日前在意大利银行协会会议上表示，意大利
在应对金融危机时采取的公共财政政策没有遇到很大问题，仍可继续坚持现有公
共财政措施。
特雷蒙蒂此番表态是针对标准普尔公司５月２１日宣布将意大利主权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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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级展望由“稳定”下调至“负面”，并认为意大利经济增长前景暗淡。
特雷蒙蒂表示，意大利公共财政政策得以保持不变，主要是因为政府宏观调
控以及意大利家庭储蓄占较大份额。
他说，意大利政府在金融危机期间一直致力于确保社会凝聚力，同时密切关
注企业的融资渠道。尽管引起金融危机的因素仍在影响意大利财政，但政府一直
在严密监经济走势。意大利将遵守欧盟关于应对金融危机的统一规定，确保意大
利达到欧盟相应标准。
欧盟委员会负责经济与货币事务的委员奥利·雷恩日前表示，意大利公共财
政并未发生问题，“没有任何证据让我们怀疑意大利政府没有巩固其公共财政。
意大利实行的是稳定的财政政策，正走一条健康发展的路”。
欧盟委员会最近发布的数据表明，意大利财政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已
从２００９年的５．５％降至２０１０年的４．６％。
另外两家国际评级机构惠誉和穆迪２３日表示，维持对意大利的信用评级展
望为“稳定”，目前不会考虑进行调整。
大公国际资信下调英国国家信用评级
中国评级机构大公国际资信评估有限公司(Dagong Global Credit Rating Co.
简称：大公国际资信)5 月 24 日称，已将英国本、外币国家信用评级从“AA-”
下调至“A+”，并将评级前景定为负面。
大公国际资信在声明中称，此次评级下调反映了英国偿债能力不断恶化及未
来较长时期内国家信用水平难以改善的真实状况。
大公国际资信称，鉴于英国央行(Bank of England)货币政策调整带来的不
确定性及来自欧洲国家的溢出效应可能导致英国政府的财政状况进一步恶化，该
机构对未来一至两年英国本、外币国家信用评级的前景均定为负面。
英国经济 2010 年增长 1.3%。此前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英国今年第一季度
经济较上一季度增长 0.5%，经济学家们预计，英国国家统计局(Office for
National Statistics) 5 月 25 日公布的修正后预期将基本或完全与初步数据一
致。
去年英国政府财政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例上升至 9.8%，负债占
GDP 比例上升至 78.7%。
大公国际资信称，预计英国政府财政赤字占 GDP 的比例今年将达到 9%，超
出 7.9%的目标；同时，英国政府可能很难实现中长期的财政紧缩目标。
大公国际资信称，数据表明英国的偿债能力有所恶化，同时，滥发美元引发
的全球通货膨胀也将影响经济增长。
大公国际资信称，受沉重的债务负担影响，英国政府已无利用货币和财政政
策提振内需、刺激经济的空间，英国的赤字仍将保持在较高水平。不过，该机构
并没有给出具体的时间范畴。
大公国际资信称，英国银行系统的风险敞口巨大，这可能令政府面临风险。
该机构补充称，预计英国银行系统价值 2 万亿英镑的资产中约 40%的资产都面临
风险。
IMF 批准葡萄牙 260 亿欧元救助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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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货币基金组织（ＩＭＦ）５月２０日批准了对葡萄牙的救助方案，将在
三年内为其提供２６０亿欧元（约合３６９亿美元）救助资金。
这是５月初ＩＭＦ与欧盟、欧洲中央银行以及葡萄牙达成的救助方案的组成
部分。根据这一方案，未来三年葡萄牙将获得７８０亿欧元（约合１１０８亿美
元）救助资金，其中欧盟负责提供５２０亿欧元（约合７３９亿美元），ＩＭＦ
提供２６０亿欧元（约合３６９亿美元）。
ＩＭＦ说，将立即向葡萄牙发放６１亿欧元（约合８７亿美元）资金，而２
０１１年全年ＩＭＦ将落实１２６亿欧元（约合１７９亿美元）救助资金，欧盟
将落实２５２亿欧元（约３５８亿美元）。ＩＭＦ同时指出，救助方案将缓解葡
萄牙的市场融资压力，但葡萄牙必须采取必要措施，使经济回到正常轨道。
今年４月，葡萄牙政府向欧盟提出援助请求，由此成为继希腊和爱尔兰之后
第三个因不堪债务重负而被迫寻求外援的欧元区国家。ＩＭＦ再次扮演了“救火
员”角色，同欧盟一道实施了联合救助行动。此前，欧元区财长会议已在本月早
些时候批准了对葡萄牙的援助方案。
瑞典政府斥资促进肯尼亚民间团体参与国家经济建设
瑞典驻肯尼亚大使安·迪斯莫尔５月２３日宣布，瑞典政府已决定注资１７
３０万美元推动肯尼亚民间团体发展，以帮助这些团体参与国家经济建设。
迪斯莫尔说，上述项目历时４年，将重点提升肯尼亚民间团体在自然资源可
持续发展产业中的地位。她表示，肯尼亚新宪法将国内很多自然资源的管理权限
地方化，这给当地民间团体提供了很大的活动空间。
迪斯莫尔说，民间团体在可持续利用自然资源的进程中应发挥基础性作用，
并为基层民众，特别是贫困人口造福。
肯尼亚双边发展合作部门负责人安妮卡·加亚瓦尔德纳表示，在瑞典政府与
重点关注民间团体能力建设的肯尼亚非政府组织“肯亚亚公约”的合作下，肯尼
亚地方社区及民众将进一步参与到国家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进程中。
加亚瓦尔德纳说，瑞典政府长期以来对肯尼亚自然资源可持续开发给予很大
支持，其中包括提高政府对水和土地资源利用的监管能力，加强民众对环保及气
候变化等知识的了解。
芬兰议会通过欧盟援助葡萄牙方案
芬兰议会５月２５日通过投票表决，以１３７票对４９票的压倒多数通过了
欧盟对葡萄牙７８０亿欧元（约合１０９２亿美元）援助方案。
欧元区财长５月１６日在布鲁塞尔批准对葡萄牙的援助方案，同意今后三年
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一道向葡萄牙提供７８０亿欧元援助贷款。
根据相关法律，欧盟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达成的葡萄牙救助方案需得到欧元
区１７个成员国批准方能生效。由于反对救助葡萄牙的正统芬兰人党在芬兰４月
１７日举行的议会选举中获胜，市场曾一度对芬兰议会能否通过该方案感到担
忧。５月１３日，芬兰议会负责欧盟政策的大委员会通过了看守政府提出的有关
芬兰参与葡萄牙救助方案的建议，从而为这一方案的通过扫清了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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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财政大臣预计 2011 财年经济增速放缓
日本经济财政担当大臣与谢野馨５月２４日在内阁会议后表示，受东日本大
地震影响，日本２０１１财年（２０１１年４月１日至２０１２年３月３１日）
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将从此前预测的１．５％降至０．６％至０．７％。
与谢野馨说，今年１至３月份，日本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按年率计算为
负３．７％。受大震灾影响，日本生产和消费大幅下降。他预计，因重建需求日
本经济将从今夏开始逐渐恢复，但目前严峻的经济形势仍在持续。与谢野馨认为，
下调经济增长预期的主要原因是零件供应停滞、电力供应不足以及企业设备投资
意愿和消费者消费意愿下降。
受震灾影响，日本政府预计将在６月份调整经济预期。下调后的经济预期将
成为２０１１财年日本经济财政运行的政策目标，并将作为计算税收时的基础数
据。
日本正式决定对大宗用户实施限电令
日本政府５月２５日正式决定从７月１日起对东京电力和东北电力公司供
电区域内大宗电力用户实施限电令，其用电量将在去年夏季用电高峰基础上削减
１５％。
据悉，所指大宗用户为按照供电合同用电量在５００千瓦以上的用户，限电
时间为非周末的上午９点至下午８点。东京电力公司供电区域内限电令自７月１
日至９月２２日实施，东北电力公司供电区域内的限电令则实施至９月９日。
不过，医院、护理机构等不在实施限电令范围之内。
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枝野幸男２５日表示，由于电力供应不足，不得不根据电
气事业法采取强制性限电措施，以保证用户的公平性。
印度推动保障房立法
印度中央政府日前正积极推动各地方政府为保障房立法，规定每位无房户至
少获得２４平方米住房，以实现在印度全国范围内逐步清除贫民窟的目标。
预计印度内阁５月２６日将通过由住房和城市扶贫部推出的清除贫民窟计
划，该计划将强制要求印度各邦地方政府立法保障无房户权益，包括获得中央政
府资金补贴等。
根据法案内容，各地平价公寓须价格合理；得房者仅需支付总价１０％到１
５％的资金，剩余款项由中央和地方政府承担；保障房自获得之日起７年内，未
经政府批准不能转手或销售，否则将取消资格；妇女有获得保障房的优先权。此
外，住房和城市扶贫部还计划向低收入阶层提供低息住房贷款。
印度中央政府计划修建１２００万套低价住房，并鼓励各邦政府为低价房提
供土地。孟买所在马哈拉施特邦政府目前已宣布计划修建１００万套保障房，德
里政府则准备通过摇号方式提供５０００套住宅。
印度中央政府２００９年宣布启动清除印度贫民窟计划，并在２０１０－２
０１１财政年度为此计划拨款１２７亿卢比（约合２．９亿美元）
，比此前拨款
增加了７倍。
不过，在印度全国范围内清除贫民窟并非易事。印度政府数据显示，２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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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年城市贫民窟人口将达到９３０６万。印度中央政府成立的解决贫民窟问题专
家委员会报告显示，３年前印度全国城市短缺２６００万套公寓，９７％的“困
难户”来自月收入在６５００卢比（约合１４７．８美元）到１．３万卢比（约
合２９５．５美元）之间的低收入群体。２００９年，马哈拉施特拉邦政府推出
３８６３套廉价公寓，申请人数却超过４０万。
舆论认为，预算虽然大幅增加，但相对５年内让近亿人口搬出贫民窟的目标
仍显不足，因此如何调动私人房地产公司的投资就显得尤为重要。印度近年经济
发展速度较快的古吉拉特邦已通过了针对私人开发商参加保障房建设的优惠政
策。
世行下调中东北非今年经济增速
世界银行５月２４日发布中东北非地区经济展望报告，下调了该地区今年的
经济增速。由于地区局势不稳等因素带来的冲击，世行将该地区今年的经济增速
由去年１０月预计的约５％下调至３．６％。
世界银行副总裁沙姆沙德·阿赫塔尔在一份声明中指出，历史经验表明，政
