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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委决策
李克强强调创新体制机制和推动科技进步
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１２月１日至２日在天津进行考察期间强调，要坚持不
懈地创新体制机制和推动科技进步，以改革促发展，在开放中扩内需，靠创新增
动力，应对各种风险挑战，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和转型。
他说，创新对促进发展至关重要，特别是在当前国际环境复杂严峻、外部不
确定因素增多的情况下，要想在应对挑战中求生存谋发展，立于不败之地，就要
在扩大开放的进程中深入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在发挥好传统优势的同时，加快向
更加依靠创新驱动的方向转变，通过改革使更多的资本、资源、人才等要素向创
新活动和产业升级集聚。企业拥有的核心技术、自主品牌、骨干和领军人才越多，
应对市场风险的能力就越强，国民经济就会更健康、更有竞争力，调结构、转方
式也就更有基础。要通过技术创新基金和创业投资等措施，为中小和微型企业创
新发展营造更好环境，千方百计为创业提供条件，为就业提供机会。
李克强说，技术是企业的核心竞争力，质量是企业的生命。我们要从制造业
大国发展成为制造业强国，必须坚持扩大对外开放，学习借鉴一切国际先进技术
和管理经验，不仅提高我们的产业技术水平，而且做到产品质量过硬。把管理创
新与技术创新结合起来，增强每一位员工的责任心，共同推升企业和产业在国际
和国内市场的竞争力。
他指出，发展先进制造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是世界各国的大趋势，也是必
争的产业高地。要贴近市场，紧盯前沿，抓住重点，力争取得突破，不仅要形成
新的产业，而且要真正掌握关键技术，开拓新的市场需求，在国际竞争中占据主
动，打造走向世界的“中国品牌”。
他强调，要加快完善保障房分配、退出和监管制度，确保公开公平公正，坚
决纠正和打击各种违规行为，真正让住房困难的中低收入群众得到实惠。要坚持
实施遏制住房价格过快上涨的政策措施，巩固调控成果，扎实推进保障性住房建
设和棚户区改造，增加普通商品房供应，促进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和人民群众住
有所居。
王岐山强调加快外贸转型升级
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１２月４日在辽宁沈阳考察工作时强调，要稳定出口，
扩大进口，加快外贸转型升级，实现速度、结构、质量、效益相统一。
他说，当前，严峻复杂的世界经济形势必然导致全球总需求不足。面对这样
不利的外部环境，关键要把自己的事情办好。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坚定信心，
深入分析研判形势，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增强工作的针对性和有效性，从方方
面面、点点滴滴做过细的工作，挖掘潜能，确保进出口稳定增长。
王岐山强调，做好进出口工作，必须按照“十二五”规划的要求，“稳增长、
调结构、促平衡”。加快转变外贸发展方式，全面提高国际竞争力，是克服当前
困难的根本出路。要继续保持外贸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切实减轻进出口企业
税费负担，加大对有订单、有效益出口企业的金融支持，特别要重视解决中小出
口企业的困难。积极扩大进口，清理进口环节的不合理限制，提高进口便利化水
平。要以质取胜，在巩固传统市场的同时，大力开拓新兴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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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岐山强调，商务、海关、质检、金融等部门以及地方各级政府、驻外机构、
行业协会要寓管理于服务之中，做到“情况明、数字准、责任清、作风正、工作
实”。要深入调查研究，加强基础工作，注重细节，积极为企业扩大进出口排忧
解难，妥善应对贸易摩擦，营造良好环境。
王岐山 11 月份时曾表示，世界经济衰退将长期化，中国必须聚焦于国内问
题。
中国政府称更愿将所持美国国债转为对美投资
中国商务部部长陈德铭 12 月 2 日在出席一场由中国美国商会组织的晚宴时
表示,中国更愿意将持有的美国国债转化为对美的投资,而这种投资能更好地解决
美国的就业问题.
在中国高达 3.2 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中,三分之一为持有美国国债.美国财政
部数据显示,9 月末中国持有美国国债总额为 11,483 亿美元,仍列全球首位;9 月当
月虽净增持 113 亿美元,但今年以来仍净减持 118 亿美元.
陈德铭称,今年中美贸易有望突破 4,000 亿美元,而明年这一数字还会增加,"
明年将是(全球经济)困难的一年,也是中美应该深化合作、共同应对危机的一年."
据其介绍,目前中美互为第二大贸易伙伴,今年 1-10 月双边贸易额为 3,630 亿
美元,同比增长 17%.
陈德铭强调,中国今年经济增速有望超过 9%;尽管受世界市场萎缩等因素的
影响,明年中国经济也许增长幅度略微降低,但仍然是稳定的,处于好的时期.
他指出,中国将扩大自美进口,也希望美国在高技术对华出口方面放宽限制;
同时扩大双向投资,中国将继续做好吸引美国资本投资的工作,也希望美方对中国
企业赴美投资给予公正、透明的环境.
此外,还将开拓新的合作领域,中美在节能环保、信息技术、生物医药、高端
制造业等都有良好的合作的前景;并加强中美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合作.
财政部决定在中央预算单位实施公务卡强制结算目录
财政部 12 月 8 日下发通知，决定在中央预算单位全面实施公务卡强制结算
目录。从明年 1 月 1 日起，中央各部门及所属行政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在支付公务
接待费、公车运行维护费、差旅费、会议费等 16 项费用时，必须使用公务卡。
明年年底前，所有基层预算单位要全部实行公务卡支付制度。
财政部表示，公务卡制度改革自 2007 年推行以来，对减少预算单位现金支
付结算、规范公务支出的政策效应逐步显现。但同时也存在公务卡使用范围偏窄、
使用率不高的问题，“有卡不用”现象较为普遍。
通知要求，所有实行公务卡制度改革的中央预算单位，都应严格执行中央预
算单位公务卡强制结算目录。凡目录规定的公务支出项目，应按规定使用公务卡
结算，原则上不再使用现金结算。原使用转账方式结算的，可继续使用转账方式。
通知指出，可暂不使用公务卡结算的项目包括，在县级以下（不包括县级）
地区发生的公务支出；在县级及县级以上地区不具备刷卡条件的场所发生的单笔
消费在 200 元以下的公务支出；按规定支付给个人的支出；签证费、快递费、过
桥过路费、出租车费用等目前只能使用现金结算的支出。各部门各单位应从严控
制不使用公务卡结算的支出事项，必要时报销申请人应提供不能使用公务卡结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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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证明材料。
根据财政部下发的通知，列入中央预算单位公务卡强制结算目录的项目包
括：办公费、印刷费、咨询费、手续费、水电费、邮电费、物业管理费、差旅费、
维修（护）费、租赁费、会议费、培训费、公务接待费、专用材料费、公务用车
运行维护费和其他交通费用。
所谓公务卡，是指财政预算单位工作人员持有的、主要用于日常公务支出和
财务报销业务的信用卡。作为公务业务的一种新型结算方式，公务卡操作可以概
况为“银行授信额度，个人持卡支付，单位报销还款，财政实施监控”。
高法建议有条件承认企业间借贷合法性
最高人民法院 12 月 6 日向各级人民法院发出《关于依法妥善审理民间借贷
纠纷案件 促进经济发展维护社会稳定的通知》，对案件受理、借贷利息、司法措
施等问题做出要求。
最高法院有关负责人介绍，最高法院要求各级人民法院认真做好民间借贷纠
纷案件的立案受理工作。当事人就民间借贷纠纷起诉的，要依据民事诉讼法的有
关规定做好立案受理工作；对于涉嫌非法集资等经济犯罪的案件，依法移送有关
部门处理；对于可能影响社会稳定的案件，及时与政府及有关部门沟通协调，积
极配合做好相关预案工作，切实防范可能引发的群体性、突发性事件。
在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时，要严格适用民法通则、合同法等有关法律法规
和司法解释的规定，同时注意把握国家经济政策精神，切实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
益，努力做到依法公正与妥善合理的有机统一。
针对“许多民间借贷纠纷都与利息问题有关”的问题，首先，人民法院依法保
护合法的借贷利息，依法遏制高利贷化倾向。对于民间借贷的利息问题，最高法
院下发的《通知》要求依照合同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
的若干意见》第 6 条、第 7 条的规定处理。
《若干意见》第 6 条规定，民间借贷
的利率可以适当高于银行的利率，各地人民法院可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具体掌
握，但最高不得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包含利率本数)。超出此限度的，
超出部分的利息不予保护。对于复利问题，《若干意见》第 7 条规定出借人不得
将利息计入本金谋取高利。审理中发现债权人将利息计入本金计算复利的，其利
率超出第六条规定的限度时，超出部分的利息不予保护。
此外，出借人将利息预先在本金中扣除的，应当按照实际借款数额返还借款
并计算利息。当事人仅约定借期内利率，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以借期内的利
率主张逾期还款利息的，依法予以支持。当事人既未约定借期内利率，也未约定
逾期利率的，出借人参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主张自逾期还款
之日起的利息损失的，依法予以支持。
该负责人表示，最高法院调研发现，民间借贷纠纷案件往往与非法吸收公众
存款、集资诈骗、高利转贷、违法发放贷款等经济犯罪案件交织在一起，也容易
伴生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及暴力催收导致人身伤害等其他暴力性犯罪，既会破
坏市场秩序尤其是金融秩序，也会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造成很大危害，需要
引起高度重视。
对于涉嫌经济犯罪的，最高法院要求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
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
，根据具体情况分别处理。对于非
法集资类的刑事案件，要依法及时审判，切实维护金融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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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应对此次民间借贷有关问题方面，最高法院结合法院工作实际及具体调研
情况，向有关国家机关和主管部门发出了一系列司法建议。一是规范公务员参与
民间借贷活动。提出了组织专门力量对重点地区公务员参与民间借贷活动进行专
题调研、及时出台相应规范，坚决打击公务员以营利为目的进行的高利放贷或担
保活动，对于违反党纪国法的行为，要依照有关政策、法律从严惩处等建议。二
是加强民间借贷规范监管的建议。三是关于规范和有条件放开企业间借贷活动，
建议尽快制订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有条件承认企业间借贷的合法性。四是关于完
善不动产统一登记制度的建议。五是规范国有资产转让行为的建议。六是制订特
殊交易登记办法的建议。
财政部明确企业年金以公允价值进行初始确认和后续计量
财政部 12 月 8 日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5 号（征求意见稿）》明确，
企业设立的年金基金在运营中根据国家规定的投资范围取得的国债、信用等级在
投资级以上的金融债和企业债、可转换债、投资性保险产品、证券投资基金、股
票等具有良好流动性的金融产品，应当采用公允价值进行初始确认和后续计量。
财政部称，上市公司通过定向增发合并非上市企业所属的子公司或取得非上
市企业的经营性资产，且在增发后为该非上市企业所控制的，应当分别个别财务
报表和合并财务报表进行会计处理。
在个别财务报表中，应当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2 号——长期股权投资》的
规定处理。在合并财务报表中，应结合交易的经济实质，正确判断非上市企业所
属的子公司或取得非上市企业的经营性资产是否构成业务，并按照《企业会计准
则第 20 号——企业合并》的规定合理确定购买方，符合企业会计准则规定的反
向购买条件的，按照反向购买进行会计处理；否则，不能按照反向购买进行会计
处理。
发改委发布股权投资企业管理规则
国家发改委日前发布了《关于促进股权投资企业规范发展的通知》。这是我
国首个全国性股权投资企业管理规则。
《通知》对股权投资企业的设立、资本募集与投资领域进行了规范。其中，
以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形式设立的股权投资企业，可以通过组建内部管
理团队实行自我管理，也可采取委托管理方式将资产委托其他股权投资企业或股
权投资管理企业管理。股权投资企业的投资领域限于非公开交易的企业股权。
股权投资企业的资本只能以私募方式，向特定的具有风险识别能力和风险承
受能力的合格投资者募集，资本募集人须向投资者充分揭示投资风险，不得承诺
固定回报。为确保股权投资企业的最终投资者均为“合格投资者”，并防范有意规
避《公司法》和《合伙企业法》关于投资者人数规定的问题，切实堵塞非法集资
漏洞，《通知》明确规定：投资者为集合资金信托、合伙企业等非法人机构的，
应打通核查最终的自然人和法人机构是否为合格投资者，并打通计算投资者总
数。但是，对符合有关条件的股权投资母基金，可视为单个投资者。
在健全股权投资企业的风险控制机制方面，《通知》要求股权投资企业应当
合理分散投资，其资金不得用于为被投资企业以外的企业提供担保；投资关联企
业的，投资决策应当实行关联方回避制度；股权投资企业及其受托管理机构的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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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章程或者合伙协议等法律文件，应当载明业绩激励机制、风险约束机制。
《通知》要求，股权投资企业除需向投资者披露投资运作信息外，应于每个
会计年度结束后 4 个月内，向备案管理部门提交年度业务报告和财务报告。在投
资运作过程中发生重大事件的，应及时向备案管理部门报告。
《通知》明确提出，将组建全国性股权投资行业协会，依据相关法律、法规
及本通知，对股权投资企业及其受托管理机构进行自律管理。
银监会称明年信贷政策难放松
银监会主席助理阎庆民 12 月 5 日称,明年银行新增信贷规模料比今年略有增
加.但银行信贷政策料难放松.
"新增信贷规模主要会与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速相匹配,但估计与今年应该
不会有太大差异,"阎庆民称.
我国今年 1-10 月共新增人民币贷款 6.27 万亿元.其中 10 月新增信贷 5,868
亿元,较上月明显反弹,显示在政府高层发出政策预微调信号後,信贷闸门有所松
动.
央行近日宣布近三年来首次调降存款准备金率 50 个基点(bp),引发市场关注
商业银行信贷规模会否迎来"宽松".对此,阎庆民指出,银行信贷政策估计不会放松,
明年仍需要严控银行业房地产相关贷款的风险.
此前他也曾公开表示,要高度关注 2012 年如何防范房地产开发贷款,按揭贷
款等与银行业息息相关的风险.
银监会表示资本要求过高将损害中资银行竞争力
银监会副主席王兆星 12 月 3 日表示，中国银行业在实施《巴塞尔协议 III》
(Basel III)的过程中，要努力实现实施国际标准和中国国情的平衡。
王兆星表示，如果资本要求过高，或远远高于国际水平，那么必然会抑制、
损害中国银行业自身的国际竞争力。
王兆星称，银监会要努力寻求一个更加合适的资本监管标准，在实现国际标
准的同时进一步保护和提升中国银行业的国际竞争力。
为遵守《巴塞尔协议 III》的相关要求，中国近期发布了银行业监管草案，
要求国内重要银行的资本充足率不得低于 11.5%，对较小型银行的最低资本充足
率要求则略低一些。
为与《巴塞尔协议 III》保持一致，中国将要求系统重要性银行的最低核心
资本充足率在 2013 年达到 9.5%。
证监会要求坚决查处会计审计过程中违法违规行为
中国证监会副主席刘新华日前在 2011 年会计监管工作会议上表示，证券监
管机构要以提高资本市场会计信息质量为目标，不断创新监管理念，完善监管体
制和监管模式，全面履行资本市场会计监管的职责。要坚决查处会计、审计过程
中的违法违规行为，发现一单、查处一单，绝不姑息。
刘新华指出，今年出现的“绿大地”案、“胜景山河”发行后终止上市案等反映
出资本市场上财务欺诈和重大审计执业质量问题有所抬头，投资者和国内外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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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会计信息质量的关注程度越来越高。
刘新华指出，资本市场改革发展对“十二五”时期审计执业质量和会计监管工
作提出了更高要求，各会计师事务所要坚定质量为先的执业理念，把诚信自律、
客观公正做为立身之本，把提高质量、规范运作做为首要职责，强化内控机制，
完善质量控制制度，不断锐意进取，开拓进取。证券监管机构要以提高资本市场
会计信息质量为目标，不断创新监管理念，完善监管体制和监管模式，全面履行
资本市场会计监管的职责。要坚决查处会计、审计过程中的违法违规行为，发现
一单、查处一单，绝不姑息。要加强与财政部等部门的合作协同，完善会计准则，
强化分工职责。证监会将努力为培养国际一流的会计师事务所创造条件，提供支
持和服务。
证监会五措施构建资本市场诚信体系
中国证监会有关负责人日前表示，证监会始终把惩治和教育失信、鼓励和维
护诚信作为监管工作重点。在当前和今后的工作中，证监会将加大证券期货违法
违规行为的惩处力度，重点是防控和打击内幕交易，对内幕交易等严重违法行为
“零容忍”，继续改进监管手段和方式，严惩操纵市场、欺诈上市、利益输送、虚
假披露等违法违规行为，维护好市场“三公”原则。
在此基础上，“十二五”时期，证监会将继续把资本市场诚信建设作为一项基
础性重要工作来抓，努力形成诚信制度健全、诚信记录全面、失信惩戒有力、信
用服务配套的资本市场诚信体系，从整体上优化资本市场的诚信环境，提高资本
市场的诚信水平。具体而言，证监会下一步要做好五项工作：
一是建设统一、全面、权威的证券期货市场诚信信息平台。在现有诚信档案
的基础上，升级建设内容更丰富、形式更标准、功能更强大、使用更便捷、拓展
空间更广阔的资本市场诚信档案数据库系统。增加市场主体的身份识别、行政许
可、业务资格等基本信息，其他部门、机构进行处理的负面信息，有关舆论媒体
的社会评价信息，信访、投诉信息等，既包括负面信息，也包括正面信息，扩大
诚信档案的覆盖面；在诚信档案的信息浏览、查询等基本功能基础上，增加信息
的自动生成、统计分析、请求处理等多种智能化功能，更好地满足监管工作需要；
在与中国人民银行成功开展征信信息共享合作基础上，积极推进与其他部门和行
业之间的诚信信息共享合作。
二是健全诚信监管的有效机制，丰富资本市场诚信约束手段。本着诚信约束
和监管执法有机统一的要求，在升级建设诚信档案数据库的基础上，总结近年来
依托诚信档案、实施诚信约束的实践经验，制定专门的诚信监管管理办法，在证
券期货监管工作中进一步创新和探索实现有效的诚信监督、管理与约束的措施、
办法和机制。进一步明确和细化市场准入的诚信条件规定，不断健全日常监管中
对失信主体予以审慎关注的监管程序规定，适时推出并不断完善市场主体诚信信
息公开查询制度，有效形成不同层次、针对不同情形、采取不同方式的失信行为
惩戒约束机制，逐步在行政许可、日常监管、业务创新等领域推出诚实守信的正
面激励措施，引导市场主体遵规守法、诚实守信。
三是完善资本市场诚信制度体系。按照健全现代市场经济信用体系的一般要
求，根据《证券法》等法律规定的诚实信用基本原则，结合我国资本市场规律、
特点，研究制定资本市场诚信准则，明确各类市场主体应当普遍遵循的行业基本
诚信准则和行为标准，界定适用于不同类别的市场机构及其人员的分类诚信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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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细化各类市场机构及其人员的诚信自律要求；系统梳理、总结资本市场对有
关主体的诚信要求，认真评估现行证券期货相关法律、法规和规章中的诚信法律
规范执行情况，按照资本市场改革发展的新形势、新要求，推动有关诚信义务、
条件、责任等法律规定的修改、完善，进一步健全资本市场诚信法律规范体系；
在现有法律框架下，完善资本市场诚信管理制度，为资本市场诚信信息的征集、
收录和使用等诚信建设工作，提供制度保障与支持。
四是积极培育资本市场信用服务市场。引入市场化、社会化的诚信信息服务
模式，是深入推进资本市场诚信建设的客观需要。在条件成熟时，依托资本市场
诚信档案数据库，依法开展面向市场和社会提供资本市场诚信信息的公开查询服
务；探索开展符合资本市场和监管工作实际需要的市场主体诚信状况报告、评估、
评价等其他诚信服务；在继续发挥监管部门诚信建设工作主导作用的同时，积极
支持、引导行业组织、市场机构参与资本市场诚信建设，开展有关诚信信息服务
业务活动，在资本市场诚信建设中发挥积极作用。
五是大力开展诚信宣传教育，优化资本市场诚信环境。根据资本市场发展创
新要求，结合资本市场实际，“十二五”期间，要进一步突出资本市场诚信宣传教
育工作重点，健全诚信宣传教育工作机制，利用各种行之有效的渠道，采取灵活
多样的形式、方式，区分各类不同的市场主体，继续将诚信宣传教育与法制宣传
教育、投资者教育、市场文化建设等工作相结合，宣扬诚信理念，普及诚信知识，
倡导诚信文化，努力营造“有信者荣，失信者耻，无信者忧”的市场氛围，进一步
提高资本市场的诚信水平。
保监会将把保护消费者利益作为衡量保险监管工作的出发点
保监会主席项俊波 12 月 7 日指出，保护保险消费者利益，是衡量保险监管
工作成效的重要标准。
首先要把保护消费者利益的理念贯穿到保险监管工作的全过程。今年保监会
成立了保险消费者权益保护局，下一步将完善制度机制，整合监管资源，改进监
管方式，力争在最短的时间内把这项工作抓好、抓实、抓出成效。
其次，要抓好制度机制建设。一是加强制度创新，抓紧完善以保险法为核心、
以部门规章为主体、以规范性文件为补充的保护消费者利益制度框架。二是逐步