治局势不稳势必会给当地的短期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造成冲击，该地区首先应当
关注重塑私营部门和公共部门的投资信心并促进宏观经济局势的稳定。
世界银行负责中东北非地区事务的首席经济学家卡罗琳·弗罗因德说，该地
区更完善的法制有助于吸引投资，也有助于促进当地经济的持续发展。
世界银行强调，粮食价格高攀也给当地贫困民众的生活带来冲击，当地政府
应当通过加大在基础设施、物流等领域的投资来平抑食品价格剧烈波动。
总部位于华盛顿的世界银行当天宣布，计划在未来两年给埃及和突尼斯提供
总额最高为６０亿美元的援助资金，支持当地经济发展和创造就业。
投资分析点评
▲中国北车西南产业基地开工
中国北车西南产业基地日前在重庆两江新区开工。该项目主要由城市轨道车
辆维修组装、城际轨道车辆生产、西南动车组维修、轨道交通车辆关键零部件配
套及新兴产业五大板块组成。
中国北车是中国轨道交通装备制造行业的领军企业，也是世界轨道交通装备
制造行业的重要成员之一，具有国内国际最先进的动车组、高铁技术水平。
据了解，中国北车西南产业基地将形成年产５００辆城际轨道车辆制造能
力，将具备５００辆／年的轻轨、地铁组装能力及１００辆／年的维修能力。到
２０１５年，中国北车西南产业基地达产后将实现年销售收入４００亿元。
▲中国南车建国内首条 8 英寸ＩＧＢＴ芯片生产线
中国南车大功率ＩＧＢＴ产业化基地５月２５日在湖南株洲市奠基，这标志
着中国首条８英寸ＩＧＢＴ芯片生产线项目正式启动，长期被国外垄断的功率变
流装置有了“中国芯”。
项目设计年产８英寸芯片１２万片、ＩＧＢＴ模块１００万只，中国南车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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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国内唯一掌握ＩＧＢＴ芯片设计—芯片制造—模块封装—系统应用完整产业
链企业，填补了国内相关技术领域的空白。
ＩＧＢＴ是一种新型功率半导体器件，中文全名“绝缘栅双极型晶体管”，
是功率半导体器件第三次技术革命的代表性产品。作为电力电子技术的核心技
术，广泛应用于轨道交通、航空航天、船舶驱动、智能电网、电力电子、新能源
汽车等战略性产业领域，是节能技术和低碳经济的主要支撑，被业界誉为功率变
流装置的“ＣＰＵ”、绿色经济的“核芯”。
中国南车大功率ＩＧＢＴ产业化基地除建设一条国际领先的８英寸ＩＧＢ
Ｔ芯片生产线外，还将建设９条满足不同行业用的ＩＧＢＴ模块生产线。产品电
压等级从６００伏到６５００伏，满足轨道交通以及电动汽车、风力发电、太阳
能发电、智能电网、高压变频、工业传动等多个行业需求，成为中国首个完全依
靠自主能力建设的、设计规模最大、技术实力最强、产品型谱最全的大功率ＩＧ
ＢＴ产业化基地，改变核心技术受制于人，产品依赖进口的不利局面。
▲中信子公司与南方电网投建锂电池新能源汽车基地
5 月 21 日，广东省发展改革委、中国南方电网、中信国安盟固利动力科技
有限公司、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与中山市政府联合在广州举行中山大容量
锂离子动力电池暨新能源汽车生产项目签约仪式。
据了解，中山正着力于将火炬开发区临海工业园打造成为新能源汽车产业基
地。今年 3 月，中山市与中信国安盟固利动力科技有限公司、北汽福田汽车股份
有限公司签订了新能源商用汽车及锂电池生产基地项目。广东省发改委、南方电
网对项目予以大力支持，五方最终达成加快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的合作协议。协
议的具体内容包括：中信国安盟固利投资 150 亿元，建设与新能源汽车相关的动
力电池正负极材料、单体电池、系统集成项目，形成年产 20 亿安时锂离子电池
的能力，年销售额预计 500 亿元。北汽福田投资 12 亿元建设新能源汽车及其零
部件生产项目，建成后将形成 1 万辆新能源商用车和 2 万辆环卫、邮政运输等专
用车的产能，年销售额达 200 亿元。省发展改革委将大力支持中山新能源汽车及
核心零部件的研发、生产和示范推广应用，开发新能源汽车市场。南方电网将在
省内积极推进充电站(桩)等新能源汽车基础设施的投资和建设，积极探索新能源
汽车商业运营模式。据悉，该项目建成后，中山将成为我国南方最大的锂电池及
新能源汽车生产基地。
中山市主要负责人介绍，新能源汽车产业基地总投资约 400 亿元，集纯电动
汽车整车及核心零部件、锂电池、充电站设施设备生产于一体。
▲天齐锂业斥超募资金扩产氢氧化锂
据报道，在巩固电池级碳酸锂产品市场地位之后，天齐锂业开始扩产做大氢
氧化锂。据公司 5 月 25 日发布公告披露，拟使用超募资金 5180 万元建设“年产
4000 吨电池级氢氧化锂项目”。该项目建设期 8 个月，预计 2012 年 3 月正式启
用。
氢氧化锂已成为天齐锂业除电池级碳酸锂外的第二大产品。公司下属雅安华
汇锂业公司主要从事氢氧化锂系列产品的研发、生产与销售。
公告显示，氢氧化锂是转换高端锂产品的基础原料，目前市场需求正处于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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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上升的态势。
作为国内最大的锂电新材料核心原料生产商，电池级碳酸锂一直是天齐锂业
的主打产品。待到公司年产 4000 吨电池级氢氧化锂项目实施完成，有望形成电
池级碳酸锂和电池级氢氧化锂比翼齐飞的产品格局。
▲第九城市投资 Facebook 第三大游戏开发商
网络游戏开发及运营商第九城市（下称九城）5 月 24 日宣布，参与对美国
社交游戏开发及运营商 Crowdstar 的战略投资，以进一步扩大在网页游戏、社交
游戏、手机游戏领域的战略布局。
这是九城继 Red5、OpenFeint 之后的第三笔海外投资。九城未透露具体投资
金额，只公布了本次战略投资的参与方还包括英特尔投资、时代华纳以及
NVInvestments，而四家机构总投资额为 2300 万美元。
Crowdstar 在 Facebook 推出包括《快乐水族馆》（Happy Aquarium）、《快乐
宠物》（Happy Pets）以及《海盗大亨》（Mighty Pirates）等多款广受欢迎的社
交游戏，月活跃用户量达到近 3000 万。
根据 Appdata 统计，
Crowdstar 在 Facebook
的应用开发商中仅次于 Zynga 及 EA 等游戏开发商。
九城董事局主席兼 CEO 朱骏同一天还对外透露，九城正与 Crowdstar 进行磋
商，计划将 Crowdstar 基于 Facebook 平台开发的多款社交游戏产品引入中国市
场，同时九城也会在移动设备的社交游戏领域与 Crowdstar 公司展开全面合作。
Crowdstar 计划新一轮融资所得将用于扩充团队，对社交游戏的开发运营延
伸至手机等不同社交游戏平台，以及拓展海外市场等多重战略目标。
▲SAIF Partners 将成立规模 50 亿元的基金
据悉，总部位于香港的私募股权基金 SAIF Partners 的执行合伙人阎焱
(Andrew Yan)5 月 26 日表示，该公司将与中国国家开发银行(China Development
Bank)、中国社保基金和其他一些国有企业成立一只规模为人民币 50 亿元的基
金。
阎焱表示，多数资金已经到位，但他拒绝透露上述基金将重点投资哪些领域。
阎焱表示，随着中国收紧货币政策，他不认为通货膨胀、房地产泡沫或经济
放缓会带来重大经济风险。
阎焱还表示，中国的经济非常强劲，且其基本面要远好于美国和欧盟(EU)。
他认为，中国不存在任何潜在的重大经济风险。
阎焱承认，在中国进行投资确实面临政策风险。但他补充称，这主要因为政
府机构臃肿且效率低下。
许多私募股权公司都转为使用人民币资金在中国进行投资，以利用庞大的国
内资本和较为宽松的监管环境。
阎焱表示，人民币资金的获批时间要大大快于美元资金的时间；人民币资金
可能只需两周就能通过审批，但美元资金的审批时间则可能需要六至十周。
他表示，外币资金在中国受到诸多限制。
▲中投计划投资新西兰债市及乳品等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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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人士 5 月 26 日披露，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下称，中投公司）或已
将其外汇储备的 1.5%，即相当于 60 亿新西兰元（约 311.6 亿元人民币）投资新
西兰包括国债、企业及乳业等资产。此外，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也有望获得中
投 200 亿元（人民币，下同）的注资。
该人士续称，中投公司最近还一直积极参与新西兰债务管理办公室的债券竞
投工作。除对新西兰进行投资，估计中投公司已将其外汇储备的 2%用在澳洲投
资。
中投公司董事长楼继伟日前介绍，中投公司在去年已增加除日本外的亚洲、
拉美等发展中国家的市场比重，所得到的收益已超过发达国家市场的收益水平。
今后中投公司会继续认真研究市场情况，超配发展中市场。日前到俄罗斯考察时
也透露，俄罗斯有很大的投资潜力，关注正在筹建的俄罗斯直接投资基金和俄罗
斯正在启动的新一轮私有化。
▲中国有意在东非修建核电站
5 月 25 日，铀矿及投资公司 IBI 高管考夫曼（A.J.Coffman）在北京与中方
官员会晤后称，中国希望协助东部非洲国家修建核电站。
中国正处于大规模核电扩张初期阶段，以满足经济发展需要，减轻对煤炭为
主燃料资源的依赖。
日本 3 月 11 日地震及海啸引发核危机後，中国政府下令在完成对全国现有
和在建核电站的安全检查前，暂停审批所有新核电项目，中国放缓核电站建设步
伐。不过外界普遍预期中国大力发展国内核电的计划仍会继续推进。
中国部分新建核电站将启用第三代反应堆，使用法国阿海珐和美国西屋的技
术，西屋属于日本东芝公司旗下企业。但这些技术稍後将转让给中国，使中方有
能力自主修建第三代核电站。
目前东非没有核电站，非洲大陆上仅有南非拥有核电站。
▲法国酩悦轩尼诗联手宁夏农垦打造中国高端葡萄酒
法国著名葡萄酒生产企业酩悦轩尼诗与宁夏回族自治区农垦集团近日启动
合作项目，双方计划在贺兰山东麓种植１０００亩葡萄园，生产高端起泡葡萄酒。
法国酩悦轩尼诗酒业集团总裁克瑞斯托夫·纳瓦尔表示，酩悦轩尼诗将在葡
萄种植、酿造技术、管理等方面发挥带动作用，把中国西部这片土地开发成为一
个世界知名的葡萄生产区和加工区。
拥有唐培里侬香槟王、凯歌和库克等老字号香槟品牌的酩悦轩尼诗隶属于世
界最大的顶级奢侈品生产销售企业法国酩悦轩尼诗—路易威登集团，该集团旗下
有６０多个世界著名品牌，主要涉足葡萄酒和烈酒、时装、化妆品、钟表等行业，
其香槟酒及干邑等葡萄酒加工产品在国际上享有极高的声誉。
葡萄产业是宁夏特色优势农产品产业之一，当地具有得天独厚的光热、土地
和水资源优势，是中国第三个获得国家认定的葡萄酒原产地。