建立保险监管部门、行业组织、市场主体和社会公众等多方参与的消费者利益保
护机制。比如建立完善保险纠纷调处机制、理赔服务监督机制、信访投诉处理机
制。当前，要抓紧拓宽消费者诉求表达渠道，建立保监局局长接待日制度，尽快
推出全国统一的投诉维权电话专线，强化保监会官方网站的投诉功能，畅通消费
者维权途径。三是建立健全统一的涵盖销售、承保、回访、理赔等各个环节的服
务标准。四是积极构建保险诚信监督体系，加强从业人员诚信教育，建立健全失
信惩戒机制。
第三，加大保险监管工作力度。一是加强产品监管，确保保险条款内容的公
平性和合法性。二是加强透明度监管，解决消费者信息不对称的问题。比如，督
促保险公司做好信息披露工作，建成消费者相关信息自主查询系统。三是严厉查
处和打击损害保险消费者利益的违法违规行为，查到一起，处理一起，决不手软。
四是做好风险防范工作，坚决守住防范系统性风险的底线。如果保险公司出现风
险，保险消费者首当其冲，利益必将受到损害。
“今后我们将在监管工作中不断细化、充实，出台一系列实在、管用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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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干几件社会认可、消费者欢迎的实事。让消费者明白投保、放心消费、得
到满意的服务。”项俊波说。
保监会规范保险公司信息系统安全管理
据悉，为防范化解保险公司信息系统安全风险，完善信息系统安全保障体系，
近日，中国保监会制订并下发了《保险公司信息系统安全管理指引（试行）》。
《指
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指引》明确，保险公司应与自身业务及信息系统同步规划、同步建设、同
步运行，构建完备的信息系统安全保障体系。同时，要建立覆盖物理环境、网络、
主机系统、桌面系统、数据、存储、灾备、安全事件管理及应用等各层面的安全
管理规章制度；要配备足够的具有专业知识和技能的信息系统安全工作人员。
《指引》明确，保险公司应设立独立于信息技术部门的信息科技风险审计岗
位，至少每年对信息安全控制策略和措施及落实情况进行检查，至少每两年开展
一次信息科技风险评估与审计，并将信息科技风险评估审计报告报送中国保监
会。鼓励公司聘请具备相应资质的外部机构进行外部审计和风险评估。
《指引》还明确，实施信息化工作外包的公司，应制定完备的外包服务管理
制度，将外包纳入全面风险管理体系，合理审慎实施外包。不得将信息系统安全
管理责任外包。对涉及国家及本公司商业秘密和客户隐私等敏感信息系统内容进
行外包时，应遵守国家和监管部门有关法律法规与要求，并经过公司决策机构批
准。 实施数据中心、信息科技基础设施等重要外包应格外谨慎，在准备实施重
要外包时，应以书面材料正式报告中国保监会。
商务部就促进特许经营健康发展公开征求意见
商务部１２月７日发布《关于“十二五”期间进一步促进特许经营健康发展的
指导意见（征求意见稿）》，提出力争经过五年努力，主要特许经营品牌的加盟店
数量、经营规模、规范水平、经营成功率均有较大提高；特许经营管理体系进一
步完善，全国特许经营体系备案率逐年提高，投诉率逐年下降。
《意见》指出，当前我国商业特许经营发展中也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
整体上仍处于“散、小、差”的成长阶段，多数特许企业缺乏核心竞争力和品牌扩
张力，在规模、标准化、信息化等方面与发达国家存在较大差距；加盟店盈利模
式及管控能力明显欠缺，一些二三线市场加盟店质量难以达到要求，个别地方还
存在不法分子以招商加盟形式实施商业欺诈的现象。
《意见》明确，“十二五”期间将加强商业特许经营管理，以规范促发展。根
据实际情况，适时对《商业特许经营管理条例》进行修订和完善。同时，加强《特
许经营管理体系指南》《特许经营术语》等标准的实施和推广。对特许加盟品牌
进行跟踪管理，同时加大执法力度，对假借特许经营实施商业欺诈的不法分子进
行严厉打击。支持品牌做大做强，以规模化促发展。将培育特许经营品牌纳入各
地内贸流通发展规划。扶持优良特许品牌发展。建立优秀特许经营品牌评价机制，
培育一批市场潜力大、诚信经营和具有较高知名度的企业，加强品牌建设和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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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部公布“十二五”现代生物制造科技发展专项规划
科技部 12 月 2 日公布《“十二五”现代生物制造科技发展专项规划》
（以下简
称《规划》）。
《规划》提出，到“十二五”末期，初步建成现代生物制造创新体系，
突破一批核心关键技术，提升生物制造产业技术水平与国际竞争力，带动形成现
代生物制造产业链，生物制造领域技术水平进入世界先进行列，推动我国经济结
构调整，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根据《规划》，到“十二五”末期，将促进形成一个现代生物制造产业链，带
动新增工业产值 1000 亿元，20 个生物制造产业示范园区（基地），增加 10 万个
就业岗位。实现一批工业过程的绿色生物工艺转型升级，能源消耗与污染物排放
减少 30％以上。提高若干重大生物发酵产品的技术水平，显著增强生物制造产
业的国际竞争力。
《规划》提出，围绕以可再生碳资源取代化石资源的工业原料路线替代，以
绿色高效生物催化剂取代化学催化剂的工艺路线替代，以现代生物技术提升传统
生物化工产业的“两个替代、一个提升”，确立“抢占国际前沿制高点，培育战略
性新兴产业增长点，突出现有产业技术升级改造，支撑领域自身创新发展”的基
本发展思路，“国家主导、资源共享、自主创新、培育产业”的基本原则，全面布
局，重点突破，促进我国现代生物制造产业跨越式发展。
《规划》提出，针对生物制造对我国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大作用，通过
一系列的保障措施，建立完善我国生物制造产业发展的关键技术平台和研发基
地，加强生物催化与生物转化、人工生物体与细胞工厂创建、生物过程工程化等
重大科学问题的研究；突破合成生物学、微生物基因组育种、工业酶分子改造、
工业蛋白质表达、工业微生物高通量筛选、生物炼制与生物质转化、生物催化、
生物加工、生物过程工程等一批核心关键技术；研究开发相关技术的重大产品和
技术系统。
我国页岩气“十二五”规划有望公布
国家能源委员会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孙茂远 12 月 7 日在“2011 第二届非常
规天然气亚洲峰会”上表示，我国页岩气“十二五”规划已初步成型，有望近期发
布。在总体发展目标上，规划提出，到 2015 年基本完成全国页岩气资源潜力调
查与评价，探明页岩气地质储量 1 万亿立方米，可采储量 2 千亿立方米，年产量
达 65 亿立方米。
页岩气是指从页岩层开采出来的天然气，是一种重要的非常规天然气资源。
随着我国天然气缺口的增大，煤层气、页岩气等非常规气体能源开始受到重视。
目前我国页岩气产业尚处于起步阶段，产业发展程度与美国、加拿大等发达国家
存在一定差距。
我国的“十二五”发展纲要明确提出加大石油、天然气资源勘探开发力度，促
进天然气快速增长，推动页岩气、煤层气非常规油气资源开发利用。
据介绍，2009 年我国启动和实施完成了第一口页岩气战略调查井，初步摸
清了我国部分地区发育的多套富有机质页岩层系，优选出 27 个页岩气富集有利
区，初步建立了资源评价方法。
孙茂远表示，“十二五”时期，除上述指标外，我国页岩气将完成二维地震
4.3 万千米，三维地震 4300 平方千米，调查井 50 口，各类探井 150 口，水平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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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0 口，初步形成符合我国地质特点的页岩气勘探开发核心技术体系，形成一系
列国家级页岩气技术标准和规范。
与此同时，“十二五”期间，我国将在页岩气资源潜力调查评价和页岩气勘探
开发布局两方面有所突破。其中，在页岩气资源潜力调查评价方面，设立“全国
页岩气资源潜力调查评价”国家专项，分区、分层次开展最有潜力调查。将我国
陆域页岩气区域划分为华北、东北、西北、上扬子及滇黔桂、中下扬子及东南和
青藏五个页岩气资源调查评价区。
而在页岩气勘探开发布局上，以四川、重庆、山西、辽宁等省为重点，建设
鄂西渝东、川西、川东北、南川等 19 个页岩气重点勘探开发区。
工信部详解钢铁“十二五”规划
据报道，《钢铁工业“十二五”发展规划》(下称《规划》)正式公布已有一月，
12 月 7 日，工信部就此规划做出详细解读。重点解读了为何将钢铁产业集中度
定为 60%，并提出建立我国铁矿石资源保障体系的新思路——鼓励钢企海外购矿
并建厂。
60%的发展目标更符国情
《规划》在目标中提出，“十二五”末，前十家钢铁企业产业集中度提高到
60%。这在现有的基础上提高了 12 个百分点，但与美日韩等国 2-3 家企业就占
据 70%-80%的产量的集中度相比，还有较大差距。
工信部对此解释称，一是考虑到我国钢铁企业兼并重组的复杂性，产业集中
度难以在短期内大幅度提高；二是我国国土广阔、地区发展不平衡，钢铁工业规
模大、分布散，钢铁企业多种所有制并存，管理体制特色明显，因此提出 60%
的发展目标更加切合我国实际。
解决铁矿石问题新思路
铁矿石价格高企已经成为制约我国钢铁行业的问题之一。工信部 7 日对于铁
矿石保障方面提出了新的思路：由于我国铁矿资源品位低、禀赋差，开采成本高，
因此鼓励铁矿石进口不是问题，要提高铁矿石的保障，更重要是鼓励钢铁企业走
出去。不仅要开矿，更要建厂，将钢坯或钢材运进来，而不是只在国内发展。
工信部还指出，鼓励企业走出去建设钢铁厂是“十二五”期间钢铁工业发展的
大战略，而提高国内铁矿资源保障度是第二层次的问题。
中国将吸引国外企业投资国内钢铁企业
工信部称，中国可能将允许外资企业投资国内钢铁企业，以提高中国企业的
能力。
工信部称，中国要敢于吸引国外顶尖钢铁企业投资参股国内钢铁企业，吸引
他们参与重大项目，要舍得给对方利益，以迅速提高中国企业的管理和开发能力。
为整合国内布局分散的钢铁行业，工信部要求中国钢铁企业与外资企业共享
利益，以帮助发展中国钢铁市场。工信部表示，武汉钢铁股份有限公司(简称：
武钢股份)与新日本制铁(Nippon Steel Corp., NISTY)的合资公司、宝钢集团有限
公司(Baosteel Group co.)与安赛乐米塔尔(ArcelorMittal, MT)的合资公司、以及鞍
山钢铁集团公司(Anshan Iron & Steel Group Co.)与蒂森克虏伯(ThyssenKrupp AG,
TKA.XE)的合资公司，都是成功先例。
工信部称，到 2015 年年底，中国铁矿石需求可能总计 11.3 亿吨，焦炭需求
可能达到 3.8 亿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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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信部表示，中国要支持国内钢铁企业在境外投资建设钢铁厂，投资参股国
外钢铁企业。中国经常抱怨缺乏对铁矿石这一关键炼钢原材料价格的影响力。
工信部称，鼓励企业走出去建设钢铁厂是“十二五”期间钢铁工业发展的大战
略，而提高国内铁矿资源保障度是第二层次的问题。
工信部还敦促加快推进东南沿海钢铁基地建设，包括宝钢集团的湛江基地及
武钢股份的防城港基地。这一立场暗示，中国政府可能会很快放松对这两个项目
的监管限制。
由于国内钢铁行业产能过剩，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目前不再批准新的钢铁
项目，这也是上述两大钢铁项目推迟多年的原因所在。工信部则称，加快建设这
两大钢铁精品基地有利于缓解供需矛盾，支撑区域经济发展。
工信部还表示，环渤海地区及长江三角洲地区原则上不再新建钢铁基地。
“十二五”药品安全规划锁定七项任务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 12 月 7 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通过《国家药
品安全规划（2011—2015 年）》。
《国家药品安全规划》明确了“十二五”时期药品安全工作的总体目标和重点
任务。到 2015 年，药品生产 100％符合新修订的《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要
求，药品安全水平大幅提高，人民群众用药安全满意度显著提升。
重点任务是：
（一）提高国家标准。力争化学药品、生物制品标准与国际接轨，中药标准
主导国际标准制订。
（二）健全检验检测体系。加强国家级药品检验机构建设，改善省、地（市）
级机构实验室条件，加强县级机构快速检验能力建设。
（三）强化药品和医疗器械全过程质量管理。完善药品研制规范，促进与国
际接轨。提高临床试验现场监督检查覆盖率。建立中药材流通追溯体系，促进常
用中药材规范化生产。加快监管信息化建设，对已批准上市药品实行统一编码管
理，电子监管覆盖所有药品品种。
（四）强化安全监测预警。完善不良反应和药物滥用监测制度，健全药品上
市后再评价制度，重点加强新药、中药注射剂、高风险药品的安全性监测和评价。
完善应急预案，保障应急药品及时有效供应。
（五）提高国家基本药物生产供应能力，确保质量安全、公平可及。加强基
本药物抽验和招标、采购、使用质量管理，完善农村基本药物供应网和监督网。
（六）建立药品安全监管长效机制。完善药品价格形成机制、集中采购政策
和药品抽验工作机制，健全问题药品与退市药品召回处置制度。开展医药企业信
用等级评价，建立企业诚信档案，对严重违规、失信者实行行业禁入。依法严厉
打击制售假冒伪劣药品行为。
（七）深化改革，完善法制。深化药品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严格标准，规范
程序。创新药品执法体制机制，强化执法监督。规范药品流通秩序，减少流通环
节。加快药品管理有关法律法规制修订工作。
我国酝酿天然气定价改革
消息人士 12 月 5 日透露,为解决进口天然气长期亏损及定价混乱等问题,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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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酝酿天然气定价改革,并将在部分省份先行试点;新方案不但实现国产气与进口
气价格统一,且将实现不同气源在同一省份门站价格统一.
该人士称,在新版天然气价格方案中,或采取净回值倒推法,将天然气与燃料
油、液化石油气(LPG)等替代能源挂钩,得出市场中心门站价,再以该门站价格减去
管输费用倒推出各省门站价格.
该方案最终可能将市场中心门站定在上海.根据一定时段内燃料油、LPG 等
替代能源平均价格,以及这些替代能源与天然气热值比,计算出上海门站天然气价
格;随後综合管输费率和管输公里数,得出管输价格.在此基础上用上海门站天然
气价格减去管输价格,便可倒推出某一省份门站价格.例如,要确定陕西省门站价
格,只要用上海门站价格减去从上海到陕西管输费即可.
上述人士透露,新方案在天然气调峰方面规定,季节调峰、发电调峰将为供气
方责任,上述服务将包含在供气价格中,其他调峰为附加服务,将另追加服务费用.
业内人士指出,与替代能源价格联动,有利于反映天然气市场价值;国产气与
进口气统一定价,有利于促进国内天然气资源勘探开发和生产,缓解进口气价亏损;
以净回值倒推法计算出各省门站价格,则有利于合理确定各省门站气价,改变当前
"一线一价"的混乱定价局面;而门站价格实行最高限价管理方式,有利於控制垄断
行业暴利.
在 2005 年底发改委出台的天然气定价方案中,将天然气出厂基准价格设为每
年调整一次,调整系数根据原油、LPG 和煤炭价格五年移动平均变化情况,分别按
40%、20%和 40%加权平均确定.
发改委上次调价是在去年 6 月,将国产陆上天然气出厂基准价格由每千立方
米 925 元提高到 1155 元,提价幅度为 24.9%.出厂基准价格允许的浮动幅度统一确
定为上浮 10%、下浮不限.
基础金属国家储备计划或年底终止
业内人士日前指出，为支持内地金属冶炼企业，自○八年国际金融危机开始
以来，中国国家物资储备局开始了持续的增加基础金属国家储备的行动，但估计
这项为期三年的计划将在今年末到期后正式结束。
中国政府在○八年十二月发起执行这项增加国家储备计划，计划在三年内通
过收购内地冶炼厂产品，增加 100 万吨铝，40 万吨铜和 40 万吨铅、锌储备。主
管机构国家发改委在○九年六月曾经表示，这项计划开展以来，已收购了 23.5 万
吨铜，59 万吨原铝和 15.9 万吨精炼锌，政府将不再继续买入。自那时以后，国
家物资储备局并未在内地市场继续采购。
一位内地大型冶炼厂的销售经理指出，上述计划是在金融危机打击内地冶炼
厂的情况下作出的，由于目前已经没有就业问题困扰，加上内地通胀居高不下，
整个宏观形势与三年前完全不同了。
另一方面，市场人士表示，由于原铝与锌不是国家战略储备金属，预计国际
物资储备局最终可能会将这项计划开始以来收储的这两种金属悉数售出。但大概
不仅不会出售其铜库存，反而将继续执行另一项收储计划，将国家铜储量从目前
的 140 万至 150 万吨提升到 200 万吨。有业内人士估计，国家储备局去年合计进
口了 20 至 30 万吨精炼铜。
而就目前情况来看，来自国内外方面宏观经济的阴影依然笼罩着金属市场，
尤其使得基本金属价格受到持续压制。但江西铜业和铜陵有色高管人士表示，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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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情况受到一定影响，但总体尚算平稳。至于小金属方面，价格则在下跌后出现
分化，其中钨锑锆锗价格暂见企稳；海绵钛、电解锰行业因产能过剩，而前期价
格生产利润较高，行业中出现不少存货，因此近期价格出现较大幅度下跌，较多
中小企业出现停产。
较早前有报道指，《有色金属工业‘十二五’规划》已基本定稿并提交至工信
部，经会签后将于近期发布。据悉，《规划》对‘十二五’期间的金属产量提出了
总量控制目标，铜、铝、铅、锌、镍、锡等十种常用有色金属的总产量将被控制
在略超 4000 万吨的水平。而按照规划数字，今后五年中国有色金属产能扩张速
度将明显放缓，预计年复合增长率约 5%。
税务部门将运用税收政策支持文化体制改革
国家税务总局相关负责人近日表示，税务部门将积极运用税收政策支持文化
体制改革。
他介绍，自２００３年以来，伴随我国文化体制改革进程的加快推进，税务
总局与有关部门先后研究出台了涉及增值税、营业税、企业所得税、房产税、进
口税等方面的税收优惠政策。今后，税务总局将调整完善与文化体制改革发展要
求不完全相适应的税收政策。支持文化企业兼并重组、做大做强。进一步完善非
营利性文化组织的税收政策，减轻其税收负担，促进公益性文化组织的蓬勃发展。
他表示，税务部门还将从三个方面完善支持新兴文化产业的税收政策：
——不断完善科技税收政策体系。目前在促进科技进步和自主创新，促进科
技成果转化方面，国家已经相继实施了一系列税收政策，包括对需要重点扶持的
高新技术企业，减按１５％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文化企业开发新技术、新产
品、新工艺发生的研究开发费用，允许按国家税法规定，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
加计扣除；对技术转让、技术开发实施税收优惠政策等。对这些政策，要根据形
势的发展不断加以调整和完善。
——研究实施支持新兴文化业态的税收政策。目前在支持新兴文化产业方
面，国家对动漫产业、数字电视等已实施了税收优惠政策。在营业税改征增值税
的试点中，把文化创意率先纳入了试点范围，鼓励从事文化创意的企业发展。
——结合制定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配套税收政策，继续研究属于国家战略性
新兴产业的文化新兴产业的税收扶持政策。
“税务部门还要运用税收优惠政策支持社会力量参与文化事业建设。要为非
公有资本进入文化产业，创造良好的税收政策环境和平等竞争机会，鼓励非公有
资本进入政策许可的文化产业领域；要鼓励和引导社会力量兴办公益性文化事
业，并予以一定的政策优惠；对重大公共文化服务工程，要进一步完善税收支持
政策；要加大对企业和个人捐赠文化事业的税收支持力度，完善公益捐赠和赞助
的税收优惠政策。”这位负责人说。
“此外，在进一步支持我国文化企业‘走出去’方面，需要继续完善相关税收
政策。要研究完善鼓励文化服务在科研、生产和销售各环节的税收政策；完善促
进文化产品进出口的税收政策；加快税收协定的谈判和签订，建立税收情报交换
机制；鼓励中国文化企业在境外兴办实体，推动海外文化阵地的本土化。”这位
负责人还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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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税收将加大对文化产业政策扶持力度
财政部副部长张少春日前表示，下一步，将加大财政、税收、金融等方面对
文化产业的政策扶持力度，鼓励和引导文化企业面向资本市场融资，促进金融资
本、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源有机对接。
张少春说，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财政部门将深入贯彻落实十七届六中全会
精神，充分发挥公共财政职能作用，加大投入力度，完善投入机制，突出投入重
点，创新投入方式。
他强调，根据不同文化单位性质和功能，分层次、分类别实施有针对性的扶
持政策。支持经营性文化事业单位转企改制。继续落实各项扶持政策，并按照中
央规定将扶持政策执行期再延长五年。按照现代企业制度要求，推动已转制企业
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建立现代产权制度，不断提高经营管理水平和市场竞争能力。
同时，支持实施重大文化产业项目带动战略，努力发展新媒体和新的文化业态。
着力培育骨干企业，鼓励以资本为纽带进行跨地区、跨行业、跨所有制兼并重组，
提高产业集中度。
张少春还表示，完善支持文化产品和服务走出去政策措施，重点支持一批具
有国际竞争力的外向型文化企业，打造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和核心竞争力的知名品
牌，鼓励文化企业在境外兴办文化实体或兼并境外文化企业，扩大我国文化产品
和服务在国际市场的份额。
政策要闻
▲商务部通过《未依法申报经营者集中调查处理暂行办法》
据悉,作为反垄断配套规则之一, 12 月 7 日召开的商务部部务会议原则通过
了《未依法申报经营者集中调查处理暂行办法》,以规范目前仍然存在相当数量
达到经营者集中申报标准,但未依法申报的现象.
中国《反垄断法》和《国务院关于经营者集中申报标准的规定》已经确立了
经营者集中事先申报制度.违法实施集中的经营者,应当承担相应法律责任,包括
停止实施集中、限期处分股份或资产、接受罚款等.
但"在实际工作中,仍然存在相当数量的经营者集中未依法申报现象,已产生
不良示范效应。"商务部称.
中国商务部反垄断局局长尚明之前称,中国今明两年将出台三部反垄断配套
规则,分别为《关于经营者集中附加限制性条件的规定》、《关于未依法申报的经
营者集中调查处理办法》和《未达申报标准涉嫌垄断经营者集中调查处理办法》.
▲银监会将不断加强和改进文化产业金融服务
银监会日前召开会议，要求银监会系统不断加强和改进对文化产业的金融服
务。
银监会强调，十七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
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明确提出了进一步深化
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指导思想、目标任务、重要方
针和重大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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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监会负责人表示，银监会系统将不断加强和改进对文化产业的金融服务。
根据六中全会精神，继续贯彻落实好国务院相关文件精神，积极引导银行业金融
机构不断推进适应文化产业大发展大繁荣的信贷管理制度创新，推动适应文化产
业特点的金融产品创新。
银监会系统将积极推动诚信文化的培育，强化诚信建设，推进覆盖全社会的
征信系统建设，加大失信行为惩戒力度。引领银行业金融机构执行好“三个办法、
一个指引”（《固定资产贷款管理暂行办法》
《流动资金贷款管理暂行办法》
《个人
贷款管理暂行办法》和《项目融资业务指引》
）贷款新规，重点打击非法集资活
动，健全有利于银行改革发展和有效监管的金融法治环境。
同时，注重培育银行良好的合规文化、信贷文化、服务文化和责任文化，不
断总结提炼先进监管理念和实践做法，积极培育银监会核心价值观和监管文化。
▲证监会支持文化企业上市
中国证监会有关负责人日前表示，要更加自觉、主动、全面地发挥资本市场
在文化资源配置中的积极作用，进一步改进和提升对我国文化企业和文化产业的
金融服务。
该负责人强调，要充分发挥资本市场对文化发展繁荣的支持服务功能。加强
统筹协调，积极创造条件，支持符合条件的文化企业发行上市，鼓励文化类上市
公司进行并购重组，稳步扩大文化企业债券市场融资水平，推动完善经营性文化
单位转企改制的配套制度，促进文化企业和产业充分利用资本市场做大做强。
▲住建部明确地方住房限购令到期后需延续
住建部日前已知会地方政府，对于住房限购政策将于今年底到期的城市，地
方政府需在到期之后对限购政策进行延续。
有关统计数据显示，执行限购的 46 个城市中，政策有截止时间的城市为：
福州、厦门、海口、济南、青岛、石家庄、长春、贵阳、南宁、合肥、苏州。11
城市中，除南宁截止时间为明年 2 月底外，其他截止时间都为今年 12 月 31 日。
住建部一官员说，近期国务院分管领导多次就房地产调控问题作出指示和批
示，核心要求就是不能对现有房地产调控政策予以放松。限购在可预见的未来，
不存在放松可能。
目前，各地政府执行调控接近一年，土地财政受到较大影响，部分地方政府
有放宽的潜在需求。“调控政策目前来看，依然主要是中央政府严厉执行，地方
政府期待放宽的博弈过程中”，北京中原地产三级市场研究总监张大伟说。
据报道，住建部还向地方政府知会，不对已出台的地方调控政策进行方向性
调整的总体精神。住建部官员表示，即便现有调控政策调整，也要先设定好一个
后续政策，如果后续政策没有研究好，既有政策就不会退出。

国资改革
上海市浦东新区首度摸底国有投资性房产
消息人士 12 月 7 日披露，为严格防范直属公司系统 1200 亿有息负债可能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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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的财务风险，上海浦东新区国资委和审计局协调后，首度全面对包括上海浦东
国资控股上市公司在内的投资性房产进行“摸底调查”。
有关权威报告显示，截至目前，上海浦东新区国资委直属公司系统有息负债
已经达到 1200 亿的规模。但是，根据公开数据，浦东新区目前的国资总量为 1400
亿元。其中，投资性房产在上海浦东新区的国资总量中占有相当比重。公开资料
显示，目前，浦东新区区属国资控股上市公司共 6 家，其中，陆家嘴、张江高科、
外高桥、浦东金桥等均从事房地产开发和经营业务。此外，在浦东新区国资家族
成员中仅国有企业数量就接近 640 家，如果算上国有参股的企业，国资系企业总
量则超过 800 家，而开发企业占据了相当比例。可以预见的是，随着未来迪斯尼
项目、后世博片区、大飞机等周边开发，以及上海综合保税区开发项目推进，浦
东新区国资委直属公司系统的负债还有可能增加。
“特别是去年以来，房地产调控形势越来越紧，浦东新区国企受到房地产业
的影响，部分企业出现了融资难的问题。”接近浦东国资监管部门的权威人士表
示。此前上海浦东新区国资委协调发行的首期 3.5 亿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目的
也就是要在银行贷款不畅的前提下，解决浦东新区国资委直属国有企业尤其是开
发类企业的融资难问题。
实际上，投资性房产的管理对浦东国资直属公司和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以
及直属公司系统的负债影响深远。记者从上海相关审计部门的一份书面材料上看
到，近期上海浦东新区着手全面实施了对浦东新区国资委直属的国有投资性房产
管理的审计。这份报告认为，投资性房产管理成为眼下浦东国有资产管理的重要
工作。
此次主要针对上海浦东新区直属国有投资性房产的审计工作，重点包括摸底
了解直属公司持有投资性房产的总量、类别、地域分布和使用状态等基本情况；
通过出租率、经营收益、资产投资目标的实现程度等指标，分析投资性房产的整
体效益等内容。
报告指出，未来上海浦东新区国资委统筹资源，确保这部分有息负债安全运
行，将加大直属公司间的联动，统筹担保资源，关注资产规模小、负债水平高、
开发任务重的开发类公司，并建立覆盖直属公司及其子企业的财务风险预警体
系，实时监控企业财务状况，针对风险点建立及时有效的应对机制，确保 1200
亿有息负债的安全运行。

劳动用工
《企业劳动争议协商调解规定》将于 2012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日前发布了《企业劳动争议协商调解规定》
（以下简
称《规定》），将于２０１２年１月１日起施行。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相关负责人说，当前我国企业特别是非公企业劳动争
议易发、多发，劳动争议呈总量居高态势。针对企业内部劳资双方沟通机制普遍
缺失、劳动者的利益诉求表达渠道不畅、企业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作用弱化等比
较突出的问题，为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按照“预防为主、
基层为主、调解为主”的工作方针，推动企业建立健全调解组织、建立预防工作
机制、完善调解制度、落实保障措施，建立企业内部劳动争议协商解决机制，提
升企业自主解决争议的能力，特制定本《规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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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主要有以下特点：一是建立企业内部劳资双方沟通协商机制。《规
定》对企业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畅通劳动者利益诉求表达渠道、加强对劳动者的
人文关怀提出明确要求。二是着力解决争议处理中最为薄弱的协商问题。
《规定》
对劳动关系双方协商的原则、方式、参加人、时限及和解协议效力等作出明确规
定。三是切实加强企业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建设；四是建立预防在先的工作机制；
五是建立劳动争议调解协议的仲裁审查确认制度；六是充分发挥劳动关系三方原
则的作用。
人社部等 9 部门部署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工作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公安部、监察部等９部门
１２月５日召开视频会议，就做好２０１２年元旦、春节前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
工作进行动员部署。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部长尹蔚民说，要把预防和解决农民工工资拖欠作为
２０１２年元旦春节前一项重要工作摆在突出位置，采取坚决措施，努力实现元
旦春节前农民工工资基本无拖欠，涉及拖欠工资的劳动争议案件在春节前基本结
案，因拖欠农民工工资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基本得到控制，切实维护广大农民工合
法报酬权，维护社会稳定。
尹蔚民说，一是以专项检查为重点加大排查和执法力度。按照《关于开展农
民工工资支付情况专项检查的通知》要求，组成联合执法检查组，深入一线，开
展联合执法，努力做到情况清、底数明，对排查中发现的问题要及时采取有力措
施加以解决。二是依法严厉打击恶意欠薪等劳动用工领域犯罪行为。坚持做到违
法事实没有查清不放过，劳动者合法权益没有得到维护不放过，涉案嫌疑人没有
归案不放过，保持对劳动用工领域违法犯罪行为的高压态势，坚决将犯罪嫌疑人
绳之以法，加大对劳动用工领域违法犯罪行为的威慑力度。三是提高劳动报酬争
议调解仲裁效能。限时处理集体劳动报酬争议和小额争议。１０人以上的集体劳
动报酬争议要当天立案并在７日内结案，其中人均涉案金额１０００元以上的案
件应由仲裁委员会主任挂牌督办。发挥企业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乡镇街道劳动
就业社会保障服务所设立的调解组织作用，设立法律援助点，为农民工维权提供
无偿服务。四是强化因拖欠工资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处置能力。充分发挥工资保证
金和应急周转金的应急保障作用，配合有关部门加大对欠薪企业的追偿力度。
据悉，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近日将会同有关部门组成联合督查组，赴部分
省市进行督查。同时，国务院农民工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组织开展的第五次农民
工工作督察，将保障农民工工资按时足额发放列为重要督察内容。
安徽出台专项规划确立皖江示范区“人才发展战略”
据悉，《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人力资源发展规划（２０１１－２
０１５年）
》日前获得安徽省政府常务会议原则通过。这一规划确立了皖江示范
区“十二五”期间发展的“人才战略”，到２０１５年，皖江示范区人力资源总体素
质将获得大幅提升。
规划提出，到２０１５年，皖江示范区人力资源总量将由２０１０年的２１
２７万人增长到２５００万人，人才资源总量则由２０１０年的２４６万人增长
到３３５万人，净增超过１００万人，其中专业技术人才将增加至１５０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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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技能人才增加至５８万人，企业经营管理人才增至６６万人，农村实用人才增
至３５万人，人力资源成为示范区承接产业转移、集聚资本的核心资源。同时，
经过五年的发展，皖江示范区人力资源整体素质将大幅提升，主要劳动人口平均
受教育年限由２０１０年的９年提高至超过１１年，其中受过高等教育的比例由
１０％提升到２０％，人才资源占人力资源比重达到１３．４％。特别是人力资
源结构将更加合理，专业技术人才占人才队伍比例将达到４４．８％，高技能人
才所占比例将达１７．３％，企业经营管理人才所占比重将达到１９．７％。
为确保劳动关系保持和谐稳定，“十二五”期间，安徽将力促皖江示范区完善
统筹城乡的劳动者平等就业制度，促进农民工与城镇就业人员同工同酬，提高农
民工劳动合同签订率和社会保险参保率。各类企业全面实施劳动合同制，企业劳
动合同签订率达到９５％，企业集体合同签订率达到８５％。
此外，皖江示范区还将加强人力资源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基本建成统一的公
共就业人才服务体系、职业培训体系和网上人力资源市场，重点建设７０个省级
人才培训基地，其中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培训基地３０个，企业经营管理人才
培训基地１５个，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２５个，各设区市至少建成１个省级大学
生创业孵化基地，各县（市）至少建立１个省级农民创业园。
山西省确定首批 6 个省级创业孵化基地
近日，由山西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财政厅、工商局、国税局、地税局共
同实地考核评估，山西省首批认定６个省级创业孵化基地。
这６个省级创业孵化基地分别是：山西三益电子科技专业创业孵化基地、山
西青年创业孵化基地、运城市金海岸名优特产创业孵化基地、陵川县农业科技创
业孵化基地、寿阳县家居建材创业孵化基地、太原市大学生创新创业孵化基地。
据介绍，创业基地将为入驻创业者提供管理经营所需场地并免费提供相关创
业后续服务，促进入驻创业实体的快速成长、发展。符合相关规定的创业孵化基
地可享受管理服务补贴、创业培训补贴，以及税费减免、小额担保贷款和相应贴
息、社会保险补贴等相关扶持政策。

节能减排
国务院印发《"十二五"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工作方案》
国务院近日印发了《“十二五”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工作方案》。该方案明确了
2015 年前中国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总体要求和主要目标，提出要综合利用多种
控制措施，并要加强组织领导和评价考核。
方案提出，要把积极应对气候变化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战略、作为加快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和推进新的产业革命的重大机遇，坚持走新型
工业化道路，合理控制能源消费总量，综合运用优化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节约
能源和提高能效、增加碳汇等多种手段，提高应对气候变化能力，促进经济社会
可持续发展，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作出积极贡献。
方案指出，到 2015 年全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 2010 年下降
17%。控制非能源活动二氧化碳排放和甲烷、氧化亚氮、氢氟碳化物、全氟化碳、
六氟化硫等温室气体排放取得成效。应对气候变化政策体系、体制机制进一步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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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温室气体排放统计核算体系基本建立，碳排放交易市场逐步形成。通过低碳
试验试点，形成一批各具特色的低碳省区和城市，建成一批具有典型示范意义的
低碳园区和低碳社区，推广一批具有良好减排效果的低碳技术和产品，控制温室
气体排放能力得到全面提升。
为了实现目标，方案提出要综合运用多种控制措施：
——加快调整产业结构。抑制高耗能产业过快增长。加快淘汰落后产能。大
力发展服务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到 2015 年服务业增加值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增
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提高到 47%和 8%左右。
——大力推进节能降耗。到 2015 年，形成 3 亿吨标准煤的节能能力，单位
国内生产总值能耗比 2010 年下降 16%。
——积极发展低碳能源。调整和优化能源结构，推进煤炭清洁利用，鼓励开
发利用煤层气和天然气，在确保安全的基础上发展核电，到 2015 年，非化石能
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例达到 11.4%。
——努力增加碳汇。“十二五”时期，新增森林面积 1250 万公顷，森林覆盖
率提高到 21.66%，森林蓄积量增加 6 亿立方米。
——控制非能源活动温室气体排放。控制工业生产过程温室气体排放。积极
研发并推广应用控制氢氟碳化物、全氟化碳和六氟化硫等温室气体排放技术，提
高排放控制水平。
——加强高排放产品节约与替代。
方案称，要推动行业开展减碳行动。钢铁、建材、电力、煤炭、石油、化工、
有色、纺织、食品、造纸、交通、铁路、建筑等行业要制定控制温室气体排放行
动方案，对重点企业要提出温室气体排放控制要求，研究确定重点行业单位产品
(服务量)温室气体排放标准。选择重点企业试行“碳披露”和“碳盘查”，开展“低碳
标兵活动”。
方案并强调，要加强组织领导和评价考核。各省(区、市)要将大幅度降低二
氧化碳排放强度纳入本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和年度计划，明确任务，落实责任，
确保完成本地区目标任务。要将二氧化碳排放强度下降指标完成情况纳入各地区
(行业)经济社会发展综合评价体系和干部政绩考核体系，完善工作机制。各省级
人民政府和相关部门要对本地区、本部门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工作负总责。加强对
各省(区、市)“十二五”二氧化碳排放强度下降目标完成情况的评估、考核。对控
制温室气体排放工作实行问责和奖惩。对作出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按国家有关
规定给予表彰奖励。
“十二五”工业节能目标敲定 21%
12 月 8 日，在 2011 年中国节能与低碳发展论坛(以下简称“论坛”)上，工业
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苏波表示，在与有关部门协商之后，最后确定今后 5 年单位工
业增加值能耗要比 2010 年降低 21%左右。
“相比其他领域的节能目标，工业节能目标最终确定的时间比较晚，这是因
为工业节能对整个国家节能目标的贡献度最大，其完成的水平将在很大程度上决
定国家节能目标能否完成。”一位节能领域专家表示。
上述专家表示，这一目标的完成，需要国家在机制上进行创新，创造更多的
法律和市场手段去促进企业实现节能目标。
节能目标或进一步分解至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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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能目标是《工业转型升级规划(2011-2015 年)》的一部分，该《规划》国
务院还未正式批复，但 21%左右的工业节能目标已经确定。”工信部一位官员解
释。
从去年年底到今年年底，工业节能的拟定目标一直在不断变化，曾先后传出
16%、18%和 20%三个版本。“出现上述变化的原因，一方面是因为工业发展的
指标一直没定，所以节能的目标也难以确定；另一方面，也涉及到部门协调，各
个部门之间一直在进行协商。”前述专家透露，主要是工信部和发改委之间的协
调，“工信部提的拟定目标一直在不断提高，到今年 11 月，工信部提的目标是
20%左右，但是发改委希望能定在 23%左右”。
“最后定在 21%，可以说是一个折衷的结果。这样各方都可以接受，是一个
比较积极的结果。”上述专家指出，“确定了目标，也便于尽快开展工作。”
一位地方经信委官员介绍，这也是国家第一次提工业节能目标，之前在“十
一五”期间，只提出了单位国内生产总值(GDP)能耗降低的约束性目标，“现在提
了工业节能目标之后，工业系统内部可能会形成条线约束”。
“这一目标在各个行业的条线内部要不要进一步分解，怎么分解？目前还没
有明确的消息。即便要分解的话，也将主要由各个行业协会去督促企业完成一定
的节能指标。”上述地方经信委官员称。
“十一五”工业能耗占比不降反升
工信部数据显示，“十一五”期间，我国单位工业增加值能耗累计下降 26%，
年均下降 5.8%，实现节能量 7.5 亿吨标准煤，以年均 6.98%的能耗增长支撑了年
均 11.57%的工业增长。
但是，从工业能耗和高耗能产业占比来看，情况却不容乐观。据苏波 12 月
8 日介绍，“十一五”期间，工业能耗占全社会整体能耗的比重，由 2005 年的 70.9%
左右上升到 2010 年的 73%左右；六大高耗能产业的能耗占工业整体能耗的比重
由 2005 年的 71%左右上升到 77%左右。
“这其中有工业化进程不断加深的原因，但也表明结构节能的效果很不理
想。”前述节能专家分析，“十二五”期间，国家要开展能源消费总量控制，会进
一步压缩工业发展的空间，这也意味着工业发展与节能目标之间的关系会越来越
紧张。
对此，苏波表示，未来国家将进一步提高重化工业在能耗、环保、资源综合
利用等方面准入门槛，严格实施工业投资项目节能评估和审查制度，加强对产能
过剩行业建设项目的管理；严格控制钢铁、水泥、平板玻璃等产能过剩行业的新
增能力，遏制传统煤化工等高耗能、高污染行业的盲目发展。
工信部正在研究提出把强制性能耗物耗和清洁生产标准作为落后产能界定
的主要依据的具体操作办法，根据污染防治工作的需要，逐步增加落后产能淘汰
的行业，制定“十二五”重点行业淘汰落后产能目标，并发布下达年度淘汰落后产
能计划。
“如果地方完不成淘汰落后产能的目标，将被实施区域限批。”前述工信部官
员补充说。
我国全面推进国家生态工业示范园区建设
据悉，环保部副部长吴晓青１２月８日在“第二次国家生态工业示范园区建
设工作会议”上说，“十二五”期间，环保、商务、科技三部门将继续把国家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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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示范园区建设工作作为推进生态文明和“两型”社会建设的重要着力点，全面
推进国家生态工业示范园区建设。
吴晓青介绍，环保部、商务部、科技部等三部门近期联合发布了《关于加强
国家生态工业示范园区建设的指导意见》，明确了“十二五”期间建设５０家特色
鲜明、成效显著、水平先进、示范性强的国家生态工业示范园区的发展目标。目
前全国共有６０个国家生态工业示范园区获批开展建设，１５个国家生态工业示
范园区已通过领导小组办公室组织的验收并被正式命名。国家生态工业示范园区
已覆盖我国东中西部的２１个省份，涵盖综合类、行业类和静脉产业类３类园区。
在国家层面，已经初步形成国家生态工业示范园区的管理程序、标准和制度，在
推动园区低碳发展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
吴晓青强调，要完善体制机制和支持政策，建立和完善国家生态工业示范园
区建设绩效考评制度和退出机制，确保国家生态工业示范园区的先进性和示范
性。环保、商务、科技部门将在各自职能范围内，研究制定鼓励国家生态工业示
范园区建设的优惠政策，对于绩效显著的园区要给予一定的政策和资金倾斜。各
地环保部门要对国家生态工业示范园区实行差别化的环境政策，在环评、总量、
生态试点等方面对国家生态工业示范园区给予支持。要狠抓任务落实和建设实
效。各园区要科学设定工作目标和指标，以淘汰落后产能，抑制高耗能高排放行
业发展，构建节能增效、污染减排生态产业体系为主要任务，大力发展循环经济，
积极培育节能环保、低碳技术等新兴产业和高技术产业，加快发展绿色服务业，
着力加强行业间物质、能量、信息的交换利用和基础设施的集成共享，培育多行
业复合共生的产业集群。要逐级分解工作任务，明确责任部门和人员，将建设工
作具体落实到重点工程和项目上，切实提升资源能源利用效率，提高废物资源化
水平，减少各类污染物的排放，促进园区发展转型升级。
科技部副部长曹健林在讲话中表示，科技部加大了对国家生态工业示范园区
和生态文明建设的科技支持力度。鼓励国家生态工业示范园区内适合条件的企业
申请认定高新技术企业，支持园区内科技企业孵化器建设，推动园区技术交流与
合作、人才引进和成果转化等工作。加大科技计划项目对国家生态工业示范园区
的支持。国家生态工业示范园区建设要以创新为驱动，不断增强自主创新能力，
充分发挥科技创新对生态工业发展的支撑作用。
我国今年节能减排目标可能难以实现
国家发改委副秘书长、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司司长赵家荣 12 月 8 日表示，
如果当前形势得不到扭转，中国可能难以完成 2011 年的节能减排目标。
赵家荣称，中国原计划是将今年的主要污染物（包括二氧化硫和二氧化氮）
排放量较去年减少 1.5%，单位 GDP 能耗下降 3.5%。
不过，今年上半年中国的部分污染物排放量只下降了不足 1%，而其他排放
量则较上年同期有所增加。中国今年前三个季度的单位 GDP 能耗也只下降了
1.6%。
垃圾焚烧污染控制新标年内无法出台
据 12 月 8 日召开的中国垃圾发电展望论坛披露，由环保部牵头修订、原定
在年内出台的《生活垃圾焚烧污染控制标准》，已经肯定无法完成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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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固体废物污染控制技术研究所所长王琪在会上说，这一
标准的制定非常困难，一方面要考虑环境影响、又要考虑技术限制，还要考虑公
众影响和社会稳定，“压力可想而知。”
目前中国现行的标准是在上世纪 90 年代末制定、2002 年开始实行的。但是
当时制定的这个标准，几乎是参照国外的版本照抄的，在中国没有适当的参考对
象，所以即便是定了标准，比如定了二噁英的排放标准，但其实也无法控制。
王琪说，中国的垃圾焚烧起点非常低，发展非常快，原来的标准明显不适应
现在的情况。由于垃圾焚烧的物料差异很大，几乎是来什么烧什么，对于污染控
制非常困难，原有的标准中的限制不合理、使用范围对象不清，而且过分强调尾
端控制，即对排放量进行控制，不适应垃圾焚烧的工艺特性和污染特性。对于原
有标准的修订，他们已经提交了修订建议，其中烟气、氮氧化物、二氧化硫、氯
化氢及重金属的限值都有大幅度降低，尤其是对于公众最为关心的二噁英，限值
也从 1ng-TEQ/立方米，降低到 0.1ng-TEQ/立方米（ng-TEQ，以纳克计的毒性当
量）。“意见已经交上去，接不接受还不知道。”
但是这些限值仍然是针对尾端控制的，王琪介绍，由于垃圾焚烧炉主要是在
开机和关机的时候污染最大，因此他们建议在操作的过程中，要求在开机后将炉
内温度升至规定的温度后，才开始投料，而在关机后，仍然需要继续鼓风 3 个小
时，维持炉内的温度。
不过对于引起广泛争议的选址问题，新的标准（征求意见稿）并未有太大改
观。根据此前标准，要求生活垃圾焚烧厂选址需符合当地城乡建设总体规划和环
境保护规划的规定，并符合当地的大气污染防治、水资源保护、自然保护的要求。
新的标准则在要求生活垃圾焚烧厂选址应符合当地的城市建设规划和区域
性环境保护规划、环境卫生设施建设规划的同时，添加了一条新的要求：选址应
通过合法、科学的选址程序进行选择、确定，厂址应该在对至少三个备选厂址进
行环境影响评价后进行比较、确定。
同济大学污染控制与资源化国家实验室的赵由才教授介绍，对于垃圾焚烧项
目与居民区的最小边界的规定，新的标准仍然是 300 米。
300 米的标准是参照 2008 年 9 月环保部和国家能源局联合发布的《关于进
一步加强生物质发电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管理工作的通知》中的“可能造成敏感区
环境保护目标不能达到相应标准要求的区域不得新建生活垃圾焚烧发电类项目，
新改扩建项目环境防护距离不得小于 300 米”。
但是赵由才提出自己意见的时候，就提出这个距离应该在 3 公里。他说，其
实 300 米的范围内污染并不大，反而是 1 公里以外的污染最大，超过 1 公里以后
衰减比较快。
他说，那些赞成 300 米安全距离标准的人，没有一个是住在垃圾焚烧厂 5
公里以内的，甚至 10 公里以内的都没有。
他在会上介绍了从垃圾焚烧飞灰中通过萃取提取二噁英的方法，只需要投资
一两百万元，就可以消除二噁英的隐患，而且每年提取出的二噁英本身就价值上
百万元，但是现在的垃圾焚烧厂都并未采用。
业内人士透露，此前国家环保部门对于垃圾处理分两派，一个主烧派，一个
反烧派，双方一直僵持不下，直到今年 4 月份国务院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
生活垃圾处理工作的意见》，其中明确称，土地资源紧缺、人口密度高的城市要
优先采用焚烧处理技术。在此之后各地的垃圾焚烧项目纷纷上马，低调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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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振华称中国加入全球减排协议有五大前提
中国代表团团长解振华 12 月 5 日在德班气候峰会中国代表团首场新闻发布
会上表示，中国政府可以接受有法律约束力的全球减排协议，但有五大前提。
解振华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京都议定书》已经是具有法律
约束力的国际公约，各方应当遵循并兑现承诺。在达成一个新的全球减排协议前，
必须要解决五大问题。
其一，必须要有《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
其二，发达国家兑现 300 亿美元快速启动资金和 2020 年之前每年 1000 亿美
元的长期资金，尽快启动绿色气候基金；对减缓和提供资金、技术转让的情况，
要建立监督执行机制。
其三，落实适应、技术转让、森林、透明度、能力建设等方面的共识，建立
相应的机制。
其四，加快对各国兑现承诺、落实行动情况的评估，确保 2015 年之前完成
科学评估。
其五，要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公平的原则，各自能力的原则，
确保环境的整体性，各国承担与自己发展阶段和水平相适应的责任和义务。
解振华说，中方提出的这五方面条件“没有新的”，都是 20 年国际气候谈判
已经确定了的，应当兑现的。只要符合上述五大条件，“这样的法律文件我们是
愿意参加的”。
目前，中国已经提出了具有国内法约束力的减排目标：到 2020 年，单位 GDP
温室气体排放比 2005 年下降 40%至 45%。
对于 2020 年之后全球如何减排，解振华说，要建立在科学评估之上。联合
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第五次评估工作目前正在进行中，报告预计
在 2015 年之前完成。
中国造纸行业承诺将吨浆纸平均综合能耗降低 18%
中国造纸协会 12 月 3 日发布由近百家制浆造纸企业共同签署的倡议书。这
近百家制浆造纸企业承诺将“自觉履行社会责任、推动造纸工业绿色发展”，在
2011 年至 1025 年间践行节能减排，实现吨浆纸平均综合能耗比 2010 年末降低
18%。
中国造纸协会理事长钱桂敬说，2006 年至 1010 年，造纸工业单位产品综合
能耗降低了 18%以上，平均取水量降低了 17.5%，主要污染物化学需氧量排放量
下降了 53%以上，单位产品平均消耗原生纸浆降低 20.4%。未来五年，造纸行业
将坚决完成节能减排方面制定的约束性指标，实现吨浆纸平均综合能耗比 2010
年末降低 18%，平均取水量降低 18%，全行业化学需氧量排放总量下降 10%，
生物质能源比例占全行业能源消费 20%。
山东出台“十二五”节能减排综合性工作实施方案
山东省政府近日出台“十二五”节能减排综合性工作实施方案，将通过调整优
化产业结构、实施节能减排重点工程、发展循环经济等多项措施，确保２０１５
年全省万元地区生产总值能耗降低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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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此前提出，到２０１５年全省万元地区生产总值能耗下降到０．８５
吨标准煤（按２００５年价格计算），比２０１０年的１．０２吨标准煤降低１
７％，比２００５年的１．３２吨标准煤降低３５．３％；“十二五”期间，实现
节约能源７５００万吨标准煤。
为实现这一目标，山东省表示，将完善节能减排目标责任考核指标体系和考
核机制，进一步加大督查考核力度，将节能减排目标完成情况和政策措施落实情
况作为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综合考核评价的重要内容，实行“一票否决”制度。
在结构调整和淘汰落后产能方面，山东省提出，“十二五”期间服务业增加值
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分别达到 45％和 10％，从严控制
钢铁、水泥、焦炭和氮肥产能，五年内吨钢综合能耗比 2009 年降低 3.9％以上。
山东还将通过加强节能管理推进节能减排。山东省规划到２０１５年，培训
考核至少１万名能源管理师，建设１００个企业能源管理中心示范项目；全省开
通不停车收费（ＥＴＣ）车道４００条，营运车辆单位运输周转量能耗比２００
５年下降１０％；农村太阳能热水器普及率达到３５％以上；公共机构单位建筑
面积能耗比２０１０年降低１２％。
美国能源创新背后的中国之手
据华尔街日报 12 月 7 日报道，清洁能源公司阿米那电力环保技术开发(北京)
有限公司(LP Amina Inc.，简称：阿米那)创始人拉塔(Will Latta)表示，去年他曾
试图让美国电力部门对一项新技术测试发生兴趣，该技术可减少煤燃烧产生的污
染。
在遭到拒绝后，拉塔拿着自己的发明来到了中国东部产煤大县凤台，并在这
里找到了迫切希望采用这项造价数百万美元技术的合作伙伴。
拉塔说，美国对新技术测试有一种抗拒，他们不喜欢当小白鼠。拉塔今年
42 岁，是土生土长的迈阿密人，2007 年创立了阿米那。
美国政客说，中国向国内清洁能源业给予政府补贴的不公平做法让一些美国
公司无法参与竞争。在得到了白宫些许鼓励的情况下，他们就这个问题不断与中
国对峙。美国太阳能板生产商 Solyndra LLC 则通过亲身经历让这个问题具体化。
该公司从美国联邦政府那里得到了 5.35 亿美元的贷款担保，但却以其产品价格
被中国竞争对手削弱为由提交了破产申请。
拉塔的故事一方面凸显出美国公司可从中国发展清洁能源的承诺中获益巨
大，另一方面也让人质疑那种一国科技进步只能建立在损害别国利益基础上的观
念。并非只有初创企业得到了来自中国的助力，像杜克能源(Duke Energy Corp.)