▲两岸合建的首个电子商务产业基地在福州正式开园
福建省外经贸厅、福州市台江区政府和台湾中华电子商务产业协会共同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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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海峡电子商务产业基地５月２０日在福州台江正式开园。据福建省外经贸厅介
绍，这是两岸合作建设的首个电子商务产业基地。
海峡电子商务产业基地是福建省政府确定的闽台合作重点项目之一，建筑面
积２万平方米，建设投资１．８亿元。基地开园后，将围绕支柱产业和新兴服务
业，以电子商务重大科技成果研发为载体，加大对电子商务模式创新、技术创新、
管理创新和服务创新等重大科技攻关项目的研发力度，完善吸引电子商务研发机
构和实施创新的优惠政策，力争建设成为具有国际竞争力和区域辐射力的电子商
务产业中心。
据福建省外经贸厅厅长杨彪介绍，未来海峡电子商务产业基地将进一步发挥
福建与台湾地缘和资源优势，着力将其建设成为一个集采购、物流、在线支付、
专业配送为一体的两岸电子商务产业中心。基地将重点创建电子商务运营、管理
和创新研究等九大中心以及电子商务“云”计算与“云”服务、海峡商通电子商
务交易等三大平台。同时，基地还将探索创建海峡电子商务创业投资基金。

经营管理
企业改革动态
▲华星集团划入国新公司
５月２４日，国务院国资委宣布，中国华星集团已于２３日正式划入中国国
新控股有限责任公司，这标志着国新公司资产经营工作正式起步。
国新公司在于去年底成立之时，国资委就将其定位为配合国资委优化中央企
业布局结构、专门从事国有资产经营与管理的企业化操作平台。
中国华星集团前身为华兴物产集团有限公司，于１９９５年在中国机电设备
总公司等７家部属企业基础上组建而成，业务领域涵盖化工、资产运营、机械设
备等。国务院国资委披露的中央企业２００９年分户国有资产经营情况表显示，
当年有８家中央企业出现亏损，华星集团位列其中。
▲华润三九集团内部资产整合年内完成
据报道，在 5 月 20 日举行的华润三九股东大会上，就投资者提出的“集团
内部资产整合有无时间表”的问题，公司财务总监、副总经理郭其志表示，新华
润北药集团资产的内部整合目前正在积极推进，年内有望完成。公司被定位为华
润医药集团有限公司的中药和 OTC（非处方药）业务整合平台，届时相关资产会
相应整合进入。
此前，业界称，随着华润医药集团和北药集团资产进行重组，新的集团公司
将形成以华润三九为核心的中药和 OTC 药物平台，北药集团的相关中药资产极有
可能注入上市公司。北药集团旗下涉及中药的未上市公司主要有：合肥神鹿双鹤
药业有限公司、辽宁本溪三药有限公司和北京双鹤高科天然药物有限公司。合肥
神鹿双鹤药业有限责任公司是安徽省规模最大的中成药生产企业，主导产品温胃
舒是国家基本药物目录和医保目录产品，若能注入，将大大强化华润三九在胃药
和感冒药等 OTC 产品的优势地位。辽宁本溪三药有限公司主导产品气滞胃痛颗
粒，是国家基本药物和医保目录甲类产品。若能注入，同样将加强华润三九在
OTC 和中药领域的优势地位。而北京双鹤高科药业是国内最早生产中药注射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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厂家之一，若能合作，将与新收购的华蟾素注射液形成协同效应，大大提升华润
三九在中药注射液市场的地位。
▲河北宣工实际控制人变为河北钢铁集团
5 月 23 日，河北宣工收到河北省国资委下发的相关函件，按照省委、省政
府关于调整经济结构转变发展方式，振兴壮大河北装备制造业的要求，河北省国
资委决定将河北宣工控股股东河北宣工机械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100%股权无偿划
转河北钢铁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由于上述划转事项涉及河北宣工实际控制人变
更，按照规定需报国务院国资委批准，目前省国资委正在履行相关报批手续。
宣工发展持有河北宣工约 7036.97 万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35.54%。此次
宣工发展 100%股权无偿划转河北钢铁集团后，河北钢铁集团将间接持有河北宣
工 35.54%股权，成为公司实际控制人。
▲贵糖股份将由广东国资委控股
广西贵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贵糖股份)5 月 24 日晚发布公告称，该公司
实际控制人可能由深圳华强集团有限公司(华强集团)变更为广东省国资委全资
企业广东恒健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恒健投资)。
5 月 6 日，华强集团与广东省国资委全资企业恒健投资商议，由恒健投资受
让华强集团持有贵糖集团不低于 50%股权事宜。如果恒健投资受让华强集团持有
的广西贵糖集团有限公司(贵糖集团)不低于 50%的股权成为事实，则贵糖股份的
控制权将发生变化。
目前，贵糖集团为贵糖股份控股股东，持有贵糖股份 25.60%；华强集团持
有贵糖集团 60%的股权，华强集团的控股子公司景丰投资持有贵糖集团 40%的股
权。
恒健投资是经广东省人民政府批准设立的，是广东省省级融资平台及广东省
省属企业实施产权多元化改革和经营转型的服务中心。受省政府委托，负责集中
管理省持股企业股权及相关资产，逐步持有省政府在电网、电信、核电等公司的
股权。
不过，贵糖股份在公告中表示，目前，涉及到贵糖股份实际控制人的变更的
有关事项正在协商过程中，尚未签订相关协议。
▲如家收购上海莫泰 59%股权交易接近达成
消息人士 5 月 26 日透露，如家快捷酒店管理公司(Home Inns & Hotels
Management Inc. 简称：如家)接近达成收购摩根士丹利(Morgan Stanley)及其
他股东所持上海莫泰酒店管理有限公司(Shanghai Motel Management Co, 简称：
上海莫泰)股权的交易，这笔现金加股权交易的价值在 5 亿美元左右，约为卖方
计划售价的一半左右。
消息人士称，摩根士丹利将把所持上海莫泰 59%的股权出售给如家，其他上
海莫泰股东将把所持股权换成新公司的股权。该人士表示，如家和上海莫泰目前
正在就交易条款作深入磋商。
按客房数量计，上海莫泰是中国第五大经济型连锁酒店运营商；如家收购上

返回目录

海莫泰有助于进一步扩大其领先优势。以客房数计，如家是中国最大的经济型连
锁酒店运营商。
摩根士丹利通过旗下房地产基金持有上海莫泰 59%的股权。上海莫泰旗下运
营有莫泰 168 连锁酒店(Motel 168)。
▲反贪局首派检察官进驻大国企
据悉，首家驻大型国企的检察联络室 5 月 25 日在中国中煤能源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的总部机关挂牌成立，北京市检察院第二分院反贪局将特派检察官进驻中
煤集团，为中煤集团预防和打击职务犯罪提供帮助。检察联络室成立后，市检二
分院将为中煤集团提供职务犯罪举报专用通道。
中煤集团是国务院国资委管理的大型能源企业，现有全资公司、控股和均股
子公司 41 户，不仅集团业务庞大，而且拥有上市公司，在册职工超过 10 万人。
市检二分院反贪局办公室主任吴勇介绍，检察联络室成立后，双方成立预防
职务犯罪工作领导小组，统一领导检察联络室，协调开展预防职务犯罪工作。检
察官为中煤集团提供普法教育、法律咨询等服务，双方在检察院法律监督职权范
围内，依托行贿犯罪档案查询平台，在工程招投标、物资采购等重点领域建立“廉
政准入”制度，促进中煤集团规范经营。
吴勇说，检察联络员或其他工作人员工作期间，应保守企业商业秘密。
▲宝钢湛江钢铁未获“准生”先挂牌
据报道，宝钢湛江钢铁有限公司(下称宝钢湛江钢铁) 已于 5 月 22 日低调挂
牌成立。宝钢股份董事长何文波 5 月 24 日表示，宝钢会争取在今年获得发改委
的批文。
宝钢湛江钢铁成立后，即动工开建原料码头工地和自备电厂。
不过迄今为止，宝钢方面仍未获得湛江项目的“准生证”。何文波表示，湛
江项目争取年内获批开建。
据湛江市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王中丙表示，湛江钢铁已从前期工作转入正
式建设。
▲李宁公司首席运营官等三位高管离职
李宁有限公司（下称李宁公司）负责投资者关系的一位人士 5 月 24 日证实，
公司首席运营官郭建新、首席市场官方世伟以及电子商务总监林砺已于 4 月底辞
职，但并不清楚三位高管辞职的原因。
上述人士透露，目前并不清楚郭建新和方世伟的去向，原公司电子商务总监
林砺辞职后已加盟太平洋人寿保险，负责太平洋人寿旗下的 B2C 业务。
郭建新于 1997 年加入李宁公司，主要负责公司物流管理工作，曾创建和完
善了李宁公司的供应链体系，2006 年 12 月起出任公司首席运营官。
▲中信银行任命中国信达前总裁田国立为董事长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China Citic Bank Co., 简称：中信银行) 5 月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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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表示，已任命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Cinda Asset Management Corp.)前总裁
田国立为其董事长。
田国立将接替 4 月份辞去中信银行董事长职务的孔丹。
中信银行表示，这一任命还有待中国银行业监管部门的批准。
田国立去年 12 月份起已担任中信银行母公司中信集团(Citic Group)副董事
长兼总经理。
在 1999 年进入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前，田国立曾就职于中国建设银行
(China Construction Bank Corp.)。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成立于 1999 年，是中国政府为帮助四大国有银行清
理财务问题而成立的四家国有资产管理公司之一。
中信银行是中国资产规模排名第七的银行，西班牙 Banco Bilbao Vizcaya
Argentaria SA (BBVA)持有中信银行 15%的股权。
▲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将获中投注资 200 亿元
消息人士 5 月 26 日表示,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近期有望获得中国主权财富
基金--中国投资公司向其注资 200 亿元人民币. 这已是中国信保第四次将整体
改制方案上报国务院,终于获得批准,中投公司将对中国信保注资 200 亿元人民
币.改制後中国信保仍为国有独资政策性保险机构.