这样的能源巨头也从中获益。
中国在清洁能源的基础设施投资方面居世界领先水平，另外，也没有几个国
家会以如此高的热忱接受那些具有潜在突破性的发明。二者结合使得发明创造能
够在商业上被有所开发，如若不然，这些发明可能要永远待在西方的实验室里了。
加州大学(University of California)圣地亚哥分校国际法律法规实验室(San
Diego's Laboratory on International Law and Regulation)主任维克多(David Victor)
说，大量技术复杂、本来不会被付诸实践的科学技术将被付诸实践。
面对美国国会的不安，奥巴马政府一边推动着日益扩大的美中清洁能源合
作，一边宣传着上述说法。阿米那是将从美中清洁能源研究中心(U.S.-China Clean
Energy Research Center)获益的公司之一。该中心成立于 2009 年，目的是联手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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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洁能源项目提供资金。
拉塔去年想为一项降低发电煤尘的新技术做试点。这一发明的目的是为了改
善电厂的煤炭加工效率，在减少一氧化氮和二氧化氮排放方面也展示了潜力。
（一
氧化氮和二氧化氮具有破坏臭氧层的作用，并且有可能损害人的肺脏。
）但他说，
美国多家公用事业公司拒绝了他，因为改造一座电厂一般要花 1,000 万美元左右，
它们不愿投这笔钱。
今年年初，拉塔在浙江省能源集团有限公司找到了合作伙伴。浙能集团在它
位于凤台的一座电厂布置了他的发明。浙能集团没有回复置评请求。
凤台的试点证明拉塔的技术是有效的。有了这个结果，拉塔又回去找一家曾
拒绝他的美国公用事业公司。这家公司终于同意在一座电厂部署拉塔的发明。拉
塔以签有保密协议为由，拒绝透露这家客户的名字。
拉塔现在希望一项新工艺也能实现这样的成功。新工艺在发电的同时，还作
为副产品生产出一种用于工业化学品的宝贵原料。总部位于北卡罗莱纳州夏洛特
市的 LP Amina 说，相比传统石油工艺，这项技术可将温室气体排放量减少 25%。
这 一 工 艺 是 跟 拜 耳 集 团 (Bayer AG) 子 公 司 拜 耳 技 术 服 务 (Bayer Technology
Services)合作开发的。
这一次拉塔想都没有想过要请美国公用事业公司来做试点。相反，他跟中国
山西省控股的格盟国际能源有限公司建立了合作关系。
小型清洁能源公司被中国吸引，是因为他们可以获得丰厚的政府补贴，而且
监管障碍和安全标准也低于美国。与此同时，中国公用事业公司也获得了除此以
外可能无法获得的技术。格盟国际说，采取最新技术实现节能减排，始终是我们
在建立合资公司时追求的目标。
但合作也有障碍，尤其是美国公众觉得，在美国失业率高企之际，美国企业
却在受惠于北京的补贴、在中国创造就业岗位。拉塔与格盟国际的合资公司将在
山西创建 500 到 1,000 个就业岗位。
联合国数据显示，中国去年投资 498 亿美元用于开发可再生能源，超过这个
行业全球投资总额的三分之一。这些补贴从一个方面提高了中国清洁能源设备制
造商走出去的雄心。
支持合作的人认为，在中国实现新技术的商业化，能够让新技术更快地走向
市场，最终会起到在美国创造就业岗位的作用。
中国的生物燃料创新者也在研发新方法。利用炼钢过程中产生的废气制造乙
醇的新西兰 LanzaTech NZ Ltd.公司已经与中国两家最大的钢铁企业宝钢集团
(Baosteel Group)和首钢集团(Shougang Group)设立了合资企业。
LanzaTech 的首席执行长郝珍妮(Jennifer Holmgren)称，中国拥有全球最大的
钢铁市场，从中国开始非常合适。LanzaTech 的总部在新西兰，但在美国也设有
运营机构。
该公司的一些技术是利用美国能源部(Department of Energy)和国防部高级研
究计划局(Defense Advanced Research Projects Agency)的资金在美国研发的。乙醇
生产试点项目的建设成本几乎全部由 LanzaTech 在中国的合作伙伴承担。
中国对清洁能源技术的研发也促使美国主要的能源企业来中国寻找新技术。
到 2050 年之前，由于机组老化，杜克能源(Duke Energy)需要把几乎所有的
一整套发电基础设施更新换代。两年前，杜克能源与中国华能集团(China Huaneng
Group)签订了第一份在中国开发清洁能源技术的协议。华能集团是中国最大的能
源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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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克能源首席技术长莫勒(David Mohler)问道，如果由我们自己来进行基础
设施建设的话，我们真的能更快捷、更廉价、以更低的风险把清洁技术带给美洲
的客户吗？中国之所以引人注目，是因为中国能够如此大规模地、如此迅捷地建
设出清洁能源基础设施。
总部设在北卡罗莱纳州夏洛特的杜克能源在美国就已经认识到，推出新技术
需要花费很大的成本。该公司正在印第安那州建设的一个洁净煤气化技术工厂就
曾遇到过成本超支约 10 亿美元的情形。目前该项目已经进入了最后阶段。这家
工厂将于明年开始运营，届时成本将达到 29.8 亿美元（不包括融资成本）。
杜克能源称，这个项目在印第安纳州创造了大约 3,000 个与建筑相关的工作
岗位，并且在工厂开工时需要 100 多个全职人员。支持与中国展开合作的人士称，
如果新的清洁能源技术能够更快地进入市场，美国就会创造出更多的此类工作机
会。
阿米那能源环保公司(LP Amina)的拉塔(Latta)说，新建电厂需要规模非常庞
大的投资，而推进研发取得最终成果，也需要非常大的投入。为什么要让某一个
国家来承担这样的成本呢？“在这件事上，不能采取各自为战的策略”，他说。
盖茨与中国讨论合作开发新型核反应堆
微软(Microsoft)联合创始人比尔·盖茨(Bill Gates)12 月 7 日与中国科学技术部
副部长张来武举行会谈，讨论与中国合作开发一种更安全的新型核反应堆。
盖茨说，我们的想法是要开发出一种成本很低、安全性很高、产生的废料很
少的核反应堆。
盖茨说，他为一家位于华盛顿州的公司 TerraPower 提供了大量资金，该公
司正在开发第四代核反应堆，这种反应堆能够利用贫化铀。TerraPower 说，已经
与印度、俄罗斯和其他拥有核能项目的国家讨论了自己的计划。
此前有报道称，中核集团公司总经理孙勤披露，盖茨正在与该公司合作研究
开发反应堆。
盖茨说，未来五年可能在研发上投入至多 10 亿美元的资金。
TerraPower 说，该公司的行波反应堆能够利用贫化铀运行数十年，产生的核
废料比传统反应堆要少得多。
盖茨说，新的设计还能够模拟地震和海浪的情况，这把安全性提升到了一个
新的水平。
盖茨是 TerraPower 的投资者和战略顾问。
西屋电气将重启与中国的核项目谈判
西屋电气公司(Westinghouse Electric Co.) 12 月 7 日说，它预计明年年初将重
启与中国的谈判，以推进其最新型号的核反应堆的安装。现在距离上次谈判中止
已经过去了九个月，当时日本福岛第一核电站事故引发的灾难令中国普遍加剧了
安全担忧。
美国西屋电气公司 2007 年达成向中国出售四座核反应堆的交易，作为交易
的一部分，西屋电气公司要向中国转让其最先进的反应堆技术。
日本清除辐射任重道远，但西屋电气公司首席执行长坎德利斯（Aris Candris）
说，未来四到五年，西屋电气在华业务将主要是建设核反应堆，因为国内零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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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商还不具备生产必要零部件的能力。
专家说，今年 3 月 11 日发生的日本地震和海啸引发福岛第一核电站核辐射
危机之后，中国曾暂停核反应堆项目的审批，并展开全国范围内的安全检查。现
在中国开始重新评估其核计划。作为日本东芝公司（Toshiba Corp.）旗下企业，
西屋电气公司将受益于此。
虽然中国政府还未公布评估结果，业内高管预计中国将淘汰此前计划采购的
型号较老的反应堆，转而采购西屋电气公司最先进的 AP1000 反应堆。
中国关注 AP1000 反应堆的安全特性正值人们越来越强烈地质疑中国大力发
展核电项目的计划是否会忽视安全问题。西屋公司的反应堆包含有被动冷却系
统，能够自动使反应堆保持冷却，避免熔毁。
南非将出台政策鼓励私营企业投资绿色经济
南非总统雅各布·祖马１２月３日在德班气候大会上表示，绿色经济不仅有
利于环境保护事业，更可以成为南非经济新的增长点，促进南非经济走上快速可
持续发展的道路。目前，南非政府正致力于促进南非传统经济模式向绿色经济转
型的工作，作为南非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私营企业在其中发挥的作用是不容忽
视的。
祖马说，南非政府即将出台的一系列鼓励措施包括对环保和绿色经济企业的
政策倾斜和税收优惠。此外，对于污染严重的企业和过度开采稀缺资源的企业，
将征收惩罚性税收。
他说，可再生能源的开发、海水养殖、野生动物保护、废弃物处理和生态系
统重建是南非绿色经济发展的新方向。祖马指出，气候变化正在威胁人类的生存
环境，另一方面，气候变化也是促进传统经济转型的良机。南非政府希望全体南
非人都能意识到绿色经济的重要性，共同努力缔造一个绿色、可持续发展的经济
新模式。

自主创新
巴罗佐吁欧盟不要削减创新投入
欧盟委员会主席巴罗佐１２月５日在欧盟２０１１年度创新大会上呼吁欧
盟各成员国在实施紧缩财政政策时，不要削减在创新、教育和研发等领域的投资。
巴罗佐说：“削减在创新、教育、研发等关键领域的投资将是经济增长和创
造就业的最大阻碍因素之一。我们需要财政紧缩，但必须是‘聪明的’紧缩，只有
这样才能促进经济增长和提升竞争力”。
巴罗佐指出，欧盟各成员国的创新实力不平衡，整体创新实力不够强大，欧
洲正在创新、教育、研发等多个领域落后于竞争对手。
巴罗佐说，美国主要创新机构的研发成果有３５％由‘年轻的’创新机构完
成，可是在欧盟，这一比例仅为７％。他强调，从市场总额来看，欧盟拥有世界
上最大的市场，但是欧洲市场较为分散，也不够‘创新友好’。
巴罗佐介绍，欧盟委员会１１月３０日公布了为期７年的“地平线２０２０”
科研规划提案，预计耗资约８００亿欧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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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论坛
中国该如何避免“日本式失落”？
《日本新华侨报》12 月 5 日载文《中国该如何避免“日本式失落”？》指出，
2011 年，是中国入世 10 年的节点，亦是中国“十二五”规划的开局之年，而且自
2011 年开始，全球经济进入后危机时代，虽然当前美欧债务危机依然肆虐，但
全球经济复苏已成大势所趋。内外诸种情势夹逼之下，如何审慎、精确地谋划中
国 WTO 时代的第 2 个 10 年，在积极参与国际经济治理的同时有效规避金融风
险，化解潜在的“日本式失落”，保证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成为考验。
1980 年代，日本经济持续快速增长，欣欣向荣之下遮掩的却是“泡沫经济”
的形成，及至 1990 年经济泡沫破灭，日本经济增长陷入停滞状态，并自此进入
延续至今“失落的 20 年”。1980 年“热胀”期的日本：较高的储蓄率；股价与房地
产价格的膨胀；依赖出口导向的发展模式，消费增长乏力；巨大的贸易顺差累积
起巨额外汇储备(多为美国国债)，并遭遇国际社会对人民币升值的巨大压力；大
举对外资本输出，企业积极“走出去”等。
日本经济学家吉川元忠在总结 20 世纪最后 20 年日本经济发展的教训时说：
“维护世界货币美元的特权，确保美元下浮的自由，这就是美国的意图。加之美
国经济患有‘慢性经常收支赤字病’，总是经常感受着货币贬值的压力。在这种情
况下，是不可能将日元的稳定寄托于日元与美元的关系的，这是日本经济近 20
年来的教训”。
在 1980 年代，靠着长期的外贸顺差，日本累积起巨额的外汇储备，并得以
大规模进入美国国债，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美日经济间形成著名的“维多
利亚循环”：即美国的持续市场繁荣与日本商品的输入，刺激日本贸易顺差的膨
胀，由此累积的顺差盈余则反过来维持着美国市场的繁荣……
经济学家谢国忠认为此类“建立在贸易失衡基础上的经济模式，宛如庞式骗
局”，其平衡终究不能长期持续，而且“长期的贸易盈余会导致失败的投资，通过
泡沫来创造需求”。实际上 80 年代后半期的日本就是处于这种经济泡沫之中，及
至 1990 年代初，随着此“循环”平衡性的丧失，日本经济泡沫亦轰然破碎，由是
开启了日本经济延续至今“失落”态势。
如何化解潜在的经济崩溃风险或曰“日本式失落”？笔者认为，当前的中国应
从以下两个方面规避日本的发展陷阱：
一是进一步改革经济发展模式，优化经济结构。中国要继续转变经济发展方
式，真正将经济发展的引擎转至扩大内需。
二是继续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充分发挥“无形的手”的基础性功用。加强
同世界新兴经济体的联系与合作。在诸如金砖四国等机制框架下，强化新兴经济
体之间的金融经济合作，推进国际经济金融体系的变革。
专家论点辑要
▲明年我国经济增速将达 8.9%
中国社科院 12 月 7 日发布的 2012 年《经济蓝皮书》预计，我国今年全年经
济增速将达到 9.2%左右，比去年回落 1.2 个百分点。明年，若国际经济政治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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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显著恶化，国内不出现大范围的严重自然灾害和其他重大问题，经济增速虽将
继续有所回落，但仍保持在合理增长区间，经济增长率预计达到 8.9%。
社科院认为，治理通货膨胀的工作虽然取得了一定进展，但是宏观调控的重
点仍不能改变。治理通货膨胀、稳定物价仍然是当前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其原
因在于，造成物价快速上涨的主要因素还没有大的变化，稳定物价还面临很多挑
战。一是流动性过剩的问题并未得到根本改变；二是我国农业的基础不牢固；三
是成本上升仍是推动价格上涨的重要因素；四是输入型通胀的压力仍然很大。
蓝皮书指出，今年以来，有关我国经济将面临滞胀风险或已经处于滞胀状态
或将陷入“硬着陆”局面的种种呼声不绝于耳，这些观点是不符合我国经济实际情
况的。我国经济将在新一轮周期的适度增长区间运行，“稳物价”与“稳增长”相辅
相成，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城镇化的推进、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是“十二五”
时期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源。
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经济学部主任陈佳贵认为，明年宏观调控政策在执行
中应该以稳为主，既要坚持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又要根据国内外
经济形势的新变化，把握好时机，针对经济运行中出现的问题，对宏观经济政策
进行及时微调。
他指出，鉴于物价上涨过快的趋势得到了初步抑制，速度也回落到合理的区
间，货币政策在操作层面可以适度放松。同时，要切实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有
效利用利率、汇率杠杆对经济进行调节。
▲亚开行摩根大通下调明年中国经济增速预测
12 月 6 日，亚洲开发银行以及摩根大通均下调对明年中国经济展望。亚开
行将明年中国经济增速预测从 9.1%下调为 8.8%，而摩根大通则将预测从 8.3%下
调至 8.2%。
亚开行表示，下调经济预期主要由于欧洲债务问题及美国经济复苏乏力令全
球经济衰退的忧虑大增。亚开行经济师伊万·阿齐兹表示，欧债危机将使东亚新
兴经济体的经济增速下降至 5.4%，甚至更低，并将令中国经济增速下降 1.2%至
2%。
摩根大通则认为，中国明年经济增长最大的挑战来自房地产市场，认为中国
房价有可能下跌 30％。摩根大通亚洲及新兴市场首席策略师莫爱德表示，中国
的固定资产投资正放缓，经济增长也会随之减慢。不过他认为，即使房价下跌
30%，风险仍然可控。
摩根大通认为，随着中国通胀逐渐缓解，预计政策将会更侧重经济增长，货
币政策未来将放宽。
▲中国温和通货膨胀局面料将维持
中国国家统计局发言人盛来运 12 月 6 日称，由于劳动力和能源成本上升，
中国可能已进入一个长期温和通货膨胀阶段。
盛来运表示，受食品和全球大宗商品价格不断走低影响，今年最后两个月通
货膨胀压力可能已经减弱，但 2012 年物价可能再度上涨。
中国 10 月份消费者价格指数(CPI)较上年同期上升 5.5%，增幅低于 9 月份的
6.1%，也低于今年早些时候触及的 3 年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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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企业
中国设法引渡欠债外逃中小企业主
消息人士 12 月 8 日透露,中国正在设法引渡那些拖欠国有银行贷款和高利贷
的私营业主.这种罕见做法凸显损失规模已令中国政府感到担忧.
上述人士表示,机场和其它边境口岸已收到背负巨债而不许出境的中小企业
主名单.
"中国一直要求外国政府遣返(外逃的)中小企业老板,并帮助中国追缴他们的
海外资产,"该人士表示.
有报道称,许多私营业主疑已逃往美国、加拿大、澳洲和新加坡等国家.这个
问题首先爆发于盛产企业家和投机炒家的温州.继中国为抑制通胀而收紧信贷之
後,温州许多私营企业转向地下信贷市场借入资金,年息最高甚至达 100%.
由于外销订单下降和原材料、土地以及劳工成本上涨,加之房地产投资出现
亏损的部分情况,导致许多人最终无力还贷,一些老板为躲债而抛弃工厂和工人一
走了之.有报道称,问题现已蔓延至其它地区,包括浙江省多个城市以及内蒙古的
鄂尔多斯.
"欠银行大笔贷款的中小企业主被置于'边境管制'名单,"消息人士表示,意指
政府监控和限制这些人出境.
据报道,至少 80 家温州企业主因无力偿还高利贷而跑路,导致工人拿不到工
资,数以千计的人失业.
引渡条约
消息人士称,中国还在寻求与更多国家签订引渡条约,以将外逃官员带回国内,
并收回他们的海外资产.
中国自 1993 年以来已经和至少 33 个国家签订了引渡条约.
有报道称,许多企业主据信逃至美国.中国和美国没有签署引渡条约,但两国
过去在贪腐案件上有过合作,其中在 2004 年一中国银行前任经理被遣返回中国接
受法律制裁.
长期以来,中国政府一直受到腐败官员外逃问题的困扰.据北京大学调查显
示,1999 年至 2009 年间,超过 10,000 名中共和政府官员逃至美国或欧洲,收受贿赂
或侵吞国家资产约有 6,500 亿元人民币.
除了担心对银行业的金融影响,中国政府还担心失业或未领到薪水的工人所
产生的不安定因素.
中小企业是中国经济的脊梁.据官方数据显示,中小企业约占中国 4,300 万家
企业的 99%,在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占比为 60%,政府税收的 50%和城市就业的
80%均来自这些中小企业.
由于担心威胁社会稳定,中国政府已扩大了对现金枯竭的私营企业的贷款规
模.
据报道,截至 10 月底,已有 15 位中小企业主返回温州,部分工厂重新开始生产.
商务部将研究制订中小商贸企业融资补助政策
商务部与北京银行近日签署《推动商圈小微企业融资发展战略合作协议》。
根据该合作协议，北京银行将在未来五年内为商务部支持的中小商贸企业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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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亿元意向性专项授信额度。商务部将整合各方资源，搭建多方参与的商贸融
资平台，研究制订针对中小商贸企业融资补助试点政策。
近年来，我国商品交易市场、物流园区等商圈的数量和规模均呈现快速增长
态势，已成为扩大内需、促进消费、推动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据不完全统
计，全国交易额在亿元以上的商品交易市场 4500 多个，100 亿元以上的商品交
易市场 70 多个，已建、在建和规划中的物流园区近 600 个，融资总需求超过千
亿元。
据悉，为发展商圈融资，缓解中小企业融资困难，做大做强商圈经济，今年
8 月，商务部与银监会联合发布了《关于促进商圈融资发展的指导意见》，提出
推广适合商圈特点的融资模式、建立商圈与金融机构的合作机制、创造良好的融
资服务环境等工作要求。
上海推进中小科企融资新政
上海市政府 12 月 7 日发布了《上海市关于推动金融服务创新，促进科技企
业发展实施意见》
（下称《实施意见》）。上海市金融办主任方星海表示，上海将
通过政策引导，创新投资、信贷、担保等相融合的融资服务新模式，促进科技型
中小企业发展。当中包括进一步推进科技企业信用征信、评级等中介服务体系建
设，委托会计师事务所对上海处于开办初期、属首次向商业银行申请贷款的小微
型企业年度财务会计报表提供审计服务等。
方星海介绍，
《实施意见》明确提出了“信贷服务及融资担保体系”、“拓展资
本市场直接融资”、“建立科技企业与金融机构对接机制”、“加大对早期科技企业
资金支持力度”、“加强科技金融信用服务环境建设”及“加大科技金融创新力度”
六方面重点工作任务。
在“完善科技企业信贷服务和融资担保体系”方面，方星海表示，上海将在今
年起，连续三年对上海各商业银行在上海张江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上海紫竹国
家高新技术产业园、上海杨浦国家创新型试点城区等区域内发放的科技型中小企
业贷款所发生的，超过一定比例的不良贷款净损失，在相关商业银行实施尽职审
查的前提下，由各级政府分担 50%的风险，所需资金由上海市、区县两级财政已
设立的相关园区专项资金给予安排。
至于商业性融资担保机构为上述产业园区域内的科技型中小企业提供融资
担保所发生的代偿净损失，在按相关规定风险补充基础上，由上海市、区县两级
财政进一步加大风险补偿力度，补偿比例由现行的 20%至 40%提高至 40%至
60%。
在“加快拓展资本市场直接融资”方面，上海将全力突进“上海股权托管交易
中心”建设，积极推动张江高科技园区内具备条件的非上市企业进入“代办股份转
让系统进行股份转让”。
方星海指出，上海还将在各科技园区搭建“科技型中小企业融资服务中心”，
建立科技企业与金融机构的对接机制，并在鼓励支持商业银行、担保公司、创投
公司、科技金融服务公司开展“投贷联动”、“投贷保联动”、“保投联动”等创新服
务的同时，进一步营造“天使投资”、“风险投资”、“私募股权投资”发展的政策环
境，吸引更多国内外知名风投基金和风投管理企业落户上海。
上海市科委主任寿子琪则表示，上海未来将重点创新和推广“科技保险”险
种，基于前期试点工作，扩大科技型中小企业履约保险贷款规模，力争达到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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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元人民币规模，每年为 400 至 500 家科技企业解决融资需求。此外，上海去年
在国内首创的科技保险，也将在近期公布科技企业的界定标准。
沈阳发布《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条例》
沈阳市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张宁１２月８日介绍，为改善中小企业的经营环
境，市人大常委会立法制定沈阳市首部《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条例》
，该《条例》
在政府部门职责分工、财政资金扶持力度、中小企业自我建设和完善及合法权益
保护等方面作出了具体的规定。
《条例》在资金支持上规定，市和县（市）人民政府应当在本级财政预算中
安排扶持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并根据地方财政增长情况适当增加。鼓励金融
机构对符合国家和省市产业政策的中小企业给予资金支持，开发中小企业信贷产
品。鼓励小额贷款公司、金融租赁公司等机构依法为中小企业提供金融服务。建
立中小企业信用担保风险补偿制度，市和区、县（市）财政每年应当在预算中安
排担保机构贷款担保风险补偿专项资金，对为中小企业提供贷款担保的信用担保
机构给予风险补偿。同时，引导中小企业通过股权融资、项目融资、债券融资、
租赁融资等方式拓展融资渠道。
《条例》在创业扶持方面规定，具有本市户籍的城镇登记失业人员、大中专
毕业生、外出务工返乡创业人员、军队退役人员、军人家属或残疾人，在本市自
主创业或者合伙经营，均可向户籍所在地的就业服务机构申请小额担保贷款，对
于从事微利项目的，由政府按照规定给予贴息支持。
河北规定中小企吸纳高校毕业生最高可获 200 万贴息贷款
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12 月 4 日介绍，该省将落实中小企业扶持政
策与做好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结合起来，对劳动密集型小企业当年新招用高校毕
业生、城镇登记失业人员、退伍士兵、农村剩余劳动力达到企业现有在职人员一
定比例的，最高可获 200 万元贴息贷款。
据介绍，获得优惠政策的条件为，当年新招用人员为企业现有在职职工总数
的 30％，超过 100 人的企业达到 15％以上，并与其签订 1 年以上期限劳动合同
的，可按规定申请最高不超过 200 万元、期限最长不超过 2 年的小额担保贷款，
由财政部门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贷款基准利率的 50％给予贴息。
对中小企业招收符合就业困难人员条件的高校毕业生、签订 1 年以上期限劳
动合同并缴纳社会保险费的，按规定给予社会保险补贴和岗位补贴。高校毕业生
到中小企业就业的，在专业技术职称评定、科研项目经费申请、科研成果或荣誉
称号申报等方面，享受与国有企事业单位同类人员同等待遇。
山西暂停小额贷款公司设立审批
山西省近日下发《加强和规范全省小额贷款公司监督管理的通知》
，决定将
暂停小额贷款公司的设立审批工作，同时对已成立的小额贷款公司进行合规性检
查。
山西省要求小额贷款公司贷款投放要按照“小额、分散”的要求，重点支持“三
农”和中小企业。山西省明确该省人民政府金融工作办公室（简称省金融办）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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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省小额贷款公司的主管部门，负责全省小额贷款公司的设立、变更、审批和监
管等工作，编制全省小额贷款公司发展规划，制定小额贷款公司有关政策和管理
办法等。
通知明确，为加强对山西省小额贷款公司的监督管理，在该省小额贷款公司
管理办法尚未出台之前，暂停小额贷款公司的设立审批工作。 此外，山西省还
将构建“省金融办牵头的统筹监管，地市小额贷款公司监管机构的日常监管，工
商、公安、人行等部门按各自职能进行监管，小额贷款公司行业协会自律管理”
四位一体的监管体系。小额贷款公司将纳入人行信贷征信系统。相关部门也将依
法查处和严厉打击小额贷款公司涉嫌非法集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洗钱、发放
高利贷、暴力催债等非法金融活动和违法犯罪活动。

调查分析
深圳中小民营企业外迁呈加速态势
深圳市委新经济和新社会组织工作委员会日前对全市民营企业调查显示，深
圳民营经济今年仍保持了快速健康发展，７１％参与问卷调查的企业经营与去年
相比持平或有增长。上半年民营企业增加值占全市ＧＤＰ的四分之一，贡献的税
收达到了全市一半以上。但与此同时，深圳市民营企业尤其是中小民营企业倒闭、
外迁呈现一定程度的加速态势。
深圳市委新经济和新社会组织工作委员会书记邱秋华介绍说，调研了解的情
况表明，虽然面临各种困难，今年深圳民营经济仍保持了快速健康发展势头。截
至今年１０月，深圳共有私营企业３５．５万家，比上年同期增加了１８．５％；
前三季度深圳市民营经济实现增加值２０８３．５２亿元，同比增长１０．８％；
１—７月深圳民营企业进出口６８１．３亿美元，增长４７．６％；上半年以民
营企业为主体的全市中小企业缴纳税收６６８亿元，同比增长３４％。根据问卷
调查，７１％的受访企业经营有增长或与去年持平，其中４５％的企业有增长，
１１％的企业有大幅增长。
同时，深圳市民营企业尤其是中小民营企业倒闭、外迁呈现一定程度的加速
态势，主要集中在家具、手机制造、ＬＥＤ、光伏设备等对房地产市场、国外市
场依赖度较高的行业，也有一些民企受内地资源优势和招商引资政策吸引，主动
外迁或扩张。但问卷调查显示，经营严重下降的企业仅占被调查企业总数的７％，
深圳市民营企业运行仍保持平稳态势，没有出现“倒闭潮”“外迁潮”。
邱秋华认为，受国内外经济大环境影响，当前深圳市民营企业发展最大的问
题可以总结为“三难三高”，即融资难、招人难、用地难，融资成本高、用工成本
高、经营成本高。根据深圳银监局统计，今年一季度深圳样本中小企业融资缺口
环比增加２２％；调查显示７０％以上的民营和中小企业对招人、留人问题反映
强烈，而高房价仍是招人、留人难的一大主因；此外，用地难问题也导致部分企
业转向外地，２４％的被调查企业已经在外地投资，３６％的被调查企业有意向
投资外地。
金融危机后多数跨国公司依赖中国市场增收
经济学人信息部(EIU) 12 月 7 日发布的调查研究报告显示,全球金融危机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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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国公司,尤其是大型跨国公司更为依赖中国市场,以带来更多营收,尽管目前中
国对与大多跨国公司而言,仍是一个相对较小的市场.
6 月至 7 月,经济学人信息部对 328 家非中国的跨国公司高层管理人员进行调
查,及对学者和市场分析师的访谈,随后完成该份报告.这些受访企业总部分布在
欧洲、北美和亚太区,数量大致均等,约有 55%企业的全球营收超过 5 亿美元.
报告显示,几乎有一半的受访者表示对中国市场的期望加大,在去年营收超过
50 亿美元的大公司中,高达 73%的受访者有此感受.不过在这些指望中国市场带来
更大收入的公司中,仅有逾五成愿意增加投资,其余则依赖现有业务来增加收入.
受访的 70 家披露中国市场数据的跨国公司中,只有 10 家公司去年中国营收
占其全球收入的两成以上,例如美赞臣、卡地亚、必和必拓、百胜、超微半导体
等,而有一半以上跨国公司的中国收入占比不到 10%.
与 2005 年相比,AMD 公司、必和必拓、美光科技,阿迪达斯等跨国公司的中
国营收全球占比提高了一倍以上,但波音、飞利浦、摩托罗拉 MOT.N 和 LG 电子
四家公司,中国营收全球占比出现了下滑.
本次调查中,只有 8%受访者认为中国已是他们最大的市场,17%的公司预计
中国将在五年内成为其最大市场,还有 21%的公司认为这种情况会在 5-10 年内发
生.
**跨国公司全球重新布局**
调查报告还显示,虽然跨国公司仍看好中国,但有迹象表明他们正在全球分布
其投资,以平衡其整体战略布局.受访者中,有 37%认为中国对全球战略至关重要,
而 2004 年调查时该比例为 53%.另有 33%受访者认为中国市场虽不具备至关重要
的地位,但也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这亦较 2004 年调查时的 41%有所下降.
EIU 产业和管理研究中心亚洲总监 Laurel West 分析称,随着中国运营环境和
竞争形势更有困难,以及印度、巴西等新兴市场的崛起,中国在跨国公司全球战略
中的重要性在下降."(跨国公司)不把所有鸡蛋都投在一个篮子里."她比喻说.
广阔的中国市场仍是跨国公司最为看重的,高达 76%的受访者将中国视作自
身产品增长的重要市场,31%受访者认为中国低成本制造仍是他们未来重要机遇.
但亦各有约三成的受访者认为,中国亦是他们公司未来的人才基地或研发基地.
该调查报告还显示,跨国公司在中国的传统竞争优势正在削弱,例如技术,品
牌管理.只有四分之一的公司认为他们拥有更胜一筹的技术或更强的品牌,约有两
成公司甚至认为其在中国已没有优势而言.
受访者中,约有一半的公司担心或非常担心他们将被迫放弃知识产权来换取
市场准入.46%的受访者认为,中国的监管环境和行业政策可能在未来五年对其中
国战略带来重大影响.
中国已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EIU 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预测,中国将在 2017 年
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经济体.
全球最富裕投资者向亚洲市场转移
据 12 月 2 日公布的一项针对法律、会计和税务咨询服务行业专业人士的调
查显示，全球最富裕人群的财富越来越多地转移到新加坡和香港管理，而瑞士和
伦敦等传统的金融中心正逐渐丧失吸引力。
调查结果显示，金融顾问们发现客户在评估投资状况时最关心的是保障家族
的金融安全。道德性投资、承担环保义务及慈善则排在最后。缴纳税款被认为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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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重要。
上述结论是咨询机构 Scorpio Partnership 和 Kaiser Partner 对英国极富裕客户
的 60 位专业国际顾问进行调查后得出的。

经贸态势
国务院新闻办发表外贸白皮书
据报道，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１０周年之际，国务院新闻办公室１２月
７日发表《中国的对外贸易》白皮书，全面介绍了中国不断扩大对外开放，在平
等互利基础上积极同世界各国开展经贸合作，中国经济融入全球经济进程加快、
对外贸易活力进一步增强等情况。这是国务院新闻办首次就中国的对外贸易情况
发布白皮书。
白皮书说，３０多年来中国利用世界经济较长时期繁荣、经济全球化深入发
展的机遇，扩大对外开放，吸引利用外商投资，引进先进技术，改造提升国内产
业，在全面参与国际分工和竞争中，实现了对外贸易的跨越式发展。中国货物进
出口总额从１９７８年的２０６亿美元跃升至２０１０年的２９７４０亿美元，
年均增长１６．８％，连续两年成为世界货物贸易第一出口大国和第二进口大国。
白皮书指出，与世界贸易强国相比，中国出口产业仍处于全球产业链的低端，
资源、能源等要素投入和环境成本还比较高，企业国际竞争力、一些行业的抗风
险能力相对较弱等。实现由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的转变，将是一个较为长期的进
程，还需要付出艰苦努力。
白皮书指出，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中国的外贸体制逐步与国际贸易
规则接轨，建立起统一、开放、符合多边贸易规则的对外贸易制度。截至２０１
０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所有承诺全部履行完毕。中国认真履行承诺的实
际行动得到世界贸易组织大多数成员的肯定。
白皮书说，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不仅推动了中国经济的现代化和综合国力的
提升，也使中国经济成为世界经济一部分，促进了经济全球化向有利于世界各国
和地区共同繁荣的方向发展。２００１年以来，中国货物进口总额扩大了５倍，
年均增长２０％，中国迅速扩张的进口已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为贸
易伙伴扩大出口创造了巨大市场空间。
白皮书强调，中国政府高度重视对外贸易发展中的不平衡问题，采取了一系
列政策措施抑制顺差过快增长，取得了明显成效，货物贸易顺差自２００９年以
来持续减少，对外贸易正在趋于平衡。
白皮书指出，中国政府清醒地认识到对外贸易发展还存在不均衡、不协调、
不可持续的问题，采取努力培育外贸发展的综合竞争优势，加快推进外贸发展中
的节能减排，加强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保护，提高出口商品的品质和安全要求，
增强进出口企业的社会责任意识，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国际合作等积极措施加
快转变外贸发展方式，实现外贸的可持续发展。
白皮书强调，当前国际金融危机深层次影响还在不断显露，全球经济结构和
贸易格局面临着深刻调整，中国对外贸易也将进行新的调整。‘十二五’期间，中
国将进一步扩大开放，中国愿意与贸易伙伴一起，共同应对世界经济和贸易发展
面临的各种挑战，与贸易伙伴共享繁荣，实现共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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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年上半年广东外贸或将进入最困难时期
广东省外经贸厅副厅长郑建荣说，今年广东进出口贸易总额预计保持１４％
的增长，但明年上半年广东外贸形势将进入最困难时期。
郑建荣说，在内外双重压力下，外经贸企业普遍出现一定的困难，调整优化
外经贸结构遇到的挑战是在内外部双重因素制约下，出口规模扩张受到抑制，进
出口增幅将进一步回落，未来一年企业的困难增多，成本上升将成为较长时间的
趋势。
外贸部门反馈的信息显示，当前不少优质外商项目因为土地指标问题不能落
地，这在珠三角地区特别是深圳表现明显。很多制造业企业在电力需求上得不到
满足，企业出现“开五停二”、“开四停三”现象。劳动力流动性过大不利于企业留
住熟练工人。
郑建荣说：“面对严峻的形势，广东省将扶持一些困难中小企业，更多地减
轻它们的税负，帮助它们解决融资难的问题。同时，还要集中优势资源扶优扶强，
支持优质企业做大做强。”
不过，郑建荣也表示，全球产业转移的趋势，总体上有利于广东省引进高端
技术和人才，承接高端生产要素和产业活动的战略机遇进一步显现；同时，近年
来生产成本提高和国际市场竞争压力加大，对广东省外贸企业产生了明显的倒逼
效应。
IMF 对贸易保护主义感到担忧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简称 IMF)总裁拉加德(Christine Lagarde)12 月 2 日表示，
在全球金融危机迁延之际，贸易保护主义造成的威胁引人担忧。
她表示，危机持续的时间越长，各国就越可能会试图采取行动，以保护本国
市场免受廉价进口产品的冲击。
全球性危机已给全球贸易造成严重破坏，其中汇率波动的影响占据了大部
分。人民币往往被视作低估本币促进出口的最好例子，而巴西雷亚尔则认为被高
估。
拉加德在谈到货币问题时表示，包括中国在内的部分国家同意让本币升值给
IMF 带来了些许安慰。
她称，最大的争论在于币值调整的速度。本币被高估的国家会认为这些货币
的升值速度过慢。
美初裁我光伏产品对美产业存损害
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 12 月 2 日初裁中国输美太阳能电池对美相关产业造成
实质性损害，这一裁决意味着美国商务部将继续对中国输美太阳能电池展开反倾
销和反补贴“双反”调查。
11 月 9 日，美国商务部宣布对中国输美太阳能电池立案，展开针对中国清
洁能源产品的首个“双反”调查，接受调查的具体产品为中国输美晶体硅光伏电
池、模块、层压板、面板及建筑一体化材料等。
立案消息传出后，中国光伏企业发表联合声明，指出中国输美产品增长源于
市场竞争优势，而非低价倾销或政府补贴，美国厂商提出“双反”申诉是对中国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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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对美出口现状的歪曲，并强调如果裁决存在错误，未来不排除向美国国际贸易
法院提出上诉。
中国商务部也表示，美国系在全球倡导的清洁能源领域主动挑起贸易摩擦，
将自身竞争力因素导致的产业发展滞缓归咎于中国产品竞争，不仅破坏中美能源
合作，也损害美国产业自身利益，并与全球共同应对气候变化和能源安全挑战的
大趋势背道而驰。
美国初步裁定对中国高压钢瓶征收反倾销税
美国商务部１２月８日作出初步裁定，将对从中国进口的高压钢瓶征收
５．０８％至２６．２３％的反倾销税。
按照美方程序，正式征收反倾销税之前还需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作出裁决。
根据目前日程，美国商务部将于２０１２年２月作出终裁，国际贸易委员会将于
２０１２年４月作出终裁。
美国诺里斯钢瓶公司今年上半年向商务部提出申诉，要求对中国输美高压钢
瓶征收反倾销税。该公司是美国唯一一家高压钢瓶生产商。
根据美国商务部公布的数据，２０１０年美国从中国进口高压钢瓶价值４８
８０万美元。
美国向 WTO 起诉中国对美家禽课重税
美国 12 月 8 日要求世界贸易组织(WTO)取消中国对美家禽征收高额关税的
作法。
这也是自中国 2001 年 12 月 11 日加入 WTO 以来，美国对中国提起的第 12
起投诉案。美国总统奥巴马因未能对中国贸易采取强硬立场而遭到国内各派抨
击。
中国在 2010 年 8 月和 9 月先后颁布规定，对美国肉鸡产品征收从 55%-135%
不等关税，声称这些肉鸡产品获得政府补贴，并以低于市场价倾销到中国。
美国总统奥巴马 2009 年批准轮胎特保案，对中国产轮胎征收 35%关税后数
周，中国开始对自美国进口肉鸡展开调查，之后颁布上述关税规定。
中国对美家禽征收关税也被视为是对美国国会禁止进口中国加工鸡肉的报
复。
美国贸易办公室表示，在征收上述高额关税前，美国是面向中国的最大肉鸡
产品出口国，此后，该产品对华出口降幅达到近 90%。
欧盟将停止对中国等国的双边援助
欧盟行政机构欧盟委员会(European Commission) 在 12 月 7 日提交的计划中
称，经过对发展援助资金的审议，欧盟(EU)计划停止向中国、印度、巴西及其他
快速增长的经济体提供的所有双边资金援助。
欧盟行政机构欧盟委员会称，总共有 17 个国家实际上已经从欧洲的援助对
象，成长为并非建立在双边援助基础上的“新的合作伙伴”，这些国家包括世界上
最具活力的一些经济体。
阿根廷、秘鲁、哥伦比亚、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泰国也将从 2014 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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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政策生效时起，失去资金援助。这些援助的规模有时会达到每年数亿欧元。
这个转变从表面上看目的在于将欧洲的援助集中到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欧
洲的资金在那里能够产生切实的效果，而不是投向那些快速的经济增长已经让当
地政府有财力为自身的发展项目提供资金的国家。
但它还突显出另一个事实，即中国和巴西等新兴经济超级大国，最近似乎更
有可能挽救脆弱的欧洲经济，而不是依赖欧洲发放的援助。
最近几个月，欧洲试图通过求助新兴经济体的主权投资者，为与欧元区纾困
相关的金融工具筹集资金。
“编列（预算）时考虑了世界的新现实，”欧盟发展专员安德里斯?皮耶巴尔
格斯(Andris Piebalgs)说，“我们的关注点将会放在欧盟真的能增加价值的地区。”
在包括印度和印度尼西亚在内的某些国家，一些欧盟资金被直接转移到了该
国国库中，填补预算亏空。在当前的援助机制下，在截至 2013 年的七年中，印
度总共会收到 3.65 亿欧元，印尼会收到 4.23 亿欧元。对中国和巴西发展项目的
拨款金额分别为 1.7 亿欧元和 0.6 亿欧元。这些资金援助将在 2014 年停止，甚至
更早。
墨西哥与中美洲五国正式签署自贸协定
据悉，在第１３届中美洲－墨西哥首脑会议开幕之际，墨西哥和中美洲五国
于１２月５日正式签署了自由贸易协定。
当天，墨西哥、哥斯达黎加、尼加拉瓜、危地马拉、萨尔瓦多和洪都拉斯六
国代表在大会主席声明上签字，从而使今年１１月２２日在萨尔瓦多草签的协议
文本正式生效。这项协定将取消墨西哥与中美洲地区之间大部分商品的关税，加
强该地区的经济发展，建立一个拥有１．５亿消费者的潜在市场。
“
墨西哥总统费利佩·卡尔德龙表示，近年来墨西哥加强了和中美洲国家的经
贸合作，自由贸易协定的签署将使该地区的商贸往来不仅仅局限于货物交换。他
说：“鉴于当前全球经济的不利局面，我们必须充分利用比较优势，促进本地区
各国之间的投资贸易往来和卓有成效的经济交流。”
必和必拓筹现货交易平台
据报道，在推动铁矿石定价从长协转向指数定价后，必和必拓又开始在新加
坡筹建新的铁矿石现货交易平台。近期，必和必拓频繁游说中国各大钢厂加入这
一交易平台。消息人士称，相关部委和协会对此事都非常关注，并已就此开展调
查和讨论。目前中国钢厂的态度非常谨慎，并没有承诺加入该计划，仍在了解和
观望中；一方面是因为缺乏经验，也是担心这一平台会有国际金融炒家操纵、风
险巨大。
必和必拓正在等建的交易平台名为‘环球铁矿石现货交易平台’，由环球煤炭
交易平台筹建。该平台股东构成计划为钢厂 40%、矿山 40%、贸易商 20%，运
营将采取会员制。对此，有未具名业内人士指出，必和必拓实际上期望把新加坡
变成一个铁矿石价格形成中心，进而把铁矿石做成期货市场。
以铁矿石指数为基础的季度定价和月度定价已成为中国钢厂和三大矿山合
作的主要模式。目前，国际上有普氏、TSI 和 MBIO 三大铁矿石指数；正是在必
和必拓的推动下，普氏指数成为主要参照标准。而在指数定价机制一年多的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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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内机构普遍对普氏指数有所质疑，因为其价格属于询价，且采集的数据来
源没有公布，这也成为必和必拓筹建铁矿石现货交易平台的理由。
“我的钢铁”网咨询总监徐向春认为，从目前的情况看，铁矿石过渡到指数化
是不能回避的问题，目前铁矿石贸易之外再通过金融市场套期保值已逐步被市场
所接受。作为铁矿石现货交易最大的市场，中国应考虑成立国内的铁矿石现货交
易场所，同时形成自己的铁矿石价格指数，在金融市场上争取议价权。
事实上，天津渤海商品交易所、北京国际矿业权交易所都曾计划推出中国铁
矿石现货交易平台；发改委也已委托上海期货交易所对铁矿石期货进行课题研
究，为下一步推出铁矿石期货做铺垫。

投资视点
北京公布首批 160 个战略性新兴产业重大项目
北京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１２月８日介绍，首都安排了一批重大创新成果示
范应用项目，首批１６０个战略性新兴产业重大项目中，围绕社会发展重大需求
的示范应用项目４７个，总投资约３５８亿元，涉及应急管理、智能交通、城市
垃圾和污水处理等多个领域。首批１６０个战略性新兴产业重大项目中，以企业
为主体的１１３个项目已有８１个获得北京市统筹资金支持。
今年以来，北京市共有三批重大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项目，共计２９０项，
安排资金９４．３９亿元，覆盖数字电视、生物医药、节能环保领域。此外，北
京还设立了创投基金重点扶持处于初创期、成长期的创新型企业和高成长性企
业。截至目前，全市新兴产业创业投资计划参股创业投资基金累计已达到６只，
总规模１５亿元，市级资金放大４００％。
据介绍，北京市今年７月制定了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实施
意见，提出将北京建设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和国家战略性新兴产
业策源地，现阶段重点培育和发展产业基础好、技术能力强、带动效应高的新一
代信息技术、生物、节能环保、新材料、新能源汽车、新能源、航空航天、高端
装备制造等八个领域。
上海浦东欲成为全球资源配置新节点
近悉，上海浦东新区已确立今后５年的奋斗目标：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中实
现又好又快发展，努力成为全球资源配置新节点、全国改革开放试验田、全市转
型发展引领者。
作为上海建设四个中心的核心功能区，近年来浦东新区的金融、航运、贸易
功能建设取得较大进展。各类金融机构加快向陆家嘴金融城集聚；港口集装箱吞
吐量和空港货邮吞吐量跻身世界前列，水水中转、国际中转功能快速提升；综合
保税区专业化国际贸易平台加快发展，贸易便利化程度不断提高；一批更具实力
的跨国公司和内资企业加快集聚发展，营运中心、结算中心、研发中心等功能性
机构的辐射能力不断增强。
围绕增强跨境资源配置能力，浦东新区将不断提升市场体系，提升服务辐射
能级，加快载体建设，优化综合环境，促进机构集聚，推动先行先试，努力在金
融、航运、贸易联动发展中更好地促进经济社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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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金融方面，浦东将抓住人民币国际化的重大契机，以拓展多层次要素市场
的广度和深度为重点，大力推进陆家嘴金融城建设，加快上海金融信息服务产业
基地建设，完善金融产业生态，促进更多高能级金融机构集聚和地方金融机构发
展。
浦东还将以培育高端航运服务功能为重点，推动国际航运发展综合试验区政
策落地、效应放大，加快提升枢纽港国际中转功能，深化“三港三区”联动，加快
重点航运贸易集聚区建设。
以贸易便利化为重点，浦东将推动上海综合保税区拓展自由贸易园区功能，
支持推进海关监管模式创新，加快贸易平台建设、促进贸易主体集聚，建设国家
进口贸易促进创新示范区，大力发展供应链管理、电子商务等新型业态，加快打
造国际购物之都。
此外，浦东还将进一步做大做强总部经济，加快集聚培育综合营运等各类功
能性机构，推动总部经济在跨境资源配置中发挥重要作用。大力发展会计、法律
等专业服务业和物流、会展等生产性服务业，促进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上海将发展航运衍生品市场
上海市政府金融办公室主任方星海 12 月 7 日出席上海航运交易论坛时表示,
未来上海将发展航运衍生品市场,开发更多的航运价格指数;亦支持航运企业和金
融机构共同组建航运产业基金.