中国信保是中国惟一承办政策性出口信用保险业务的金融机构,于 2001 年
12 月 18 日成立,目前已形成覆盖全国的服务网络.
▲中电投发布社会责任报告
中国电力投资集团５月２５日发布２０１０年度社会责任报告，称去年在建
核电项目顺利推进，未发生安全质量事故，并继续承诺确保在建核电项目安全。
中电投在报告中承诺，所有与核电站安全有关的重要活动都要达到规定的标
准，并将核安全置于最高的优先位置，这一地位不会受到生产进度和经济效益的
制约和影响，要建立和维持核电站有效的纵深防御，保护电站员工、公众和环境
免受放射性的危害。
中电投集团是我国拥有核电控股资质的三家中央企业之一。报告介绍，中电
投控股开发的内陆核电站——江西彭泽核电站一期２台机组的“两评报告”去年
已获得国家核安全局批复，主要长周期设备已采购，现场具备负挖条件。据悉，
该项目只等国家审批今年就可开工，但在“３·１１”日本福岛核事故后，国务
院要求在国家核安全规划批准前暂停审批核电新项目，该项目停顿。
在建项目中，中电投集团以４５％等比例控股的辽宁红沿河核电站一期工程
４台机组去年已全面开工建设，控股建设的山东海阳核电站一期２台机组去年顺
利完成１１个建设工程节点。
▲大摩王庆将转投中金投行部
消息人士 5 月 23 日透露,美国投行摩根士丹利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王庆,6
月将赴中国国际金融公司投行部任职,此前其已向大摩请辞.
知名投行的经济学家转行从事投资银行业务近年来已不是新鲜事.去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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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金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哈继铭转投高盛亚洲投行部任董事总经理;而摩根大通原
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龚方雄 2009 年中获升职,任摩根大通中国区投资银行副
主席.
▲国开行申请入股美国私人股本集团
知情人士 5 月 22 日称，中国最大的国有银行之一中国国家开发银行(CDB)
已向监管机构提交申请，拟加入一批主权财富基金的行列，购入收购公司 TPG
的少数股份。
国开行的这一请求是私人股本热潮正席卷中国的最新迹象。一些本土交易撮
合者纷纷离开大型收购公司和银行，建立自己的投资公司。
与此同时，中国本土的金融机构和地方政府——以及富裕家族——已成为国
内外公司越来越重要的资金来源，这些公司在中国筹资组建了人民币基金。
若获得监管机构的批准，国开行将与新加坡政府投资集团和科威特投资局一
道，投资于总部位于旧金山的 TPG。这家私人股本集团旗下管理的资产达到大约
500 亿美元，新加坡和科威特方面在其中投入数亿美元。
以往，监管机构并非每次都答应国开行的请求。在三年前的金融危机期间，
中国银监会(CBRC)拒绝允许该行向美国花旗集团(Citigroup)提供救援融资。但
目前，鉴于中国外汇储备不断增长，政府正急于鼓励海外投资，以抵消资金流入。
在对中国投资的国际公司中，TPG 是最活跃和最早进入中国的公司之一。该
公司与中国投资公司（CIC，受命投资海外的中国主权财富基金）和国家外汇管
理局（SAFE，负责管理中国的外汇储备）两家机构都有着密切的合作关系。外管
局曾在 2008 年向 TPG 的旗舰基金投入 25 亿美元，据信这是主权财富基金在私人
股本行业进行的最大投资之一。
▲奇瑞承诺扩大出口以换取阿根廷市场
奇瑞索克马公司日前承诺扩大汽车零部件出口，扭转公司在阿根廷汽车市场
的贸易逆差，以换取政府同意奇瑞汽车进入阿根廷市场销售。
奇瑞索克马２０１０年在阿根廷的贸易逆差是３８００万美元。根据公司和
阿根廷工业部签署的协议，为换取阿根廷政府放宽对奇瑞汽车进入阿根廷市场的
限制，奇瑞索克马承诺２０１１年通过向奇瑞在乌拉圭的工厂扩大汽车零部件出
口，实现２２００万美元贸易顺差。
奇瑞索克马公司阿根廷分公司总经理莱奥纳尔多·玛菲奥利说，虽然奇瑞索
克马是一家进口企业，但公司已在部分南美国家实现了产业一体化，公司可以向
位于乌拉圭的工厂出口汽车配件，在乌拉圭实现汽车组装，再进口到阿根廷，实
现贸易平衡。
这是阿根廷政府今年以来和汽车企业签署的第八份贸易协议。此前工业部已
先后和菲亚特、通用、奔驰、大众、阿尔法·罗米欧、保时捷、雪铁龙签署了类
似协议。这些汽车公司都承诺扩大汽车制品或配件出口，以获得阿根廷政府的汽
车进口许可。
今年３月，阿根廷政府颁布了限制汽车进口措施，要求汽车公司在明确承诺
扩大出口的基础上才可以获得进口汽车配额。
奇瑞索克马汽车组装厂项目由中国、阿根廷和乌拉圭三方共同投资在乌拉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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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建。项目于２００８年３月实现量产后，奇瑞索克马在乌拉圭组装的瑞虎汽车
随后进入阿根廷市场。
▲复星国际海外并购瞄准消费及资源企业
中国最大民营企业之一的复星国际执行董事兼总裁汪群斌 5 月 20 日表示，
复星国际新投资理念--"中国动力嫁接全球资源"正在得到落实,公司将海外并购
目标瞄准全球品牌消费类、技术类及资源类企业,年内还会宣布更多海外并购项
目.
汪群斌表示,消费类企业并购将主要关注欧美成熟市场的企业,而资源类企
业的关注区域包括澳大利亚、非洲、南美和加拿大等;还会考虑并购欧美及日本
的技术研发企业,例如医药研发."我们的想法是中国动力嫁接全球资源,产生协
同发展效应,"他表示.
他说,复星拟投资项目需满足一些条件:投资额在 5,000 万美元以上;能成为
被投资方的重要股东及获得董事会席位;在所属细分行业处于全球领先地位等.
复星国际 5 月 19 日宣布,与其关联企业共同出资近 8,500 万欧元,认购希腊
珠宝商 Folli Follie 定向增发的股份,占其扩大后股本 9.5%.去年复星参股法国
度假村经营者--地中海俱乐部.
成立近 20 年复星以医药产业起家,之后透过并购,逐步拓展至地产、钢铁、
矿产、零售等多个产业.复星新的投资理念,基于中国正由全球制造大国转向全球
消费大国,内需市场正在形成的事实.
近年来复星开始在全球范围寻求收购目标,除了收购分众传媒,美中互利等
海外上市中资公司,近期已将目光瞄向了欧美企业.
▲中粮寻求更多海外并购机会
中粮集团有限公司(COFCO Ltd.)旗下香港上市子公司中国食品有限公司
(China Foods Ltd., 简称：中国食品)董事总经理栾秀菊 5 月 20 日表示，公司
正在寻求更多海外并购机会。
栾秀菊表示，潜在的并购交易将扩大公司现有的酒类或糖果类业务。同时公
司还可能通过并购交易进军食品行业的新领域。
栾秀菊称，鉴于中国食品有意增加优质葡萄酒产品的供货来源，公司将收购
更多葡萄园，除了智利和法国的葡萄园，公司还考虑收购澳大利亚、南非、的葡
萄园，西班牙、加利福尼亚的葡萄园也有可能购买，最终主要取决于公司能否找
到合适的合作伙伴及收购目标。
中国食品还利用中国的大宗商品期货市场对冲了原材料成本的风险。栾秀菊
称，中粮可口可乐饮料有限公司,(COFCO Coca-Cola Beverages Ltd, 简称：中
粮可口可)去年通过糖套期保值节省了人民币 7,500 万元（合 1,150 万美元）。
▲英特尔设中国区董事长
英特尔公司(Intel Corp.)3 月 23 日通知员工，这家芯片巨头最知名的高管
之一马宏升(Sean Maloney)将从硅谷搬迁到中国，负责该公司在华机构。
他将担任英特尔中国区董事长，这是一个新设职位。此次变动说明，英特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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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中国很快就会成为世界最大的个人电脑市场。
英特尔发言人穆罗伊(Chuck Mulloy)说，让一位资深高管到中国任职，对英
特尔来说是一个前所未有的举动，这反映出中国市场将来的重要性。
马宏升曾履行过英特尔的一系列职位，人们有时候说他可能会接替欧德宁
(Paul Otellini)担任首席执行长。他最近担任的是负责英特尔架构事业部的执
行副总裁。
马宏升曾在 2010 年年初中风，今年 1 月份回公司工作，此后其职责逐渐增
加。
▲沃尔玛中国区两名高管离职
5 月 23 日，全球大型连锁公司沃尔玛（NYSE：WMT）表示，公司中国业务的
首席财务官罗睿澜（Roland Lawrence）和首席运营官罗世诚（Rob Cissell）已
因"个人原因并寻找其它机会"而辞职。
据悉，沃尔玛凭借高达 4218 亿美元的收入，蝉联美国 500 强榜首，同时，
沃尔玛也寻求在中国和其它新兴市场新的发展空间，但在几个海外市场的扩张并
不顺利。沃尔玛在华的市场占有率很小，目前在中国超过 120 个城市中拥有大约
330 家超市；此外，沃尔玛在中国的年度销售额约为 75 亿美元，在全球约 4200
亿美元销售收入中所占比重非常小。
不过，这并没有让沃尔玛停止在华发展的步伐。传闻沃尔玛将大幅投资京东
商城，但未能成行，最终注资电子商务新秀 1 号店，曲线切入中国电子商务市场。
2 月，由于在中国的部分超市有价格欺诈行为，沃尔玛和法国家乐福公司
（Carrefour SA）被国家发改委处以共 9500 万元（合 140 万美元）的罚款。家
乐福在中国约有 180 家超市，是沃尔玛的最大对手。
▲金风科技与美企合作支持海外市场发展
国内风机制造商金风科技 5 月 23 日与美国企业铁姆肯公司（Timken
Company）达成战略合作协议，后者将为金风科技提供零部件供应，并为其已经
安装的风机提供服务支撑。
“我们希望能通过合作在全球范围内推进风能技术的发展。”金风科技副总
裁曹志刚说。
铁姆肯位于美国俄亥俄州坎顿市，主要以生产抗摩擦轴承及相关产品、合金
零部件及技术服务。该公司将为金风科技提供设备设计和工程服务、轴承和电力
传输部件、对风机安装进行优化、对已安装风机提供现场服务和售后支持、帮助
风电场可持续发展，并向金风开放其将于 2012 年建成的风能研究开发中心以供
测试产品。
在双方的合作内容中虽未明确表示针对美国市场，但考虑到金风在美国的拓
展步伐，上述合作应是其继续扩大美国市场份额的步骤之一。
由于中国国内风机市场近几年的高速发展，产能已显过剩之势，风电巨头纷
纷将海外作为今后的拓展重点。美国风能协会人士此前表示，华锐和金风目前都
已是该协会会员。而金风科技在上市时的招股说明书表示，鉴于美国、澳大利亚
和欧洲的政策以及公众支持，这些市场潜力巨大，其上市募集资金的 24.1%将用
于在上述国家为主的国际市场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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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 SK 在成都打造集团中国西部业务核心
世界５００强企业韩国ＳＫ集团中国西部总部基地推进办公室日前在成都
成立。ＳＫ集团在成都将就能源化学、信息通信、物流服务等其优势领域展开相
关业务合作。按照计划，该集团将在未来三年内在成都建成其中国西部总部基地。
近年来，成都与ＳＫ集团交往日益频繁，互信不断增强，合作逐渐深化。此
次ＳＫ集团中国西部总部基地推进办公室的正式成立，将统筹ＳＫ集团下属各产
业和事业单位在中国西部区域的规划和发展。ＳＫ集团将成都作为其在的综合性
国际传媒创意内容产业基地首选地，发展传媒创意内容产业等。ＳＫ还与成都市
慈善总会宣布，双方将在先天性心脏病救治等领域开展合作。
ＳＫ集团一直将中国看做是ＳＫ全球化市场的中心，提出了“在中国十年再
造一个ＳＫ”计划。去年７月，ＳＫ集团在北京成立统筹管理该集团中国业务的
法人公司“ＳＫＣｈｉｎａ”。
ＳＫ集团是韩国三大企业集团之一，主要以能源化工、信息通信为两大主力
产业。ＳＫ集团的中国事业发展已近二十年，在中国拥有近１００家子公司。
▲海南橡胶拟收购泰国泰华树胶 25%股权
中国最大天然橡胶生产企业----海南天然橡胶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5 月
26 日称,拟收购泰国泰华树胶公司 25%股权,以增加天然橡胶资源控制总量,提高
国际市场天然橡胶话语权.
海南橡胶拟自泰华树胶大股东林立盛手中受让这部分股权,林立盛原持有泰
华树胶的 60%股权.双方已签定不具法律效力的意向书.
双方初步商定,若泰华明年 9 月底前在泰国交易所上市,且每股发行价不低
于 12 泰铢(约 2.67 元人民币),林立盛愿意以 12 泰铢的 7.5 折即 9 泰铢出让;若
发行价低于 12 泰铢,则以实际发行价的 7.5 折计算.而若泰华不能如期上市,股权
转让价则为 6.9 泰铢.
双方意向书中还包括回购条款,即泰华不能在明年 9 月底前上市,卖方在征
得买方同意的前提下,有权在泰华树胶支付红利後以 8.97 泰铢回购目标股权.另
外,若因卖方原因导致交易终止,卖方应承提交易所产生的所有前期费用,并赔偿
100 万元人民币.
▲华为进军港澳台市场
全球第 2 大电信设备供应商华为 5 月 26 日宣布，正式进军本港、澳门及台
湾的企业业务市场，重点为这些地区的主要特定行业及企业客户，提供端对端资
讯及通讯技术解决方案。
华为企业业务集团是该公司四大策略性业务集团之一，专门为包括政府、运
输、电力及金融在内的不同行业，提供数据中心、园区局域网、视像会议、统一
通讯、IP 联络中心、光纤网络传输及无线网络等解决方案，已于全球逾 100 个
国家及地区设立业务营运部门。
华为表示，已经透过其于本港、澳门及台湾稳固的电讯业务基础，并已获得
多个不同行业的企业客户，其向提供解决方案实施、维护和咨询服务，公司并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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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于今年第三季开展合作伙伴招募计划。
▲鸿海精密停止旗下大陆所有抛光车间生产
鸿海精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Hon Hai Precision Industry Co., 简称：鸿
海精密) 5 月 23 日表示，在 5 月 20 日旗下成都工厂发生爆炸事故后，该公司目
前已停止了其大陆所有电子产品外壳抛光车间的生产。
鸿海精密 23 日称，可燃粉尘是富士康(Foxconn)成都工厂一个抛光车间发生
上述爆炸的罪魁祸首，所有类似加工车间已经暂停生产，等待事故调查结果公布。
该公司称，爆炸事故已造成 3 人死亡、15 人受伤。
该公司发布公告称，成都及公司在大陆的其他基地的所有其他生产活动都正
常进行。
▲巴菲特被质疑巧计移成本
据悉，美国多家运输公司 5 月 21 日指责“股神”巴菲特旗下的伯灵顿北方
圣大菲铁路公司（Burlington Northern Santa Fe）试图利用美国政府审计办法，
向他们转嫁巴郡去年收购该铁路公司的成本，金额约为 76 亿美元。
安特吉集团与其他 15 家电力公司认为，监管机构如果允许一些超过帐面价
值的收购成本计算成为伯灵顿铁路公司成本的一部分，该铁路公司就会变得有能
力加价，并难以抗衡。这些公司表示，伯灵顿铁路公司向美国运输管制机构地面
运输委员会（Surface Transportation Board）交代每年成本时，有 76 亿美元
溢价，而这笔成本将转嫁到他们身上。
有 6 家设备商及其供煤商的行政总裁此前曾致信巴菲特，称伯灵顿公司的做
法“与巴郡的价值和历来以公平、道德著称的声誉”不符。这 6 家公司预计，在
加价后，他们的费用将在未来 13 年内增加 3400 万美元。
巴郡一年多前收购了伯灵顿北方圣大菲铁路公司，押重注于美国经济复苏前
景，15 个月来伯灵顿铁路公司为巴郡带来 32.5 亿美元的丰厚利润。巴菲特在去
年初完成以 265 亿美元（约 2060 亿港元）收购该公司七成七的股权，实际上成
为该公司单一大股东，将其私有化。当时美国经济正陷入衰退，消费者支出骤减，
并创下 25 年来最高的失业率，这笔投资被视为相当大胆。
分析师指出，美国经济在 2009 年衰退结束后，经济复苏的动力逐渐增强，
失业率开始下降，加上油价节节攀升，由于火车比货车省油，令伯灵顿铁路公司
受惠。
▲克莱斯勒提前归还美政府５１亿美元救助贷款
美国财政部５月２４日宣布，克莱斯勒已经提前六年归还了美国财政部５１
亿美元的救助贷款，显示出这家底特律汽车巨头财务和经营状况已有较大改善。
美国财政部长盖特纳说，克莱斯勒提前归还贷款是表明公司经营业绩好转和
美国汽车工业复苏的重要标志，由于奥巴马政府坚决采取措施来救助美国汽车工
业，美国的汽车企业已经开始增加新投资并创造新就业岗位。
在本轮金融危机中，美国财政部通过不良资产救助计划向金融机构和克莱斯
勒等汽车工业巨头提供了巨额救助资金；为帮助克莱斯勒维持经营，美国政府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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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家汽车工业巨头划拨和承诺的救助资金高达１２５亿美元。
这些巨额救助资金也引发了许多争议，美国财政部正加速出售所持救助对象
的各类资产，以尽快收回救助资金。此前，美国财政部已经出售了包括摩根大通、
美国银行、富国银行等大型金融机构的资产。美国财政部今年３月宣布，美国政
府已回收了大约７０％的不良资产救助计划资金。
财政部指出，克莱斯勒归还的５１亿美元贷款原定于２０１７年到期，包括
这笔贷款在内，克莱斯勒已经通过贷款本金、利息等方式共计归还了超过１０６
亿美元的政府救助资金；自从２００９年６月以来，美国汽车业已经创造了超过
１１．５万个就业岗位。
受益于经济复苏和销售回暖，包括通用、福特、克莱斯勒在内的底特律汽车
三巨头的经营业绩自去年来出现显著提升。克莱斯勒 5 月初公布的财报显示，该
公司一季度营业利润达到４．７７亿美元，远高于去年同期的１．４３亿美元。
▲澳大利亚铁矿企业将联手进行基建
澳大利亚布雷马铁矿联盟５月２３日宣布，这个联盟的成员企业将联合在新
南威尔士和南澳大利亚州的铁矿区进行基础设施建设。此举有望强化矿山开发力
度。
布雷马铁矿联盟发言人安德鲁·沃斯凯特表示，基建将围绕布雷马磁铁矿带
展开，这一磁铁矿带贯穿从南澳大利亚州彼得伯勒地区到新南威尔士州布罗肯希
尔地区的广大地区。
沃斯凯特指出，联盟成员企业认为，这一地区蕴藏着２０亿吨至４０亿吨可
开采的铁矿储量。他说，如此巨大的储量潜能促进联盟成员企业进行联合基建。
据沃斯凯特介绍，目前布雷马铁矿联盟正致力于在南澳大利亚州斯宾塞湾修建一
座深水港，并在整个布雷马磁铁矿带建设水、电和运输基础设施。
布雷马铁矿联盟的成员主要包括卡奔塔利亚勘探公司、Ｍｉｎｏｔａｕｒ勘
探公司、哈腓拉勘探公司和温特沃斯金属集团等。
▲匈牙利从俄公司购回本国石油天然气公司股份
匈牙利总理欧尔班５月２４日宣布，匈牙利已经从俄罗斯购回匈牙利石油和
天然气进出口公司２１．２％的股份。
欧尔班说，匈牙利是在经过一年艰苦的谈判后与俄罗斯方面达成协议的。他
说，如果能源供应完全依赖别人的话，一个国家是不可能强大的。匈牙利和中欧
复兴的一个关键是，减少能源依赖并振兴民族工业。
匈牙利国家发展部部长费勒吉·陶马什同时表示，匈牙利与俄罗斯苏尔古特
石油天然气股份公司今年４月份就购回股份一事达成协议，匈牙利将使用以前提
取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贷款来购回股份，交易额为１８．８亿欧元，整个交易
将在今年８月３１日前完成。
费勒吉说，政府将维持战略能源企业的控股权视为重要的经济保护任务。
２００９年４月初，奥地利国家石油公司宣布，将其拥有的匈牙利石油和天
然气进出口公司２１．２％的股份以１４亿欧元的价格出售给了俄罗斯苏尔古特
石油天然气股份公司，从而使这家俄罗斯公司成为匈牙利石油和天然气进出口公
司的最大股东。交易双方事先没有通知匈牙利石油和天然气进出口公司。匈牙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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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金融机构监管局随后表示，将调查俄罗斯苏尔古特石油天然气股份公司购买
匈牙利石油和天然气进出口公司股份一事是否符合有关法律规定。
▲日企理光计划全球裁员 1 万人
日本复印机及打印机大厂理光 5 月 26 日宣布,将裁员近 10%,该公司计划提
振低迷的获利表现,抵御施乐及佳能等对手的竞争.