他表示,上海将进一步创新航运融资方式,积极推动发展航舶飞机抵押融资、
船舶飞机融资租赁和出口买方信贷等;并探索新型航运保险业务,完善航运产业的
法律、税收、监管环境的制度建设.
上海航运交易所 12 月 7 日发布沿海煤炭运价指数,并以秦皇岛至广州和秦皇
岛至上海两条航线价格开发出两个远期交易品种,使得国内煤炭运输及干散货运
输亦有了套期保值平台.
上海航交所 6 月已推出上海至欧洲、上海至美国西海岸的出口集装箱远期交
易产品,从而实现了国际集装箱运输的套期保值.截止 12 月 6 日的 110 个交易日中,
旗下上海航运运价交易公司全市场成交量达 753.2 万手.上海航交所预计明年将
推出国际远洋干散货中远期运价交易.
今年,中国海运集团,国泰君安证券以及上海市两家国有公司共同组建了国内
首只航运产业基金,首期计划募集规模 50 亿元,目前已开始投资运作.
2009 年国务院批准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航运中心,争取在 2020 年
建成航运资源高度聚集、航运服务功能健全、具有全球航运资源配置能力的国际
航运中心.
重庆推出生产加工环节食品安全“连坐制”
重庆市质监局日前正式出台《重庆市质量技术监督局食品生产加工环节食品
生产加工违法行为连坐制暂行规定》，一旦食品生产加工环节的食品生产加工出
现严重问题，将采取“连坐”方式追究连带责任。
该规定的“连坐”方式主要包括主体连坐、产业链连坐、区域连坐、行业连坐、
产品连坐等五个方面。如在产业链连坐上，将责令生产者通知销售者停止销售，
消费者停止使用并召回问题食品，对问题食品进行无害化处理或销毁，对其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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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其他食品实施监督检查；同时追查上游原辅材料、添加剂及食品相关产品生产
者、供货者及下游的产品销售者、使用者的连带责任，涉及其他环节或省市的，
及时通报当地监管部门进行处理。还要追究明知其生产假冒伪劣食品仍为其提供
厂房、设备、运输、保管、仓储等便利条件者等。
这个暂行规定还规定，食品生产者出现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存在严重食品质
量安全问题，还将对食品安全责任机构和人员实施“连坐”：检验机构及检验人员
出具虚假检验报告的，撤销机构检验资格，直接责任人员１０年内不得从事食品
检验工作；认证机构及认证人员出具虚假认证结论或认证结论严重失实的，提请
撤销机构执业资格，认证人员５年内不得执业等；评审机构及人员违法实施食品
生产许可，给予行政处罚或行政处分，情节严重的，取消评审人员资格，５年内
不得从事评审工作等。
深圳前海拟成为亚太财富管理中心
深圳市副市长唐杰 12 月 2 日表示，深圳前海下一步的发展定位即是打造成
亚太财富管理中心，前海未来要解决的是中国资本管制完全放开后和国际资本市
场的对接问题。
前海管理局局长郑宏杰介绍，作为区域性财富管理中心，前海主要围绕三方
面的金融创新展开：积极推动以跨境人民币业务为重点的金融领域的创新合作、
稳步推进深港资本市场的合作、大力推进保险创新发展试验区建设。
郑宏杰透露，目前深港资本市场合作的创新业务正在争取和申报，希望得到
中央层面批准。
创新业务将在“深度和广度上展开”。保险创新方面，主要以打造国际再保险
交易中心形式推进，“随着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加快，香港人民币离岸业务的迅速
发展，人民币保险资金也需要通过再保险形式来找到一种回流的渠道。”他说。
但就财富管理中心的设立，多位专家认为，当前的深圳甚至中国都面临诸多
严峻挑战，财富管理中心建设需要一些先决条件。道富环球投资管理公司资深董
事总经理李婷认为，作为一个区域性的财富管理中心，应该具备三个要点：聚集
财富的能力、政策突破优势、产品设计对现有资产管制的突破能力。她建议前海
要充分考虑香港的补充优势，而不是形成竞争冲突。普信集团公司副总裁及北亚
区总经理林弈强调了健全的法规环境，比如客户信息保护对一个区域性财富管理
中心的重要性。而 JP 摩根资产管理公司亚洲董事总经理 Andrew Economos 认为，
中国当下环境来看，一些法规突破将面临来自监管层面的大挑战。他解释道，财
富管理中心意味成为一种高增值的理财服务也就是高度复杂的私人银行，“如果
是单业监管的话，各个监管方之间就需要的密切配合。”卢森堡基金业协会副会
长、富兰克林邓普顿投资（卢森堡）督察长 Denise Voss 女士认为，人才、基础
设施对一个财富管理中心设立至关重要，比如卢森堡立法机构能从有利于基金业
角度制定政策。
前海位居深圳南山半岛西部，伶仃洋东侧，珠江口东岸，包括南头半岛西部、
宝安中心区，总占地面积 15 平方公里。2010 年 8 月 26 日国务院批复《前海深
港现代合作区总体规划》，明确提出了要把前海建设成为国家金融对外开放的试
验示范窗口，鼓励前海金融改革创新项目先行先试。
2010 年 10 月，前海列为国家计划单列市权限。今年 8 月，国务院常务副总
理李克强在访港期间，针对前海业务创新，提出了加快建设人民币离岸中心、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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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国际金融中心的一揽子政策。
根据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审议的“十二五”规划草案对前海开发的描述，
“到 2020 年建成亚太地区重要的生产性服务业中心，把前海打造成粤港现代服务
业创新合作示范区”。
广东设立促进进口专项资金加快推进企业不停产转型
广东省外经贸厅１２月８日介绍，广东加快推进来料加工企业不停产转型，
同时设立促进进口专项资金，２０１２年起由省财政安排２．５亿元，鼓励进口
促进内外贸平衡。
２０１１年－２０１３年，广东计划每年推进１０００家来料加工企业不停
产转型，支持转型企业比照“同一经营单位”方式办理保税料件和进口不作价设备
的结转手续。此外，还将安排加工贸易转型升级专项资金，支持加工贸易企业自
创品牌、扩大内销等；建立和实施加工贸易转型升级统计指标体系，对任务完成
情况进行检查。开展加工贸易转型升级示范企业认定工作，提升企业影响力。
广东省外经贸厅有关负责人说，促进内外贸平衡，在提高出口竞争力的同时，
还要有针对性地扩大进口。广东在全国率先出台了《关于促进进口的若干意见》，
从培育各类进口需求、完善进口市场体系、完善促进进口型金融工具、提高进口
贸易便利化水平、实施进口促进措施等方面出台措施。
与此同时，广东设立促进进口专项资金。２０１２年－２０１４年，广东省
财政每年将安排２．５亿元，一方面，对进口列入国家和省鼓励进口技术和产品
目录的先进技术、产品和设备给予扶持；另一方面，对企业进口贷款、进口基地、
进口分销体系、投保进口信用保险、进口促进及公共服务等方面予以支持。
为落实鼓励进口政策，广东省还印发《广东省鼓励进口产品和技术目录（２
０１１年补充版）》，在国家鼓励进口目录４２１项的基础上增加到１００８项，
鼓励传统优势产业技术改造、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节能环保和绿色低碳经济发
展所需先进技术、关键设备和高技术高附加值产业所需资源性产品的进口。
江西省鼓励企业用天然气燃料
江西省财政厅相关负责人 12 月 6 日表示，为进一步优化能源结构，实现节
能减排目标任务，今年起至二○一三年止，江西利用天然气替代水煤气作为工业
燃料的企业，都可获得每立方米 0.35 元人民币标准的财政补贴。该奖励政策执
行时间由今年一月一日起至二○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截止。奖励资金支持对象
为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并已使用长输管道天然气替代水煤气作为其生产、生活用
燃料的工业企业，且水煤气生产设施已拆除并不再使用。
该负责人表示，将认真审查享受奖励资金企业的资格，准确核定企业替代水
煤气实际使用量，并加强对已享受奖励的工业企业的监督检查。
为保障天然气的供应，江西还加快了各级天然气管网的建设、城市燃气管网
的改造，并加快天然气对人工煤气等城市管道燃气和工业燃料的置换进程，积极
争取川气东送、西气东输二线工程向该省输送的天然气量，争取西气东输送更多
的天然气，逐步提高全省天然气利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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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规划“合芜马”核心经济圈带动全省发展
据悉，由安徽省政府编制的《安徽省城镇体系规划（2011－2030）征求意见
稿》日前出炉，提出加快合肥、芜（湖）马（鞍山）两大核心经济圈建设带动全
省发展。到 2030 年，将安徽的城镇化水平从 43%提高到 70%，中心城市合肥市
域总人口达到 1000 万人以上。
围绕打造“经济强省、文化强省、生态强省”目标，安徽本次规划将工业化、
城镇化作为全省发展的两大驱动力，着力增强中心城市带动能力，形成与长三角
全面对接、辐射中西部的空间开发新格局。
规划中明确合肥、芜湖在安徽省的中心城市、次中心城市定位，规划 2030
年合肥市域总人口达到 1000 万至 1050 万人，芜湖市域总人口 510 万至 530 万人。
合肥、芜湖成为长三角西翼重要中心城市，促进安徽进一步融入长三角。
在新规划中，安徽提出加快合肥、芜马两大经济圈建设，带动全省到 2030
年形成城镇人口规模 200 万以上城市 4 个，100 万至 200 万城市 9 个，50 万至
100 万城市 4 个，20 万至 50 万城市 46 个。届时安徽将有 5100 万人生活在城市，
全省城镇化水平从 43%提高到 70%。
安徽将通过增强区域竞争力，吸引人口向城镇集聚，实现外流人口稳步回流。
结合皖江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与合芜蚌自主创新试验区建设，推进新型工业化与
新型城镇化互动发展，提高公共服务等级，增加就业岗位。规划到 2030 年，将
本省流出人口从 912 万减少到 500 万。
同时，安徽要求建立集约用地机制，在确保耕地面积不减少和农民利益得到
保障的前提下开展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试点。继续深化户籍管理制度改革，逐
步将依附于户籍制度的各种经济社会关系与其脱钩，消除城乡居民在就业、教育、
医疗、社会保障等方面的不平等待遇，建起城乡一体的户籍制度和劳动力市场。
山西财政十亿助火电企业脱困
山西省委、省政府 12 月 8 日宣布，为解决山西煤电矛盾，除已经采取调整
电价等政策措施予以支持外，对生产经营比较困难的 9 户央企和省外在晋火电企
业，由山西省财政给予 10 亿元（人民币，下同）的借款，并由山西省煤炭厅组
织煤炭企业增加 1000 万吨的重点合同电煤供应。
山西作为年产超 8 亿吨的煤炭大省，却是发电企业亏损最严重的省份。据山
西省中南部 13 家电厂上报山西省电力行业协会的文件提到，13 家火电企业今年
前十个月累计亏损 32.89 亿元，平均资产负债率已达 111%，资不抵债企业数量
上升至 10 家。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统计部主任薛静说，山西因为是产煤省，所以其电厂基
本上很少占据国家重点合同煤名额，一般都是市场购煤，电厂购煤时出的价格低，
煤炭企业当然不干，更愿意卖给购煤价格高的外省以赚大钱。
索罗斯认为全球金融体系丧失运作功能处崩溃边缘
著名投资者索罗斯 12 月 3 日警告，全球金融体系不仅已丧失运作功能，而
且还处于崩溃边缘。他认为，新兴市场和发达经济体之间的分歧愈来愈大，而且
他对新兴市场的前景更有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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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罗斯表示，尽管存在腐败、基建薄弱以及政权不稳等各种问题，发展中国
家相对而言并未受到发达国家正在陷入的通缩债务困境之中。他警告说，当前全
球金融体系正处于“自我强化的去一体化过程”，这一过程的结果可能是灾难性
的，“我们必须尽自己的努力阻止这一发展势头。”
虽然发达国家的经济和财政处境仍然十分严峻，但索罗斯说，最近一系列到
访非洲的行程让他对非洲和阿拉伯世界感到乐观。他说，很多积极的事情正在发
生。
但生于匈牙利的索罗斯也指出，你不能指望取得立即的成功，但正在发生的
事情将会产生深远的影响。
美国需要反思对自由市场的膜拜
去年，英特尔(Intel)创始人、董事长格鲁夫(Andy Grove)曾在《商业周刊》
(Businessweek)上挑衅地写道：我们的基本经济信条，是在观察一个确凿公理的
基础上形成信念然后升华而来的，即自由市场是所有经济制度中最好的，越自由
越好。对此，服务业雇员国际联合工会(Service Employees International Union)会
长，哥伦比亚大学(Columbia University)里士满中心(Richman Center)高级研究员
Andy Stern12 月 2 日在华尔街日报撰文指出，我们这一代人曾目睹自由市场原则
对计划经济取得决定性胜利。所以我们坚持这种信条，而且对一些不断出现的新
证据视而不见。这些证据表明，自由市场虽然战胜了计划经济，让它本身还存在
改进的余地。
过去的这几周已经证明了格鲁夫的观点。在这期间，美国与中国的关系，中
国对美国未来的影响，都走到了美国政治的最前方。美国反应迟钝的参议院在为
超级委员会的失败做准备的同时，还跨过正常情况下不可逾越的政治鸿沟，通过
了有关中国操纵汇率的法案。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前州长罗姆
尼(Mitt Romney)和总统奥巴马(Barack Obama)都表达了他们的观点，既有警告中
国必须结束不公平的歧视（克林顿），也有抱怨美国被人玩得团团转（罗姆尼），
还有说中国不应继续玩弄国际体系（奥巴马）。
Andy Stern 说，“这期间，我正在参加一场由中美交流基金会(China-United
States Exchange Foundation)和美国进步中心(Center for American Progress)组织的
与中国政府现任和卸任高官进行的美中对话活动。在我看来，与解读中国十二五
规划逐渐浮现的轮廓相比，美国批评者的合唱所导致的紧张关系没有多大意义。
十二五规划的目标包括：年均经济增长率 7%；可再生能源领域投资 6,400 亿美
元；建设 3,600 万套保障性住房；发展新一代信息技术、清洁能源汽车、生物科
技、高端制造；环境保护。与此同时，还要促进社会公平和农村发展”。
一些美国人正在从中汲取经验。《中国日报》(China Daily) 11 月份发表的一
篇文章援引亚洲协会(Asia Society)美中关系中心(Center on U.S.-China Relations)
主任夏伟(Orville Schell)的话说，我们已经认识到，规划能力正是美国所缺少的。
文章还提到，2003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恩格尔(Robert Engle)曾说，在中国为
下一代制定五年规划的时候，美国人却只在规划下一次选举。
格鲁夫、乔布斯(Steve Jobs)和盖茨(Bill Gates)的技术奇迹已经让世界变成了
平的。这迫使所有机构都直面世界历史上很明显的第三次经济革命。农业革命是
一场持续了大约 3,000 年的转型，工业革命持续了 300 年，这次以技术带动的全
球化革命将只持续 30 年左右的时间。没有哪一代人曾经在一生中目睹如此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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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变化。
当前有关中国汇率、贸易失衡、美国债务、中国大肆侵犯美国知识产权的讨
论都证明，全球化革命加上邓小平以政府为主导、以增长为导向的改革，已经造
就了地球上的第二大经济体。它已经走上一个清晰的轨道，并将在 2025 年之前
让美国失去世界经济领头羊地位。
诚如格鲁夫如此有先见之明地在 2010 年 7 月 1 日期《商业周刊》上发表的
文章所言，中国、新加坡、德国、巴西和印度的经济表现已经证明，就业创造规
划必须是国家经济政策的首要目标，在设定主次、为实现这一目标安排必要组织
力量的过程中，政府必须发挥战略性作用。
偏向保守主义、奉行自由市场原教旨主义、股东至上的模式在 20 世纪取得
了极大成功。而到了 21 世纪，这一模式却逐渐被扔进历史的垃圾堆。在每一个
国家都需要成为“经济运动队”的年代里，美国队的成绩惨不忍睹：10 年间失业
高企；30 年间中位数工资停滞不前；贸易逆差；中产阶级萎缩；只有最顶层的
那 1%的人的财富大量增加。
这应该触动领导人进行反思，而不是在经验上已经失败的自由市场极端主义
上增加赌注。尽管痛苦且羞耻，美国还是需要像昔日占据霸主地位的企业和运动
队在形势逆转时所做的那样，研究竞争对手取得成功的原因。
Andy Stern 说，“在我们争执不休的时候，中国队却继续前进。我们驻中国
的代表目睹了中国重庆以人为本的发展模式。重庆是中国西部一座人口 3,200 万
的城市，市委书记是有雄心、受欢迎的共产党领导人薄熙来。地平线上一排排的
启重机，每天建成建筑面积达 150 万平方英尺的房屋。人家还告诉我们的代表，
其中包括每年 70 万套保障性住房”。与此同时，中国政府可以夸耀说，已在西部
建起一个经济区，用于云计算、汽车和航天器材生产，实现每年经济增长 12.5%，
税收年增 49%，工资年增 10%以上。
“我们当中热爱祖国的人相信，美国要维持世界头号经济引擎地位，所需要
的资产样样不缺。但这些人忧心的是我们没有一个规划，有的只是对政府的妖魔
化，对自由市场的膜拜，而当前恰好又是一个要求反思这两种信条的历史时刻。
美国需要推出一个增长与创新规划，政府要精简，成为私人部门的合作伙伴。
经济革命需要制度发生变革，可能还要创造历史，因为如果固守现状的话，这些
制度本身就会很快变成历史。我们这个伟大的国度引发了这场全球革命，也希望
引领这场革命，它需要有一个有前瞻性的、长远的经济规划。
改革的紧迫性一说即明。正如格鲁夫所指出的那样，如果我们想保持经济领
头羊的地位，我们就要自主寻求改变，不然就会继续被改变”， Andy Stern 说。
美国邮政局为削减成本将减缓投递速度
美国邮政局１２月５日发表声明说，到２０１５年邮政局必须降低运营成本
２００亿美元。为此他们将减缓邮件的投递速度，以期重返盈利水平。
美国邮政局在美国本土４８个州设有大量分支机构，目前头等邮件的邮递时
间一般是１至３天。邮政局已向邮政管理委员会申请取消次日投递服务，计划将
邮递时间改为２至３天。美国邮政局当天表示，放宽邮递时间后，预计每年可节
省２１亿美元。
今年９月１５日，美国邮政局宣布计划关闭４８７个信件处理设备中的２５
２个，这种设备的作用是在夜间分类邮件，以便第二天开始投递。美国邮政局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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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邮政网络运营的副局长威廉姆斯说，由于邮寄量持续下滑，这些设备大多数时
间都在空转。截至目前，已有２６个信件处理设备被关闭。
美国邮政局１１月公布的财报显示，在今年９月３０日结束的２０１１财
年，该机构净亏损５１亿美元。首席财务官科比特说，邮政局２０１２财年的亏
损额有可能达到创纪录的１４１亿美元。
美国邮政总局目前处于破产边缘，为降低成本，除申请减缓投递速度外，他
们还向国会申请裁员、关闭邮局和停止周六信件投递服务等。
美国邮政总局是一家自营的政府企业，前身是美国邮政部，１９７１年改为
现名，同时美国国会不再保留规定邮件资费的权力。该公司是美国服务范围最广
的邮政机构，也是世界最大的邮政服务公司。
欧盟推出“创意欧洲”计划
欧盟委员会日前宣布一项旨在促进文化和创意发展的新计划。根据这项名为
“创意欧洲”的计划，欧盟国家电影、电视、文化、音乐、戏剧表演艺术、文化遗
产及相关领域的从业人员将获得欧盟有力的财政支持。
欧盟委员会说，在２０１４年至２０２０年期间将为“创意欧洲”计划提供１
８亿欧元（约合１６１亿元人民币）的预算，其中超过９亿欧元（约合７７亿元
人民币）将用于支持电影和音像业（目前在传媒计划支持下），另外近５亿欧元
（约合４３亿元人民币）将用于文化方面。
欧盟委员会还建议，为一个旨在向文化和创意领域小规模经营者提供１０亿
欧元（约合８５亿元人民币）银行贷款的新融资担保机制拨款逾２．１亿欧元（约
合１８亿元人民币）
，另外提供约０．６亿欧元（约合５．１亿元人民币）支持
政策方面的合作以及为培育观众群和创建新商业模式而采取的创新措施。
欧盟委员会说，文化和创意事业是欧洲创造就业、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原动
力之一，“创意欧洲”计划宗旨即推动文化和创意事业的发展。
欧盟委员会负责教育、文化、语言多样性及青年事务的委员瓦西利乌说，上
述投资将使欧盟文化和音像领域的专业人员最大限度地受益于一体化市场，赢得
欧洲及欧洲以外地区的新观众群。如果没有这一支持，他们将很难甚至不可能去
开拓新市场。
瓦西利乌强调，“创意欧洲”计划同样鼓励文化和语言的多样性，这也符合去
年提出的“欧洲２０２０战略”中促进就业和持续增长的目标。
目前，“创意欧洲”计划正由欧洲理事会和欧洲议会在欧盟２０１４年至２０
２０年预算框架下审议。
欧洲国家考虑资金借道 IMF 解救债务危机
知情人士 12 月 4 日称，欧元区国家正考虑向国际货币基金（IMF）注资，
然后通过该机构向陷入欧债危机的国家提供援助。
上述人士说，欧洲计划向 IMF 注入“数千亿欧元”，目前谈判正在进行中，
包括美联储在内的央行也将做出“自己的贡献”。
该人士解释，若由欧元区国家直接出资为希腊等国疏困，将遭遇极大国内政
治压力，而通过 IMF 这一渠道则将风险转由 IMF 承担，包括德国在内的国家国
内政治压力将会减小。而且更重要的是，若由 IMF 提供援助，则势必会伴随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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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的财政改革条件，便可利用 IMF 的信誉来使市场相信被救助的国家能过做出
“有实际意义”的改革。
目前 IMF 缺乏足够的资金来对欧洲提供支持，意大利和西班牙总计拥有大
约 3.3 万亿美元债务，而 IMF 只有 4000 亿美元用于在全球提供贷款援助，而且
这一资金不可能全部用于欧洲。
前阿根廷央行行长布莱热（Mario Blejer）和美国布鲁金斯学者叶亚迪
（Eduardo Yeyati）12 月 4 日在媒体上撰文反对 IMF 进一步扩大在欧债危机中扮
演的角色。此二人提出了三条理由：一是欧洲有欧洲央行可以发挥最终解救者的
作用，IMF 所代表的国际社会不应在欧洲央行不愿意承担责任时来解决欧洲政
府；二是 IMF 购买面临破产国家的国债将会扭曲目前的债务清偿顺序，使一部
分私人投资者获得拯救而另一部分私人投资者承担更大的债务折让；三是虽然
IMF 享有优先偿还地位，但若欧债国家形势继续恶化，即使私人投资者承担债务
折让，IMF 也面临债务违约的风险。
标普将欧盟列入负面观察名单
国际评级机构标准普尔公司１２月７日将欧盟长期信用评级列入负面观察
名单。
目前，标普对欧盟的长期信用评级为“ＡＡＡ”，列入负面观察名单意味着在
未来９０天内将有５０％的可能性调降评级。
标普说，将欧盟评级列入观察名单，主要是担心在欧元区政治、金融和货币
问题日益恶化的背景下，欧元区主权国家以及欧盟未来的发债融资能力可能受到
冲击。
标普指出，２０１１年欧盟６２％的预算收入来自欧元区，德法分别贡献１
６％和１４％，因此欧元区和德法等主要国家的信用状况直接影响欧盟的评级前
景。
标普１２月５日将德国、法国、芬兰、卢森堡和荷兰等１５个欧元区国家信
用评级列入负面观察名单，６日将欧洲金融稳定工具列入负面观察名单，连续对
欧洲信用状况发出警告。
标普说，待１２月８日到９日的欧盟峰会结束后就会对列入负面观察名单的
欧元区国家给出新评级，随后将根据新评级结果调整欧盟评级。如果德国、法国
等欧盟大国的评级遭降，或者多个欧元区国家评级遭降，那标普可能调降欧盟评
级一个等级。相反，如果被列入观察名单的所有３Ａ国家全部保住最高评级，那
欧盟的评级也将保持不变。
当天，标普还将欧洲多家大银行的信用评级列入负面观察名单，包括法国巴
黎银行、德意志银行、德国商业银行等。
德国呼吁欧洲建立财政联盟
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 12 月 2 日在德国联邦议会上呼吁修改欧洲联盟条
约，组建“财政联盟”，推行更严格财政纪律，采取“长期措施”应对欧洲主权债务
危机。
默克尔认为，主权债务危机主要是信任危机。欧洲要继续前行，就必须赢回
信任；为赢回信心，就必须做更多。达成协议不够，“我们今后必须拿出有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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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束力的规定”。
默克尔说，包括德国在内，多个欧元区成员国先前违反欧元区货币和预算规
定，10 年间共违规 60 次。“我们必须赢回已经受损 60 次的信心，”她说。具体
而言，德国希望欧盟委员会能够在欧元区成员国向各自议会提交预算案前行使否
决权，可向欧洲法院起诉违反财政规定的成员国。
默克尔说，欧盟需要修改条约，“以坚实步伐迈向财政联盟”，以便推行更严
格的财政纪律。构建财政联盟意味着“开启欧洲融合的新阶段”。
默克尔的表态与法国总统尼古拉·萨科齐颇为一致。萨科齐 12 月 1 日呼吁欧
盟制订新条约，推行更严格财政纪律，建立欧洲货币基金以支持债台高筑的国家。
他要求欧元区决策以多数制取代全票制。
否“印钞”
默克尔反对欧洲中央银行过度介入，借助大量购买负债国国债化解危机。“欧
洲央行与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或英格兰银行的任务不同，”她说。
默克尔反对发行欧元债券。在她看来，欧元区成员国为负债国“承担共同义
务”不可接受，“这场危机中，欧元债券不是援救措施”。
欧元债券指欧元区国家共同发行的主权债券。发行欧元债券有利于负债国以
较低利息获得资金，同时可能推高信用评级较高国家的融资成本。
德国政府一直反对以欧元债券稳定金融市场，不少德国人认为，发行欧元债
券相当于“处罚”主权信用评级较高国家，可能削弱负债国政府的改革动力。
IMF 批准援助希腊 22 亿欧元贷款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ＩＭＦ）１２月５日宣布，根据ＩＭＦ和欧盟的救助计
划，批准向陷于主权债务危机的希腊提供２２亿欧元（约合３９.６亿美元）贷
款。
根据ＩＭＦ发布的声明，这笔资金是ＩＭＦ与欧盟达成的救助希腊方案的一
部分，该方案要求希腊执行严格的财政紧缩计划。由于希腊未能完成削减赤字和
结构改革目标，这笔原本应于９月份发放的贷款被拖延至今。
ＩＭＦ与欧盟去年达成了总额为１１００亿欧元的希腊救助计划，ＩＭＦ在
这项计划中将共出资３００亿欧元。最新的一笔资金是ＩＭＦ对这项计划完成第
五次评估后获得执行董事会批准发放的。
希腊联合政府通过 2012 年预算案
希腊联合政府 12 月 7 日通过严格的 2012 年预算,以增税和减支寻求达成降
低债务的目标.但数个小时之前,抗议人群在议场外与警察爆发冲突.
三个支持总理帕帕季莫斯的党一致力挺这项预算.方案中包括极不受欢迎但
却必要的减支举措,藉以向国外借款机构展现希腊正努力整顿财政.
"成功落实这项预算的话,将可恢复希腊的国际信用,创造拯救经济的条件,"帕
帕季莫斯对国会议员说.
不过其中一位保守党派的领袖 Antonis Samaras 明白表示,他之所以支持本案
仅着眼于让希腊免于违约,他誓言如果赢得预计在明年 2 月举行的大选,那麽他将
放缓增税并刺激经济成长.
Samaras 所属的新民主党被外界看好可能赢得明年大选,但无法跨过绝对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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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的门槛.
希腊财长 Evangelos Venizelos 对议员说,该国下周将在雅典持续和民间债权
人就特定条款进行协商.
希腊经济今年料将萎缩逾 5%,连续第四年呈现衰退.政府预估明年国内生产
总值(GDP)将更进一步下滑 2.8%.
预算案的目标是将赤字减至相当于 GDP 的 5.4%,今年约为 9%.并在开始支付
利息之前产生预算盈余--这是降低希腊债务的重要步骤.
英国央行引入新流动性应急工具
英国银行 12 月 6 日称将引入应急流动性工具，以应对“金融市场持续遭受的
显著压力”。该措施称作“延长抵押品定期回购工具（Extended Collateral Term
Repo）”，用于缓解市场上短期英镑紧缺引发的金融稳定性风险。
英国央行称，虽然市面上还没出现英镑短期紧缺，但是如果这种情况出现，
上述工具可以允许银行把最大范围的抵押品进行拍卖来增加英镑流动性，从而提
高银行的灵活性。
英国央行拟加强管理银行分红制度
英国央行日前宣布，正准备就银行业的分红制度推出新的监管措施。此举被
业界解读为将会令英国银行业过往不受控制的分红制度划上句号。
英国央行警告说，将会考虑改变目前的花红计算方法，而此前该行已经对英
国银行业今年的花红分配进行了强制性限制，以便令银行的资产负债表足以应付
欧洲债务危机。
统计显示，英国银行业去年的分红高达 67 亿英镑，业内人士估计，今年的
分红将会降至 42 亿英镑。
英重大诈骗案检察局称企业合情合理的公关活动不追究
英国重大诈骗案检察局局长阿尔德曼日前表示，针对跨国企业营商规范的英
国《反贿赂法》自今年７月１日生效以来，关于此法将冲击企业正常请客招待等
公关活动的担忧被夸大了。
阿尔德曼说，英国企业在外经商或跨国企业在英国经营，合情合理的请客吃
饭、请客户看体育比赛等公关活动完全合法，不会遭到调查起诉。而且，英国重
大诈骗案检察局绝不会阻碍好的、合法的投资。
阿尔德曼介绍，重大诈骗案检察局成立于２５年前，负责查处最复杂的经济
犯罪案件，尤其是涉及海外腐败的案件。该局的运作独立于英国政府之外，阿尔
德曼本人通过总检察长，向英国议会负责，总检察长不能干涉他的决定。
英国重大诈骗案检察局既负责调查腐败案件，也负责起诉相关人员。该局拥
有约３００名工作人员，包括５０名律师和１２７名查案人员等，每年预算开支
约合３．６亿元人民币。今年以来，该局被赋予执行《反贿赂法》而广受关注。
英国《反贿赂法》一经推出就引发全球商界和舆论的关注。有报道称，新法
将迫使所有与英国有生意往来的各国企业，重新考虑守法策略及商业行为。有企
业担心宴请客户吃一顿大餐或请人看体育比赛，均可能被视为贿赂行为而遭到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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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
阿尔德曼说，企业请客招待只要“合情合理”，而非“铺张盛大”，就不会违法。
如果请客户看体育比赛或者奥运会比赛，或者请客户吃顿大餐，这是发展商业关
系的合情方式。但是，若把客户请到私人岛屿呆上一个月，或者把客户及其家人
安排到市区最豪华的酒店住上一个月，还给了对方数百万花销，这显然违法。“我
认为每个人都知道这其中的巨大差异，企业也完全明白。”
阿尔德曼说，通过铺张的招待并因此赢得商业合同，就是违法。另外，新法
也明确反对所谓“好处费”，比如为让货物更快通关而付给相关人员费用，这也是
行贿，以往的英国法律也禁止“好处费”。
阿尔德曼介绍说，对比《反贿赂法》生效前后英国司法环境的差异，最大的
不同有两点：
一是有一项针对企业的罪名，如果某个企业没能防止其员工的贿赂行为，不
管这些行为发生在世界上任何地方，那么这个企业就违反了《反贿赂法》，除非
该企业能证明其内部拥有足够的防范贿赂的程序。
第二，这项罪名针对的不仅是英国公司，还包括任何与英国有商业联系的外
国公司，包括与英国有贸易往来、在英国设有办公室或其他活动等。阿尔德曼承
认，这是《反贿赂法》面对的一个巨大挑战。此外，若英国公司在世界上任何地
方涉嫌贿赂，都将遭到该局查处。
阿尔德曼解释了多个假设情形。若某国与英国有商业往来的公司，被揭露出
在其国内贿赂，它也违反了英国《反贿赂法》
，但英国重大诈骗案检察局不会介
入，因为这是该国反贪部门的事务。若该国的公司在第三国涉嫌行贿，且赢得商
业合同，而参与竞争的英国公司因此未能拿到合同，英方将会介入调查。
阿尔德曼否认《反贿赂法》会在英国经济当前不景气的情况下阻碍外国投资。
他说，新法有利于经济增长，有助于提升好公司的竞争力。很多公司都欢迎这部
法律，督促它们在内部建立反贿赂的程序和企业文化。
爱尔兰公布 16 亿欧元征税方案
爱尔兰财政部长迈克尔·努南１２月６日在议会公布了政府明年加征１６亿
欧元税收的方案，以降低爱尔兰财政赤字水准。
努南说，根据这一方案，除所得税和社会保险税不上调外，明年１月１日起
上调机动车税；增值税由当前的２１％上调至２３％；碳排放税由当前的每吨１
５欧元上调至２０欧元；资本利得税由当前的２５％上调至３０％；存款利息保
留税由当前的２７％上调至３０％。此外，每包香烟加征０．２５欧元的消费税；
在正式引入物业税前，暂对每户家庭征收１００欧元的住户税。
努南还说，今年财政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预计将降到１０．１％，明
年将降到８．６％。
为实现到２０１５年将财政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降到３％的减赤目
标，爱尔兰将在明年推行更为严厉的财政紧缩措施。目前，爱尔兰政府一年的财
政缺口约为１６０亿欧元。
爱尔兰总理恩达·肯尼４日晚发表全国电视讲话，表明在明年的财政预算案
中政府在削减２２亿欧元公共支出的同时，通过调高增值税等间接税税率以增加
１６亿欧元财政收入。爱尔兰公共支出与改革部长布伦丹·豪林５日在议会发表
讲话时公布了爱尔兰明年削减公共支出的方案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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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公布全面节支举措
意大利总理蒙蒂 12 月 4 日公布 300 亿欧元的节支举措,其中包括加税和提高
退休年龄,以稳定意大利脆弱的财政并避免危机席卷整个欧元区.
该举措将以单一的紧急命令颁布生效,之後再由国会正式批准.意大利此前面
临日益升高的压力,要求其采取全面性举措来重振对这个欧元区第三大经济体的
信心.
这项节支计划分成 2012-14 年 200 亿欧元预算方案,以及进一步 100 亿欧元的
举措,以提振经济成长.
采行该节支举措对重建意大利在金融市场的信誉至关重要,因上任中间偏右
派政府的前总理贝卢斯科尼没有信守承诺.
工会表示,该节支举措将严重打击穷困的工人和退休人士.但蒙蒂的计划看来
并没有遭遇政治对手强力反对的迹象.
意大利经济部副部长格雷利(Vittorio Grilli)说,这项 300 亿欧元节支方案中约
有 120 亿-130 亿欧元来自减支,其余则来自增税.
节支举措也包括在 2018 年之前将男性及女性的最低退休年龄提高至 66 岁,
并提供奖励鼓励员工工作到 70 岁.
新税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一项新增的房地产税,意大利地方政府协会主管
Graziano Delrio 说,该项房地产税可筹得约 100 亿-110 亿欧元.
明年 9 月起加值税(增值税)可能提高 2 个百分点,诸如游艇和部分高油耗汽车
车之类的奢侈品也将被课以新税.
这项节支措施也删减了一些地方政府的职能,以减少行政成本.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下调今明两年俄经济增长预期
据报道，正在俄罗斯访问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代表尤哈·凯赫宁１２月８日
表示，该组织将今年俄罗斯经济增长预期从此前的４．３％下调至４．１％，将
明年俄经济增长预期从此前的４．１％下调至３．５％。
尤哈·凯赫宁说，由于欧债危机可能进一步恶化和国际油价出现下滑，俄罗
斯经济增长速度将放缓。
他同时警告，欧债危机可能导致全球经济下滑，使能源和原材料价格走低、
银行资金流动性出现短缺。在此情况下，经济增长主要依赖油气出口的俄罗斯应
该提前制订反危机计划。
凯赫宁同时表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计俄罗斯今年通货膨胀率为７％左
右。这与俄政府的预期相符。
今年１１月底，俄经济发展部将今年经济增长预期从４.１％上调至
４．２％，并表示不排除全年经济增幅达到４．５％的可能性。
俄罗斯面临资本外逃
近悉，今年以来，俄罗斯已有 640 亿美元资本外流，而经济学家说，接下来
几个月，随着总理普京(Vladimir Putin)所在的统一俄罗斯党在议会选举中的疲弱
表现加剧政治上的不确定性，资本外逃趋势可能还会加强。
财政部长西卢安诺夫(Anton Siluanov)12 月 5 日晚间说，预计 2011 年资本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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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出量将超过 850 亿美元。这种情况被归咎于担心政府重组的欧洲银行和俄罗斯
富人。
谁将成为俄罗斯下一任总统？财长做出这种悲观预测的同时，惠誉评级
(Fitch Ratings)也对俄罗斯政治上的不确定性发出警示。之前一天，杜马选举结束，
普京所在的统俄党得票率不足 50%。普京 12 月 6 日预计，在定于明年 3 月举行
的总统选举之后，政府将有认真的、大规模的人事调整。预计普京仍可轻松赢得
总统选举。
法 国 巴 黎 银 行 (BNP Paribas) 驻 莫 斯 科 首 席 经 济 学 家 泽 普 里 亚 娃 (Julia
Tsepliaeva)说，目前人们不知道明年哪些官员还在，哪些官员不在；如果某个商
人或企业跟某位官员有安排，这种不确定性可能会导致他们把资本转移到国外。
今年的资本外逃打压了俄罗斯卢布。尽管俄罗斯今年的平均石油价格高于以
往任何年头，但卢布汇率较今年峰值已贬值 15%以上。在希腊等欧元区国家引发
债务恐慌、欧洲银行希望进一步获得流动性之际，裕信(UniCredit SpA)在莫斯科
的子公司在今年第三季度向俄罗斯以外的银行至少发放了 55 亿美元的贷款，其
中包括给裕信其他子公司的贷款。除了政治因素以外，如果石油价格大幅下跌，
或欧洲债务危机恶化，那么流出莫斯科的资金可能还会更多。
苏格兰皇家银行(Royal Bank of Scotland)新兴市场负责人阿什(Tim Ash)说，
俄罗斯领导人需要有远见，俄罗斯除了稳定或现状以外，还需要有更多的东西；
如果没有实实在在的改革，即使油价不降，资本也会继续外流。
但市场观察者曾提出疑问：面对得票率的下降，普京是将启动新的改革，还
是将对经济、政治进程加强控制？
阿什说，如果明年油价稳定在当前水平，资本会以当前速度继续外逃。阿尔
法银行(Alfa Bank)首席经济学家奥尔洛娃(Natalia Orlova)说，她预计 2012 年的外
流量将至少达到 400 亿美元，但考虑到杜马选举可能有的后续影响，这个数字可
能过低。
但有些经济学家预计，到明年下半，随着新政府结构变得明朗起来，资本流
动将会转为净流入。
法国巴黎银行的泽普里亚娃说，如果企业在政府当中有足够的人脉，它们在
俄罗斯可以挣到在其他地方挣不到的钱。
欧盟一致同意应对伊朗实施石油禁运
欧盟(European Union)能源专员 Gunther Oettinger12 月 6 日在出席世界石油大
会(World Petroleum Congress)的间隙表示，欧盟同意应寻求禁止从伊朗进口石油，
并将寻求其他大国对此的支持。
Oettinger 表示，欧盟委员会及欧盟各成员国认为，欧洲对伊朗的石油禁运将
对其他国家实施禁运起到鼓舞作用。
Oettinger 表示，石油禁运是对伊朗制裁的一项重要手段，但欧盟应与美国、
俄罗斯及其他国家联手实施这一政策；参与的国家多多益善。
印度政府暂停向外资开放多品牌零售业
１２月７日,一个由印度所有党派参加的会议通过决议，在达成共识之前，
暂停向外资进一步开放国内零售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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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财政部长穆克吉随后在议会发表声明说：“将暂停允许外资在印度多品
牌零售业最多持有５１％股权的决定，直到与各利益相关方协商后达成共识。”
穆克吉没有说明重新启动这一决定的具体时间，但强调利益相关方包括各政
党和各邦首席部长。他说，如果没有各邦政府的参与，新的零售业外资政策不可
能得到实施。
印度内阁会议１１月２５日通过进一步向外资开放零售业的决定，外资在多
品牌零售领域板块最多可持有５１％的股权，同时把外资对单一品牌零售板块持
股上限由５１％提高至１００％。
这一决定被视为近年来印度最大的改革举措，受到外国零售巨头和国内零售
业及商业界的欢迎，但遭到反对党和联合政府盟友的激烈反对，议会冬季会议连
日来陷入瘫痪。
数据显示，在印度规模达４５００亿美元的零售业市场中，有组织零售业仅
占６％，３５％至４０％的水果和蔬菜以及１０％的粮食在流通过程中被浪费，
农民农产品售价仅占终端售价的三分之一。
越南明年将继续加强宏观经济调控
越南政府总理阮晋勇１２月６日在出席援助越南咨询机构２０１１年度会
议时表示，越南政府２０１２年将继续加强宏观经济调控，实施稳健的经济发展
战略，继续有效治理通货膨胀。
阮晋勇说，通过今年采取的一系列调控政策，越南的宏观经济发展总体保持
稳定增长，通胀速度得到有效控制。今年越南的消费者价格指数预计上涨１８％，
政府将努力通过实施稳健的财政和货币政策，争取把明年的通胀率控制在９％以
下，继续保持越南盾汇率的稳定。
他表示，越南政府重视国际援助机构对促进越南经济社会发展提出的建设性
意见，将进一步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越南承诺更有效地使用国际援助款项，
政府将集中指导有关部门加快官方发展援助资金的使用进度和效率。
韩国经济面临多种挑战
近悉，在欧债危机持续发酵、美国经济低迷的大背景下，韩国经济困难重重。
有分析指出，韩国正面临出口大幅下滑、内需加速萎缩和实体经济恶化等一系列
问题，经济增长前景令人担忧。
韩国三星经济研究所表示，受全球经济不景气影响，韩国明年出口增幅将明
显放缓。韩国全国经济人联合会的调查结果显示，８０％的受访专家预测，明年
韩国出口环境将比今年严峻，尤其对美国的出口环境大幅恶化，这将影响韩国经
济增长。
韩国央行数据显示，韩国今年１０月出口额同比增长８．０％，增幅为２０
０９年１０月以来最低；进口规模同比增长１５．６％，为２００９年１０月以
来最低。韩国进出口均呈大幅下滑趋势。韩国央行行长金仲秀说，受外部环境恶
化影响，韩国明年经常项目顺差规模可能低于预期的１７０亿美元。
三星经济研究所还表示，内需萎缩将是影响明年韩国经济的最大不利因素。
从消费看，消费不足趋势开始显现。数据显示，今年１０月韩国百货商店销售额
同比仅增长３．１％，为２００９年４月以来最低增幅，而且低迷状况仍在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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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表示，随着物价持续走高，韩国人手头也变得越来越紧，尤其是收入最低的
２０％人群，今年第三季度这类人群的家庭收支赤字占收入比例高达５９．３％。
同时，受欧债危机影响，明年新增就业岗位将大幅减少。随着就业形势恶化，国
内消费会逐渐萎缩，从而给经济增长带来负面影响。
巨大的家庭和企业负债规模也是导致内需市场萎缩的主要原因。数据显示，
截至６月底，韩国民营企业、国营企业、政府、家庭以及非营利机构负债总额达
３２８３万亿韩元（约合２．９２万亿美元）
，若韩国今年名义国内生产总值达
到１２６７万亿韩元（约合１．１３万亿美元）的预期值，负债规模将达到名义
国内生产总值的２．５倍以上。许多专家表示，负债规模已超出安全线，高额负
债阻碍内需市场复苏，而且债务人的偿还能力也日益减弱。
此外，实体经济恶化也成为影响韩国经济增长的因素。数据显示，韩国１０
月工业生产总值环比下跌０．７％，经济同步指数和先行指数也出现环比下降。
受消费信心不足影响，韩国汽车厂商内销总量已连续两个月呈下跌趋势。
韩国开发研究院前不久将韩国经济明年增长预期从４．３％下调至３．８％，
另两家研究机构更降至３．６％。大韩商工会议所的统计显示，约六成韩国企业
认为韩国明年经济增长率或低于３．５％，政府有必要提防新一轮经济低迷的来
临。
但也有机构持较为乐观的态度。汇丰银行亚洲经济研究部认为，虽然韩国明
年经济增速将放缓，但从贸易顺差、基准利率、银行健全度和存贷款比率等指标
看，韩国抵抗外部冲击的能力已提升，明年韩国经济不会恶化到２００８年国际
金融危机爆发时的程度，更不会陷入经济衰退。
韩国央行也表示，受外部经济环境恶化影响韩国出口增幅将会收窄，但韩国
对中国等亚洲国家的出口将继续保持良好增长势头。
投资分析点评
▲江西省规划建设五大煤炭储备基地
江西省能源局相关负责人日前介绍，江西省已规划在九江、赣州等地建设五
大煤炭储备基地，以破解江西长期存在的“煤荒”之忧。
这五大煤炭储备基地分别为：位于湖口县的神华国华九江煤炭储备（中转）
发电一体化项目，总投资约３００亿元，规划建设年吞吐量２０００万吨煤炭储
备（中转）基地和６台１００万千瓦燃煤发电机组；位于九江市的江西煤炭储备
基地，总投资１０亿元，动态储煤能力为每年２６０万吨；位于安源区的赣西煤
炭储备基地，总投资３．０７亿元，设计年动态处理能力５００万吨。此外，还
包括中电投计划在九江建立的煤炭储配基地，以及国电中能国际在南昌经开区投
资约３０亿元兴建的电煤储备基地。这些项目今年年底将陆续开工建设。
据了解，江西省煤炭资源人均占有量约为全国平均水平的１１％，大量煤炭
需从省外购入。由于运距长、调运困难，煤炭供应或运输任何一个环节趋紧就易
导致能源风险。通过建设煤炭储备基地，将有助于发挥救急、调剂、调配的作用，
帮助江西解决“煤荒”之忧。
▲山东钢铁拟将一半产能向沿海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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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悉，作为全国钢铁产业结构调整的唯一试点省份，重组整合后的山东钢铁
集团将结构调整定调为“突出沿海、优化内陆”，着力推进产业布局优化调整，建
设沿海钢铁精品基地和低碳经济示范项目。“十二五”末，沿海钢铁产能将占山东
钢铁总产能一半左右。
按照山东钢铁产业结构调整方案，“十二五”期间，山东省钢铁产能将压缩１
０００万吨以上，总规模控制在５０００万吨；沿海钢铁产能比重提高到４３％
以上，高档钢材比例达到３０％以上；钢铁冶炼企业数量由目前的２１家减少至
５家到６家。
作为钢铁产业结构调整试点的主体，山东钢铁集团将致力于布局优化，促进
企业由粗放经营向集约经营、由低端产品向高端产品、由内陆布局向沿海布局、
由分散发展向集中发展的转变，实现低能耗、低排放、高效益、可持续发展。
向沿海进行产能转移，将成为山东试点工作的重头戏。日照港是国内条件最
好的深水良港之一，交通运输、水电供应等基础设施完备，拥有３０万吨级矿石
专业泊位和我国靠泊能力最大的煤炭专用泊位，矿石、煤炭直接入厂，可大幅度
降低物流运输成本，提高与日韩等国际大钢铁企业的竞争能力。
加快日照钢铁精品基地建设，是山东优化钢铁产业布局的关键棋子。日照市
市长李同道说，目前，山东钢铁集团与日照钢铁集团已签订重组协议，资产评估
等阶段性任务已经完成，有关精品钢基地项目的选址、港口、用海、用地及水电
路规划已有序展开。
▲深超光电公司投产中国首条低温多晶硅液晶面板 5 代线
１２月６日，国内首条、全球第二条低温多晶硅（ＬＴＰＳ）液晶面板５代
线在深圳正式投产，标志着中国平板显示器产业迈入了高端显示产品生产供应行
列。
深超光电（深圳）有限公司低温多晶硅液晶面板项目总顾问孙月卫介绍，低
温多晶硅显示器已经成为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等高端数码产品的必要显示部件。
与非结晶硅产品相比，低温多晶硅显示器具有高分辨率、高亮度的优势，并兼具
低功耗、抗电磁干扰、轻薄便携等特点，但其制造工艺也更复杂、技术难度更高。
而作为国内首条、全球第二条低温多晶硅液晶面板５代生产线，与前几代生产线
相比，其具有单块液晶面板面积更大、成本更低的优势。
深超光电（深圳）有限公司成立于２００４年，主要从事高端平板显示器的
研发、设计、测试及制造，是国家、广东省和深圳市重点扶持的高科技企业。
▲中石化将向煤化工项目投资 210 亿元
中石化集团未具名管理人士 12 月 7 日称，该公司将投资人民币 210 亿元（约
合 33 亿美元）与河南省成立煤化工合资公司。
分析师认为，中石化集团的这一投资计划旨在降低对进口原油的依赖。该公
司需要进口原油用作化工产品的原料。
中石化集团和河南省政府将分别持有该甲醇制烯烃项目 51%和 49%的权益。
上述管理人士称，合资公司的烯烃年产能将达到 180 万吨。
烯烃通常被用于衣用纺织品、家装及汽车内饰。
据称，中石化集团还将持有该公司与河南省合资的煤制甲醇合资公司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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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权益，但具体的投资额尚未确定。