理光指出,计划在全球 10.9 万名人员之中裁员约 1 万人,预计未来三年将助
益营业利润 1,400 亿日圆(17 亿美元).
▲丹麦年度企业形象排名出炉
据悉，５月２０日出版的《贝林新闻周刊》公布了２０１１年丹麦企业形象
排名，乐高玩具公司蝉联榜首，丹麦国家铁路公司垫底。
本年度丹麦企业形象排名是根据３７３４名丹麦企业家对１４０家丹麦主
要企业的企业形象问卷调查完成的，问卷调查时间是今年３月３１日到４月１８
日。
该调查问卷的九个评分标准分别为：领导力、公众信任度、产品和服务质量、
员工能力和服务意识、宣传、竞争力、财务状况、创新能力和社会责任。
乐高玩具和生物制药公司诺和诺德保持了去年的排名，分列排行榜第一和第
二名。大多数受访者认为，乐高玩具具有强有力的领导力、创新力和增长力，而
诺和诺德具有良好的公众信任度、良好的领导力和高品质的产品。
全球最大集装箱航运企业马士基集团由于更开放的企业宣传策略和稳健的
盈利增长，排名比去年上升６位至第３名。世界最大的工业酶制剂生产商丹麦诺
维信公司比去年下降１位至第４名。而嘉士伯啤酒排名由去年的第４名下降到第
９名。
诺基亚因计划关闭哥本哈根产品部影响，排名下降６５位至９６名，是本年
度下降幅度最大的企业。丹麦国家铁路公司今年来备受涉嫌挪用国家交通补贴丑
闻困扰，排名垫底。
家族企业治理之劣质文化
清华长三角研究院民企研究中心首席民企治理专家曾水良近日指出，家族企
业中没有明确的游戏规则，一切随老板好恶而定，很多家族企业中存在一种“黑
暗压制力”阻碍家族企业发展的最大因素就是“黑暗压制力”感情过甚、理性欠
缺；拒绝规则化、制度化；传统儒家文化成为制约家族企业发展的一大桎桔。大
部份家族企业实际上是老板家庭的扩大，企业的管理模式和企业文化往往就是老
板个人爱好、个人志趣、个人行为方式、甚至个人生活习惯的扩大，是老板家族
传统文化的扩大，完全依附老板个人而存在，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企业”。
因此从高效灵活然而稍带私密的运作文化，转型为透明化运作，家族企业老
板应理智地思考如何实现全透明运作，尽量减少外界对企业的不了解；其本质内
涵是让外界了解企业得到真正好于、高于竞争对手的不可替代的精神文化、产品
文化、服务文化人文哲学价值观。基于农耕文化的土壤中成长起来的中国家族企
业家尽管有着吃苦耐劳、敢打敢拼等一系列优点，但其身上的缺点也是不容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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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我们只有搞清楚现阶段家族企业家战略决策与日常经营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才能对症下药，帮助我们的企业建立属于自己的企业文化。
基于农耕文化的土壤中成长起来的中国家族企业家尽管有着吃苦耐劳、敢打
敢拼等一系列优点，但其身上的缺点也是不容忽视的。曾水良总结归纳一些家族
企业文化缺失为：
缺乏文化素养：
决策草率、心血来潮，朝令夕改；小富即安、农民心态；；专横跋扈、唯我
独尊；心胸狭窄、气量狭小；缺乏自律性；名利观念强、一切荣誉归自己；投机
心态强、缺乏长远战略考虑；急功近利、行为浮躁；不讲信用；尊重他人的思想
和尊严。这其中的任何一条，都是企业成长过程中的致命伤。在企业草创初期，
也许这些特点是其曾经赖以取胜的“法宝”但一个企业要真正成长起来，不能总
是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不能总是投机取巧、捞了就跑，而应该把这些毛病逐渐克
服掉，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做精、做强、做久，才谈得上成为“有文化”的企业，
才能谈企业文化。
花瓶形式文化：
因缺乏文化素养，一些家族企业为了塑造自身的"文化形象"， 在脱离企业
经营管理实际的情况下"总结"了一套"经营理念"或"企业精神"。由于这些"理念"
或"精神"根本不被员工认可，因此这种"企业文化"实际上成为一种脱离企业实际
的空谈。虽然对于外部的不知情者可能会起到一时的"包装"功效，但是对于企业
自身而言，纯属一个漂亮的"花瓶"，其作用可想而知。
缺乏文化创新：
一些家族企业以为企业文化一经建立便可"长治久安"，忽视了根据环境的变
化及时对企业文化进行"创新"，从而使对企业发展本来起积极作用的文化变成了
企业发展的障碍。实际上，企业文化同样有"好"与"不好"之分，当一种企业文化
由于惰性而变成一个封闭的系统时，它很可能会扼杀企业的创造精神，从而排斥
外来人才的加盟和企业对社会资源的充分利用。
缺乏员工广泛认同的价值观：
企业缺乏凝聚力和认同感研究表明，一套大家接受的价值观对企业来说是十
分重要的，它可以帮助企业员工树立起共同的理想，信念，从而全力以赴地为共
同的目标努力。同时它又是构成团结，和谐的人际关系的基础。然而，我国家族
企业普遍缺乏企业员工广泛认同的价值观。创办人的个人好恶是评判一切事物的
标准，顺眼的人就留，顺心的事就做，手段就是奖和罚，其结果必然是企业形不
成强大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员工来得快，散得也快，难怪家族企业的管理者总在
抱怨找不到高素质的技术人才和管理人才，发出"创业元老顶不住，外聘人员靠
不住，留住人才难"的感叹。
曾水良认为，企业文化应该是一种与企业经营的实际紧密相联的东西，准确
地说应该是从企业经营的实际中提升形成的，外于企业经营的文化只是"文化"，
而不能称之为"企业文化"，更不是本企业的"企业文化"。与此同时，企业文化应
该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它必须与企业一起"共同成长"，没有创新或者不能包容创
新精神的"企业文化"是一种消极的文化。
大部份家族企业实际上是老板家庭的扩大，企业的管理模式和企业文化往往
就是老板个人爱好、个人志趣、个人行为方式、甚至个人生活习惯的扩大，是老
板家族传统文化的扩大，完全依附老板个人而存在，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企业”。
因此从高效灵活然而稍带私密的运作文化，转型为透明化运作，家族企业老板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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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智地思考如何实现全透明运作，尽量减少外界对企业的不了解；其本质内涵是
让外界了解企业得到真正好于、高于竞争对手的不可替代的精神文化、产品文化、
服务文化人文哲学价值观。清华长三角研究院家族企业研究中心家族企业治理专
家曾水良认为，塑造家族企业文化须：
立足自身，借鉴学习策略：
企业文化尽管不可模仿，但是可以学习。古今中外有许多著名企业的企业文
化为人传颂。海尔的" 真诚到永远""有缺点的产品就是废品，家族企业在充分了
解自身的基础上，要积极学习其他企业的优秀文化，做到扬长避短，博取众家之
精华。
企业家现代化策略：
企业文化是旗手文化，企业家素质和自觉程度对企业文化建设的成败起着关
键作用。从一定意义上来说，企业文化是企业家文化，是经营者文化，是企业领
导人文化。但中国的家族企业家整体素质都不高，"土老板"企业家数量很多，这
制约了企业的发展。企业家的作用在家族企业中很重要的。他的价值观和精神态
度决定了企业行为和员工的价值取向。知识经济，信息时代，企业家的知识，智
力，现代化文化素质决定企业竞争力和发展程度。要搞好企业文化建设，企业家
现代化是必不可少的一步。
对于一个人来讲，他的发展、前途和事业成败是取决于一种人文思想，一种
文化素质、一种内心深处的是非黑白的判断。真正能够在市场经济中成功的企业
家，大都是具备了较强的文化底蕴和人文内涵的企业家，他们的精神境界、文化
及哲学理念都达到了相当的层次，企业中的滚滚利润与其说是机遇和市场所带
来，还不如说是他们本身的文化素养所带来。
提炼认同的价值观策略：
一些家族企业为了塑造自身的文化形象，在脱离企业经营管理实际的情况下
总结了一套经营理念或企业精神。由于这些理念或精神根本不被员工认可，因此
这种企业文化实际上成为一种脱离企业实际的空谈。虽然对于外部的不知情者可
能会起到一时的包装功效，但是对于企业自身而言，纯属一个漂亮的花瓶，其作
用可想而知。企业缺乏凝聚力和认同感研究表明，一套大家接受的价值观对企业
来说是十分重要的，它可以帮助企业员工树立起共同的理想，信念，从而全力以
赴地为共同的目标努力。同时它又是构成团结，和谐的人际关系的基础。
然而，我国家族企业普遍缺乏企业员工广泛认同的价值观。创办人的个人好
恶是评判一切事物的标准，顺眼的人就留，顺心的事就做，手段就是奖和罚，其
结果必然是企业形不成强大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员工来得快，散得也快，难怪家
族企业的管理者总在抱怨找不到高素质的技术人才和管理人才，发出创业元老顶
不住，外聘人员靠不住，留住人才难的感叹。
差别化策略：
有特色的企业文化才有生命力。而许多家族企业企业文化塑造中忽视了这一
点，尤其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企业，大部分家族企业文化雷同，起不到标识企业
特色的作用。企业文化，企业形象都是企业差别化战略，企业文化作为组成企业
核心竞争力的一部分。具有不可模仿性。例如，同仁堂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
品位虽贵必不敢减物力，浙江雅戈尔装点人生，服务社会都体现了企业的个人特
色和极深的文化底蕴。家族企业文化塑造要根据行业特点，地理特点，产品特点
等，尽可能挖掘出有别于其他企业的文化特征。
塑造名牌策略：

返回目录

名牌企业形象具有极大的号召力，不仅能占领国内市场，也能占领国际市场，
相反，没有企业形象，既不能占领国际市场，也不能占领国内市场。企业形象是
企业的无形资产。许多企业都通过创名牌产品树立企业形象。例如，美国的微软，
日本的 SONY，中国的海尔都因其产品的卓越而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
优秀的现代家族企业都十分注重企业文化建设、企业道德建设、企业形象建
设浅显而言就是企业的价值观取向。曾水良认为，从宏观上看，与狼共舞的时代
已经来临，家族企业不能没有企业文化。

信息化建设
工信部正在加快物联网“顶层设计”
近日，工信部副部长奚国华表示，工业和信息化部已将物联网规划纳入到“十
二五”的专项规划，目前正在形成初稿。同时，工信部也正在加快“顶层设计”，
积极研究和推进物联网技术标准和产业化。
奚国华表示，
“工信部正在推进物联网的应用和产业化。”他指出，目前有四
方面工作需要做，一是培育物联网高端应用，二是打造关键核心技术，三是制定
相关技术标准，四是打造物联网产业链。
工信部电信研究院在最近发布的《物联网白皮书》中称，目前标准化仍然是
物联网发展的主要瓶颈，同时由于物联网起步较晚，因此整体产业处于初级阶段。
工信部电信研究院副院长曹淑敏表示，我国现今至少在十个领域均有物联网相关
应用，不过目前应用远没有到规模阶段，同时核心传感器与传感网络技术还不够
成熟，包括 R FID (射频识别技术)、M 2M(机器对机器通信)与计算等方面仍有
很多技术需要突破。
工信部电信研究院副总工程师余晓辉表示，“我国核心芯片、基础性系统、
构架依赖国外的情况在物联网相关领域更趋突出。”据他介绍，我国传感器产业
与发达国家差距至少有数年，中高端传感器基本依赖进口，智能电网核心芯片几
乎全是国外产品，智能处理和云计算的基础架构均由发达国家主导。一直以来，
我国缺乏能实现硬件、软件、网络、平台、应用和业务流程端到端大系统综合集
成的企业，这一矛盾在重要行业和智能城市的高端物联网应用中将更为尖锐。此
外，我国物联网相关企业整体上能力偏弱，如 95%传感器和 90%仪表企业为中小
型企业。
据工信部电信研究院相关专家介绍，“十二五”期间，我国将重点投资和发
展十大物联网应用的重点领域，分别是智能电网、智能交通、智能物流、智能家
居、环境与安全检测、工业与自动化控制、医疗健康、精细农牧业、金融与服务
业、国防军事。
权威机构预测，到 2015 年中国物联网整体市场规模将达到 7500 亿元，五年
内年均复合增长 率将超过 30%，发展速度将超过电脑、互联网、移动通信等单
个市场。专家预计到 2015 年建成 50 个面向物联网应用的示范工程，5 个到 10
个示范城市，形成核心技术的产业规模 2000 亿元，其中传感器 100 亿元，系统
和试验检测 700 亿元，芯片、中间件和集成模块及设备产业的产业规模 600 亿元，
工程实施、服务开发系统和运维 600 亿元。
据了解，自 2009 年开始至 2020 年，我国“坚强智能电网”将分为三个阶段
发展，从初期的规划试点阶段到“十二五”期间的全面建设阶段，
“十三五”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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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的引领提升阶段。另据了解，目前智能交通每年以超过 1000 亿元的市场规模
在增长。专家透露，“十二五”规划预计到 2015 年交通运输管理将达 400 亿元。
智能交通和智能物流主要应用于在车辆信息通信、车队管理、商品货物监测、互
动式汽车导航、车辆追踪与定位等。重点推动以物联网为特征的智能物流产业的
发展，2013 年至 2015 年逐步形成物流信息化的体系，2015 年初步建立起与国家
现代物流体系相适应的协调发展的物流信息化体系。
工信部有关负责人指出，“目前全球物联网发展尚处于起步阶段，大规模应
用条件未完全成熟，因此不宜过高估计短期和直接经济效益。”他表示，当前紧
迫的工作是要加快物联网标准的顶层设计，确定物联网标准体系和标准制定的优
先级，统筹谋划国际、国家和行业标准体系建设。超前谋划做好安全标准顶层设
计，确保安全和发展主导权。
根据规划，“十二五”期间，中国将制定和推广应用中国自主编码体系，突
破核心技术和重大关键共性技术，初步形成从感测器、芯片、软件、终端，整机、
网络到业务应用的完整产业链，培育一批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物联网产业领军
企业。
中国信息安全测评中心广东测评中心成立
据悉，在网络安全重要性日益突显的大背景下，中国信息安全测评中心广东
测评中心５月２０日在广州挂牌成立，成为这支“国家队”的第１６个分支机构。
迄今，我国已建立起覆盖全国的信息安全测评组织体系。
广东测评中心是经中国信息安全测评中心授权成立的第三方信息安全测评
机构，将依照国家有关信息安全产品质量和信息安全管理的政策法规，在广东地
区开展信息安全产品及信息系统的安全检测评估，提供与信息安全有关的信息服
务、技术服务及人员培训。
据悉，我国信息安全测评工作始于１９９７年，迄今已构建了一整套与国际
接轨的国家信息安全测评标准、程序和方法，基本具备了对信息技术产品安全性、
信息系统安全性和信息安全服务进行测评的能力。
山东成立云计算产业联盟
山东省云计算产业联盟５月２４日在山东省计算中心成立。
山东省副省长王军民和中国工程院院士倪光南为山东省云计算产业联盟揭
牌。
４０余家从事云计算产业科学研究和生产经营的企事业单位参加了山东省
云计算产业联盟。据联盟理事长石明泉介绍，山东省云计算产业联盟成立之后，
将促进联盟成员之间实现资源、信息共享和互惠互利，提升区域竞争力，促进云
计算产业科学发展，并组织联盟成员围绕云计算产业开展技术合作，协调其他社
会资源，提升联盟成员的竞争力。
王军民透露，山东是国内重要的信息产业基地，２０１０年全省信息产业规
模以上主营业务收入７８２１．８亿元，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电子信
息产品制造业、软件和信息服务业总体规模均列全国第四。目前，山东省已经建
成覆盖全省的信息通信网络，在硬件条件上具备了云计算产业发展的基础，在虚
拟化、云应用中间件、云安全、云服务等领域拥有较强的技术储备、实施经验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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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群体，形成了较为完整、国产化程度较高的产业链。
浪潮信息全面转型云计算着力打造中国行业云
近日，在由中国电子学会发起的云计算产业的最高级别盛会——第三届中国
云计算大会上，浪潮信息（000977）首次在公开场合全面阐述了其全面转型云计
算战略的举措，并提出未来将着力打造中国行业云的战略定位。
浪潮于 2010 年发布云海 in-cloud 战略，全面向云计算方案供应商战略转型，
同时立足中国云计算应用，首家提出“行业云”发展策略。作为浪潮云战略中重
要的组成部分和云基础架构的主要供应商，浪潮信息为了积极推进这一战略深入
落实，在内部围绕云计算构建了全面、纵深的组织体系，搭建了云计算整体解决
方案中心，逐步形成分行业的解决方案中心，为中国行业云建设打造整体解决方
案，并提出在 2011 年将为十四个行业提供云计算服务和支持。目前，浪潮信息
已经助力湖北省国税局等多个单位和行业搭建起了云平台解决方案，很好地解决
了客户所遭遇到的种种信息化难题，帮助用户实现了信息化升级。
浪潮信息总经理王恩东表示，2011 年将成为浪潮云计算产品技术布局年，
继相继推出 8 路服务器、海量存储、云海集装箱数据中心之后，浪潮打造的国内
首款自主云数据中心操作系统也即将面世，届时，浪潮将成为国内在云计算软、
硬件完成整体布局的厂商。随着浪潮重点打造的 32 路高端容错服务器的推向市
场，浪潮信息将充分形成在与国际领导厂商在云基础架构层的比肩之势，为中国
云计算实际落地应用提供完全自主化的战略级装备。
中国电子商务企业的物流商机
业界 5 月 20 日分析指出，中国电子商务企业仍有机会将物流噩梦变成一个
理想的商业机会。
政府在公路、铁路和航空等基础设施领域的海量投资意味着中国的交通网络
正在接近发达经济体的水平。但运输货物的成本仍然很高。物流成本约占中国
GDP 的 21%，而美国为 10%，印度为 13%。
造成上述差别的部分原因是制造业是中国的重心。除此之外，分散的体系，
高昂的公路运输成本，名目繁多的收费项目都是造成物流成本高企的各种原因。
这一现象不只局限于制造业。中国政府展开的一项调查发现蔬菜零售价格的三分
之二是由物流成本构成的。
尽管物流成本很高，服务质量却往往低下。对于像阿里巴巴集团（Alibaba
Group），京东商城（360buy）和卓越亚马逊（Joyo Amazon）这些依赖保证将货
物从供应商运送到客户手中的电子商务企业来说，这个问题尤为严重。
中央政府说将致力于发展现代高效的物流网络，但这一宏伟目标却要面临来
自地方的实际困难。尽管地方企业的效率不如规模更大的央企，但地方政府获益
于地方企业上缴的利税。国有企业往往都有自己的配送体系，这无疑缩小了物流
企业的市场份额。
对于第三方物流供应商来说，想要绕过各种各样的地方性监管条例，就算并
非不可能，也是非常困难的。全球审计咨询公司毕马威（KPMG）的 Jeffery Wong
说，即使是规模较大的公司也主要局限于各省地方市场。但对于电子商务企业来
说，网上销售规模的迅速扩大给正视并解决这个问题提供了动力和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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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美国亚马逊来说，高效的配送体系是保证低价并扩大市场份额的关键。
中国的电子商务企业也希望能这样做。在线零售商阿里巴巴投资建设了自己的仓
库体系，并与现有的物流供应商合作，以期构建一个全国性的物流体系。
电子商务的迅速扩张意味着行业内的主要企业可以利用规模优势。2010 年
11 月的某一天，阿里巴巴旗下专司 B2C 的淘宝商城（Taobao Mall）就发出了 1,500
万个包裹。构建一个高效的物流系统并不容易，尤其对于核心竞争力并不在此的
电子商务企业来说。但中国市场是敞开的。对于那些能明白这一点的公司而言，
一个业务上的解决方案可能变成未来盈利的增长点。
中国未来两年互联网战略投资和并购交易将上升
据悉,随着众多互联网公司在此轮上市热潮中获得大笔融资,中国咨询机构
ChinaVenture 投中集团 5 月 24 日发布报告指出,未来 1-2 年内,由上市互联网公
司、获得大规模私募融资的非上市互联网公司主导的战略投资和并购交易将呈上
升趋势.
报告认为,运营时间较长、占据一定细分领域市场份额、与并购方主营业务
及用户群存在互补性或重合性、具备风险投资背景的未上市互联网相关产业公司
或将成为潜在并购目标.
该份报告列举了多家潜在并购目标,包括旅游信息服务商去哪儿
(qunar.com);电子商务网站红孩子(redbaby.com.cn)等.
根据 ChinaVenture 旗下数据产品 CVSource 统计,自从搜房于去年 9 月在纽
交所上市至今,共有九家中国互联网公司在美国资本市场实现首次公开发行
(IPO),共计融资规模 19.93 亿美元.多家公司在上市后均表示,将使用部分募集
资金展开并购,以提升市场份额或丰富业务内容.
据悉,在当前中国互联网行业市场规模持续增长、竞争日益激烈、创新产品
及服务层出不穷、投资者对业绩报以厚望的背景下,大型互联网公司通过并购实
现品牌、产品线及用户群的整合扩张,将成为其树立持久竞争力的重要手段.
受此轮 IPO 热潮影响,目前国内互联网行业企业估值水平呈现整体上升趋势.
对于运营时间较长、已占据细分领域一定市场份额并具备风险投资背景的互联网
企业而言,通过引入战略投资者或参与并购整合,部分早期投资者可寻求套现退
出,企业将获得丰富资源支持与更大发展空间.
报告举例称,去哪儿网先后获三轮 2,700 万美元风投资本,在携程和艺龙上
市、酷讯出售予 Expedia 之后,去哪儿已成为国内电子商务领域屈指可数的在线
旅游领先服务商.其潜在并购方包括携程和百度 (旗下拥有百度旅游),这两家公
司与去哪儿的业务均可形成较强互补性.
红孩子目前提供母婴、化妆、食品等产品网上购物服务,先后获得四轮风投
资本.报告认为,其潜在并购方包括麦考林,京东商城和当当网,上述三家公司若
与红孩子进行整合,都将提升运营平台利用率和产品丰富度.
京东商城 4 月宣布,公司已完成第三轮融资,规模达 15 亿美元,为目前为止中
国互联网企业数额最大的一笔融资.
报告还认为,曾获得巨人网络注资的中国社区网络 51.com,其与人人网目标
用户存在一定互补性,双方可通过并购实现社区和游戏领域优势的相互结合,从
而在社交性和娱乐性中寻求新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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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肯锡认为互联网对全球经济增长日益产生积极影响
美国麦肯锡全球研究所（ＭＧＩ）５月２４日在巴黎八国集团电子论坛上发
布的研究报告显示，互联网正对全球经济增长、生产率提升和创造就业产生着越
来越积极的影响。
麦肯锡全球研究所对八国集团成员以及巴西、中国、印度、韩国和瑞典共１
３个国家的互联网经济进行了调查，发现互联网对这些国家整体国内生产总值
（ＧＤＰ）的增长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当前互联网相关的消费和支出已经高
于在农业和能源领域的消费，互联网对这１３个国家的ＧＤＰ增长平均贡献率达
到３．４％。
研究报告表明，互联网已经成为经济增长的一大决定性因素。在西方发达国
家这一趋势更加明显。互联网过去１５年在工业化国家为ＧＤＰ增长的贡献率达
１０％，近５年的贡献率更是高达２１％。
在国家层面，美国仍是全球互联网产业的最大参与者，拥有全球互联网３
０％的产值和超过４０％的净收入。同时，美国在被调查的１３个国家中是互联
网产业结构最为平衡的国家，来自硬件、软件、服务和通信的贡献几乎相当。
英国和瑞典由于两国通信运营商的表现在全球互联网产业中也占据着重要
地位。来自新兴国家的印度和中国互联网产业发展十分迅速，以超过２０％的增
速在全球互联网产业中巩固其地位。而其他国家由于基础设施建设上的投入，未
来互联网产业也有着很大的发展潜力。
在企业层面，研究报告针对１３国４８００家中小型企业进行的调查显示，
互联网给这些企业带来了平均１０％的利润增长。互联网产生的财富远远超越了
工业产品本身，传统工业中超过７５％的附加值都由互联网创造。

企业信息员园地
河南煤化集团中原大化公司获“十一五中国化工突出贡献企业”称号
近日，河南煤化集团中原大化公司在 2011 中国化工骨干企业发布暨“十一
五”中国化工突出贡献企业表彰会议上荣获 “十一五中国化工突出贡献企业”、
“2011 中国化工骨干企业” 和“中国肥料骨干企业”等称号。
该荣誉是由中国化工情报信息协会等有关人员组成的评审委员会，通过对中
国化工企业 2008—2010 年的营业收入、企业知名度、美誉度、市场竞争力、市
场占有率，以及在“十一五”期间纳税总额、公益事业捐赠总额等综合指数进行
审核，最终评选出 100 家化工骨干企业和 31 家化工突出贡献企业。
河南煤化集团永煤公司被命名为国家第三批创新型企业
近日，国务院国资委、国家科学技术部和中华全国总工会 3 部门联合发文，
命名河南煤化集团永煤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等 154 家企业为国家第三批创新型企
业。
近年来，该公司紧紧围绕安全生产持续加大自主创新力度，力求掌握和突破
一大批关键、核心技术，推动企业由“生产驱动型”向“创新驱动型”转变。2010
年累计投入科研费用 8.19 亿元，其中奖励资金 1.74 亿元，共取得各类自主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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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 6986 项，申请专利 101 件。
河南煤化集团赵固二矿正式竣工投产
近日，国家煤炭工业发展“十一五”规划项目、河南省重点建设项目，设计
年生产能力 180 万吨的河南煤化集团赵固二矿顺利通过竣工投产，开始进入正式
生产阶段。
该项目由河南煤化集团焦煤公司与上海宝钢合资开发建设，于 2007 年 1 月
开工建设，概算总投资 18.49 亿元。项目完全按照经济效益好、管理水平高、竞
争能力强、安全有保障的现代化矿井标准建设，设计年生产能力 180 万吨，服务
年限 55.5 年。
矿井建成投产后，可年均实现销售收入 16 亿元，利税 6 亿元。
该项目在建设过程中创造了多个奇迹：主井主斜架和副斜架成功对接仅用 19 天，
创全国同类工程施工速度新纪录；副井井筒冻结段外层井壁掘砌施工连续 5 个月
进度超百米，创综合成井每月 81.4 米的全国同类矿井施工新纪录；8 个月建成
一座年入洗能力 350 万吨的现代化选煤厂，创全国永久性钢筋混凝土结构同类大
型选煤厂建设速度新纪录。
河南煤化集团在洛阳发展 PTA 项目
近日，河南煤化集团与洛阳市经济投资有限公司和洛阳炼化有限公司共同组
建洛阳龙宇化工有限公司，经营 PTA 及其上下游产品的生产及销售，具有良好的
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PTA 即精对苯二甲酸，是生产聚酯纤维（涤纶）的主要原料，被广泛应用于
化纤、纺织等领域。
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 PTA 消费市场，随着棉花等纺织原材料的短缺及产量逐
步减少，人们对以 PTA 为原料的化纤产品的需求量将进一步增加。PTA 产业具有
广阔的发展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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