▲KKR 宣布投资中国服饰控股有限公司
Kohlberg Kravis Roberts &； Co. L.P. 12 月 5 日宣布，由其管理的专注于投
资中国市场的 KKR 中国成长基金已于近日与中国服饰控股有限公司（简称中国
服饰）正式签署协议，将向这家男装零售龙头企业投资 6 千万美元。同时，KKR
也成为中国服饰此次首次公开招股的基石投资者。
中国服饰是一家专注于男装设计、生产和销售的领军企业，其在中国业务发
展迅速。该公司旗下拥有多个国际知名男士休闲服装品牌在中国的特许经营权和
品牌使用权，包括 JEEP、圣大保罗（Santa Barbara Polo &； Racquet Club）和
伦敦雾（London Fog）等。在过去的三年中，中国服饰已建立广泛的销售网络，
超过一千家零售店遍及中国。
▲华平 2.1 亿美元投资海通证券 H 股 IPO
美国华平投资集团 12 月 4 日宣布，决定作为基石投资者参与海通证券的全
球发售并承诺投资 2.1 亿美元。
海通证券可能通过此次 IPO 筹资约 17 亿美元，并定于 12 月 15 日在香港交
易所上市，募集资金将用于在海外成立或收购证券相关机构以及充实运营资本。
华平相关负责人表示，此次对海通证券的投资是华平向中国企业所做的最大
单笔投资之一，也是华平作为基石投资者首次参与中国金融机构的上市发行。
华平成立于 1966 年，已募集了 13 支私募股权基金，在位于 30 多个国家的
650 多家企业中投资了逾 400 亿美元。华平旗下管理超过 300 亿美元的资产，当
前的投资组合拥有超过 125 家公司，这些公司在所处发展阶段、行业领域和地理
分布上高度多元化。
▲三星电子寻求在中国建立先进芯片生产厂
三星电子(Samsung Electronics Co.,)12 月 6 日表示，该公司正在寻求政府批
准其在中国建立一个新的闪存生产厂，以满足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的强劲需求。
若计划获得韩国和中国两国政府批准，这将是三星电子在中国的首个半导体制造
基地。
三星此举凸显了资本密集型的内存行业竞争日益加剧的形势。中国较低的生
产成本，以及中国政府鼓励外商投资该行业的意愿吸引了许多公司在中国投资建
厂。
产品线贯穿半导体、电视机和智能手机等多个领域的三星电子在中国拥有后
端测试和组装线，但因为担心技术转让问题，该公司过去一直未在韩国以外地区
建立高科技的生产厂。如果韩国政府批准了其在中国建厂的计划（同时也需获得
中国政府批准），那么这家新工厂将成为三星在韩国以外的第二个芯片生产厂；
第一个位于美国得克萨斯州奥斯汀。
三星电子称，其已向韩国知识经济部(Ministry of Knowledge Economy)提交
了在华建厂申请，而且该公司将力争在明年开工建设并于 2013 年投产。
这个工厂将生产 NAND 闪存。三星称，公司计划使用 20 纳米级以下的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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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星还称，将开始与中国政府展开磋商以确定厂址。
▲谷歌将投资 3 亿美元在香港建设数据中心
互联网巨头谷歌(Google Inc., GOOG) 12 月 8 日称，将投资 3 亿美元在香港
建设一个数据中心，并预计将招聘 25 名全职员工。
谷歌亚洲硬件业务主管 Simon Chang 表示，该公司正加紧建设步伐，争取让
该数据中心尽早投入运营，以满足该地区迅速增长的数据需求，当前的目标是让
该数据中心在 2013 年初上线。
这 3 亿美元投资包括土地、建设和技术设备的成本。
▲中国民营企业尝试结盟迈出国际化步伐
据悉，由２４名中国民营企业家组成的商业投资考察团１２月７日抵达荷兰
进行商务考察，寻求拓展国际市场的商机。
来自荷兰经济部、荷兰外商投资局以及著名荷兰本土企业的代表向考察团成
员介绍了在荷兰进行投资的优势以及优良的商务环境等，并带领考察团参观了位
于阿姆斯特丹世界贸易中心的企业孵化器等机构。荷兰外商投资局高级官员雷
内·范莱恩说，荷兰不仅具有极佳的物流优势、发达的金融体系和多方位的产业
优势，而且中荷双边经贸历经多年快速发展，“荷兰对中资企业具有独特的吸引
力”。
考察团成员包括爱国者数码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冯军以及爱国者国际化联
盟的会员企业家。考察团多位成员透露，此次结盟考察英国、丹麦、荷兰和比利
时，是希望能够整合自身资源，寻求合适的贸易伙伴，以便尽快迈出国际化的第
一步。
统计数据显示，过去四年，投资荷兰的中国企业数量年均增加２７％，目前
有近２００家中国企业在荷兰设立运营机构。

经营管理
企业改革动态
▲《福布斯》公布 2015 年最可能消失品牌
《福布斯》12 月 5 日公布了 2015 年最可能消失的品牌的调查，其中柯达、
黑莓等大品牌均居前列。
没有人对柯达排在首位感到很吃惊，这是因为它长期很差劲的发展战略，“没
有任何前景”并“没有采取任何改变措施”。
对于 Netflix(提供 CD 租赁的美国知名公司)，《福布斯》认为，他们不知道
顾客的真正需求和自己想要什么，这是一个悲哀。调查对美国邮政的评价是“效
率低下和过时”。
很明显，该调查没有帮助这些知名品牌理清它们为何会慢慢失去公众的信
赖。
据哈佛媒介组织做的一个小民调显示，大多数人并不在乎知名品牌消失，即
使这个消失量达到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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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要消失知名品牌榜：柯达、美国邮政、黑莓、西尔斯。
《福布斯》解读了五大品牌衰落原因：
一是对消费者的需求缺乏清楚的认识。在这方面做得成功的有努德斯特伦、
亚马逊、迪斯尼等公司，它们提供的顾客体验往往是一条龙式服务。
二是面对行业竞争和环境压力，缺乏创新。尽管苹果公司为顾客建立了高端
的体验吧，但我们仍对英国零售商特易购的模式印象深刻，它几乎是自助式结账、
“俱乐部”式概念商店、网店的先驱。
三是定价失误、价格机制不灵敏。例如加入不明确或不合理的收费。相反，
美国西南航空为顺应顾客意愿和市场，就不收取行业标准的行李运费。
四是低下的管理效率和过时的商业模式。美国 ZipCar 公司便是这方面的成
功者，它取代传统的汽车租赁方式，为城镇居民提供了一种基于客户需求的汽车
股权分配方式。
五是落后于数字革新的脚步。这方面的成功例子如美国 streaming 公司，利
用 NBC/Hulu 视频、Spotify 音乐、
《纽约时报》、手机应用程序等媒体将红十字会
联系起来，以便紧急筹款。
▲网易考虑将"购物搜索"业务独立运营
据报道，在百度一家独大的中国互联网搜索市场,其它业者正冀望避开与其
正面交锋,而以新的路径破局.中国老牌互联网公司网易高级副总裁周枫 12 月 6
日表示,公司正考虑将旗下购物搜索业务独立运营,以期在该细分搜索市场夺得先
机.
网易运营着搜索引擎业务"有道搜索",仅有少量市场份额,"购物搜索"目前是"
有道搜索"主页上的分类搜索栏目之一.在该栏目上搜索商品,会显示相关的价格
比较、产品参数和用户的点评等信息.
有道搜索今年推出了一款名为"购物助手"的浏览器比价工具.安装该插件後,
当用户浏览商品页面时,"购物助手"会自动提示多家网上商城正在出售的相同商
品的报价.
"购物助手这款产品只是一个尝试,今後我们还会有更多办法降低用户使用
购物搜索的门槛."周枫说.
网易并不是唯一将目光投向垂直搜索市场的中国互联网公司.今年,中国最大
的商子商务企业--阿里巴巴集团将旗下原来的淘宝业务一拆为三,其中之一为专
注于购物搜索的网站"一淘网".阿里巴巴 11 月初还宣布,将向"一淘网"投资 10 亿元
人民币,目的之一在於让一淘网成为商家面向消费者的"最佳通道".百度现时在中
国搜索市场独占鳌头,有约八成的市场份额.
▲阿里巴巴将推出新社交网络服务
中国电子商务公司阿里巴巴集团(Alibaba Group Holding Ltd.)发言人 12 月 2
日表示，该公司正在对一款名为“来往”的新社交网络服务产品进行正式投放市场
前的内测。
目前尚不清楚上述服务何时向公众开放以及该服务将具备哪些特质。该公司
发言人拒绝透露相关细节。
“来往”将连接个人电脑和手机端，支持谷歌(Google Inc.'s, GOOG)的 Android
和苹果公司(Apple Inc., AAPL)的移动操作系统客户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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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里巴巴集团旗下运营着淘宝商城(Taobao Mall)和阿里巴巴网络有限公司
(Alibaba.com Ltd., 1688.HK)等顶级中国电子商务网站。雅虎(Yahoo Inc., YHOO)
持有阿里巴巴集团约 40%的股权。
▲科力远放弃收购鸿源稀土
科力远 12 月 1 日发布股票复牌公告称，公司拟计划收购稀土加工企业益阳
鸿源稀土有限责任公司的全部股权。但鉴于近期稀土价格波动较大，未来稀土价
格走势不明，本次重大资产购买参与各方就标的资产未来盈利水平无法做出准确
预测，对标的资产估值的具体金额无法做出准确判断，未能达成一致意见。
科力远曾于 8 月 23 日刊登重大资产重组停牌公告表示，湖南科力远新能源
股份有限公司拟召开董事会审议重大资产重组预案。
鸿源稀土系中国南方规模较大的稀土材料生产出口基地之一，集南，北方稀
土分离冶炼技术优势，稀土材料深加工，科研为一体。公司拥有稀土年产能 3500
吨(REO 计)，稀土金属材料 600 吨。鸿源稀土为商务部认定的全国 31 家稀土出
口企业之一。
▲北京保障性住房建设投资中心获准注册 20 亿元定向工具
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 12 月 7 日公告称,北京市保障性住房建设投资中
心获准注册发行非公开定向债券融资工具(定向工具),额度为 20 亿元人民币.所募
资金用于约定的两个纳入北京市 2011 年保障房建设规划项目.
北京保障住房建设投资中心的上述注册额度自通知下发之日起两年内有效.
银行间债券市场交易商协会今年上半年推出的定向工具,是指向银行间市场
特定机构投资人发行债务融资工具,并在特定机构投资人范围内流通转让.发行主
体为非金融企业.
此前有报道称,北京市保障性住房建设投资中心於今年 6 月末揭牌.为北京市
国资委下属一级全民所有制企业,注册资本金为 100 亿元,全部由市财政以货币形
式一次性完成注资.
该投资中心定位为北京市政府实现保障性住房发展目标的建设、收购、运营
平台,具体负责市级统筹公共租赁住房项目的融资、建设收购和运营管理,收购其
他社会单位建设的公共租赁住房项目,受市政府委托建设并出售定向安置房等.
▲大唐集团组建我国第一家煤制天然气工程研究中心
近日，辽宁大唐国际阜新煤制天然气公司获辽宁省发改委批准组建“辽宁省
煤制天然气工程研究中心”。这是我国第一家煤制天然气工程方面的研究中心。
阜新煤制天然气公司是集研发、生产、营销为一体的煤制天然气专业化公司，
项目总投资 245.7 亿元，是我国第 3 个经国家发改委核准的煤制天然气项目，占
地面积为 354.35 公顷，是全国煤化工示范项目、阜新煤化工产业基地的首个项
目，同时也是辽宁省近年来单项投资额最大的项目和阜新老工业基地经济转型的
标志性工程。
该项目以大唐集团公司蒙东地区丰富的褐煤资源为依托，通过煤、电、化一
体化的建设模式，采用固定床加压气化技术、低温甲醇洗净化技术、甲烷化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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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成熟可靠的生产工艺，建设大型天然气生产装置，并同步建设至沈阳、阜新、
铁岭等辽中城市群 344 公里（其中至沈阳 111 公里）的天然气输送管道，最终实
现清洁能源生产的新途径。
今年 4 月，该公司成功获批成为辽宁省企业博士后科研基地，这是国内煤制
天然气行业第一家企业博士后科研基地。
▲道达尔公司中国总代表换帅
据悉，全球第五大国际石油公司道达尔的中国区总代表近日易人，新上任的
中国区总代表努北堂（Bertrand de La Noue)接替已在中国工作 6 年的戴杰（Jacques
de Boisseson)，成为道达尔（中国）公司的新任总代表和董事长，戴杰离任后将
赴莫斯科为道达尔（俄罗斯）工作。
努北堂在道达尔已供职 26 年，之前曾出任道达尔美国区董事长和首席执行
官，随后在道达尔总部担任负责投资者关系的副总裁。此番出任中国区首代，努
北堂表示，道达尔和中国石油公司在很多方面都可以开展国内和国际合作，特别
有潜力的合作方向是天然气、LNG、非常规和深海油气资源的勘探开发领域，以
及炼油项目。目前，道达尔与中国石油企业在一些海外项目建立了合作关系，项
目分布于伊拉克、尼日利亚、加拿大、卡塔尔、安哥拉、也门和乌干达等地。
努北堂说，6 年前道达尔中国的业务量比较小，并且勘探、炼油、石化等业
务单元分散，但经过 6 年的发展，道达尔现已整合了上下游各项业务。
▲默沙东公司在北京新建亚洲研发总部
据悉，默沙东公司 12 月 6 日宣布，该公司在中国北京成立亚洲研发总部，
致力于开展创新型药物的研发工作。未来 5 年，该公司承诺投资 15 亿美元用于
在华研发，新研发中心正是其中的一部分。
新研发中心位于北京快速扩张的科技园区望京公园。一期工程预计将于
2014 年前竣工，预计届时将有约 600 名员工在此研发中心从事药物研发、转化
型研究、临床开发、监管事务与外部科研项目等工作。
默沙东公司致力于开展广泛的疾病疗法研究，其中包括中国越来越常见的心
血管疾病与糖尿病。该公司的全球科研战略注重保持深厚的内部治疗区域与核心
治疗区域的功能性专业知识，同时开展战略合作，对外部创新加以利用。
默沙东公司还在上海开设了默沙东中国商业总部，并在中国其他地区设有制
造工厂。
默沙东公司是世界著名的跨国制药企业，总部设于美国新泽西州（在美国名
为默克公司），全球雇员超过 63，000 人。
▲中国商务部批准雀巢收购徐福记 60%股权
新加坡上市的糖果生产商徐福记国际集团(Hsu Fu Chi International Ltd.,
AS5.SG) 12 月 7 日表示，中国商务部已批准雀巢公司(Nestle SA, NESN.VX)以
17 亿美元收购其 60%股权的交易。
总部位于广东东莞的徐福记由来自台湾的徐氏家族创立，该家族仍持有徐福
记较多股权。根据收购协议，徐氏家族将间接持有雀巢未收购的徐福记剩余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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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权。
雀巢计划将徐福记从新加坡交易所摘牌。徐福记表示，将另外公布摘牌时间。
▲雀巢、达能关闭在华部分生产厂
近悉，日益激烈的本地市场竞争正迫使全球两大食品企业雀巢(Nestlé)和达
能(Danone)调整在华业务模式。在中国内地拥有三家冰淇淋工厂的雀巢将关闭其
中一家，并减少在上海的零售业务，转而将重点放在中国利润率更高的市场和在
家庭以外——例如餐厅——的销售。法国的达能将暂停上海工厂的生产，把精力
集中在更高端的产品上。
雀巢冰淇淋业务主管赫尔福·卡特林(Hervé Cathelin)表示，上海工厂的业绩未
能达到内部预期，关闭这家工厂预示着采购和业务模式将出现变化。他说：“我
们可能把注意力放在某几种品牌和产品上，因为我们不用再支持上海的生产了。”
根据 Euromonitor 的数据，过去 5 年，两家市场领军企业——内蒙古伊利实
业集团公司和中国蒙牛乳业有限公司——在规模为 300 亿元人民币 (合 47 亿美
元)国内冰淇淋市场的占有率一直大幅上升，分别达到 17%和 15%，而雀巢的市
场份额一直停留在 3%左右。
▲沃尔沃同意与东风成立合资公司
消息人士 12 月 7 日称，瑞典卡车生产商沃尔沃已经同意与东风汽车 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成立一家商用车合资公司。东风将持有合资公司 55%的股份，沃尔沃
将持有余下 45%的股份；该合资公司计划于明年成立。
该人士说，作为促成此事的关键第三方，日产汽车将从东风中重卡商用车领
域全面撤资，而作为回报，东风将支持英菲尼迪和雷诺的相继国产。目前日产汽
车与东风拥有一个对半持股的合资公司、生产商用和乘用车。
▲上海电气与西门子成立两家风电合资公司
上海电气 12 月 8 日晚发布公告称，公司与西门子（中国）有限公司 12 月 8
日签署了《建立中外合资经营企业的合资经营合同》，双方同意合资成立上海电
气风能有限公司（下称上海电气风能）和智翔风力发电设备上海有限公司（下称
智翔风电设备）两家公司。两家合资公司的业务有所不同，上海电气风能主要业
务为风电设备销售，而智翔风电设备主要业务为风电设备生产与研发。
上海电气风能注册资本 104,006,046 欧元，其中上海电气现金出资 53,043,083
欧元，占 51%股权；西门子中国现金出资 50,962,963 欧元，占 49%股权。
智翔风电设备是上海电气通过在原西门子风力发电设备有限公司增资改名
而来的。西门子风力发电设备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500 万欧元，双方同意将注册资
本增至 6082 万欧元，其中上海电气出资 31,022,344 欧元，增资完成后，西门子
风力发电设备有限公司将更名为智翔风电设备上海有限公司，其中上海电气持股
51%，西门子持股 49%。
对于成立合资公司的原因，上海电气解释称，2011 年以来，国内风电产业
竞争日趋激烈，风电产品市场价格呈现下跌局面，为应对可能带来的压力，公司
拟通过与西门子集团在风电业务领域的战略合作，引进先进的风机技术、管理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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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质量体系，安全、快捷地发展海上风电项目，迅速跻身高端风机市场，进一
步提高公司风电业务的核心竞争能力，成为国内领先的风机设备供应商。
▲中国一家银行将取代庞大集团成萨博股东
据消息人士 12 月 4 日透露，瑞典汽车生产商萨博的母公司——Swedish
Automobile 与浙江青年莲花汽车有限公司就中国一家银行收购萨博股权达成一
致。
根据新协议，这家银行将取代庞大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青年汽车联手
救援萨博汽车。浙江青年莲花和该银行对萨博的持股比例总和不超过 50%。
此举或有助于为通用批准该协议铺路。通用依然持有萨博的优先股，该公司
稍早拒绝了庞大与青年汽车的联手援助计划。通用曾在 11 月份表示，如果浙江
青年莲花与庞大成功收购萨博，通用将不再向萨博提供该公司的技术和零件。
过去一年，萨博危机不断。因拖欠薪水和贷款，萨博在最近数月中未生产一
辆汽车。
新计划已提交给通用。
▲大众拟在新疆建新厂
消息人士 12 月 7 日称，欧洲最大的汽车生产商--德国大众汽车计划在中国
新疆开设一间新工厂，目前正在进行深入的谈判。
大众汽车发言人回应表示，该公司一直考虑在中国新建工厂的可能性。中国
乘用车市场料继续发展。"因此我们一直与地方政府和中国合资企业伙伴保持联
络，"该发言人称，但拒绝给出任何细节。
消息人士说，大众的新工厂将坐落在新疆首府乌鲁木齐，生产中型车。
中德合资企业上海大众在该厂的首期投资将约为 2.3 亿欧元。
大众目前与一汽轿车和上海汽车合作，在中国运营九家工厂，年生产能力总
计 190 万辆。
▲中国石化与韩国 SK 集团签署战略合作谅解备忘录
日前，中国石化与韩国 SK 集团在北京签署战略合作谅解备忘录。据此，双
方将继续探讨合作投资武汉 80 万吨/年乙烯项目，并在目前合作基础上，进一步
扩大合作范围，提升战略合作关系。
2004 年，双方按 50:50 的比例在上海合资建设了 6 万吨/年特种溶剂油装置，
目前合资公司运行顺利。该项目总投资为 2650 万美元，采用 SK 公司的
“SolplusTM”工艺技术，生产脱芳烃溶剂、特殊溶剂类及其它溶剂类共 15 种产品。
▲国开行在香港设立公司进行海外投资活动
中国国家开发银行 12 月 6 日称，
已在香港设立 CDB International Holdings Ltd.
进行离岸投资活动。
国家开发银行表示，CDB International Holdings 已与私募股权投资公司 TPG
Inc.、KKR 和 Permira，以及香港上市房地产企业新世界发展建立战略伙伴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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旨在参与海外直接投资及资产管理。
▲合兴集团 35 亿港元收购吉野家
据报道，曾经想要在香港挂牌上市的中港吉野家，12 月 2 日决定借壳上市。
市值约 2 亿港元的合兴集团 12 月 1 日宣布以总代价 34.75 亿元的可换股证券向
大股东洪氏家族收购在内地经营吉野家快餐连锁店及 DQ 冰激凌连锁店的全部
股本。
不过面对内地吉野家盈利增长有放缓迹象，合兴食品集团总裁洪明基回应对
今年全年业绩有信心。在市场不稳定环境下，洪明基也承认面临巨大成本上升压
力。他希望向农民直接采购，不再通过多间供应商，来降低成本。
▲台北富邦银行在苏州设立代表处
台北富邦银行苏州代表处１２月５日落户苏州工业园区，并将于一年后申请
升格为分行。
台北富邦银行是台湾地区的大型商业银行之一，隶属富邦金控旗下。富邦金
控是目前台湾金融界布局大陆市场较完整的金控企业之一。台北富邦银行苏州代
表处相关负责人称，此举意味着富邦金控“分行策略”进驻苏州市场迈出了第一
步。
苏州工业园区近年来打造金融集聚区，各类金融、准金融机构加快进驻，日
本瑞穗银行、韩国国民银行等皆在此开业，台骏国际租赁公司、台湾新光集团旗
下新光租赁（苏州）有限公司等于近期落户该区。
▲谷歌计划推出快速配送服务抗衡亚马逊
据知情人士 12 月 2 日透露，互联网搜索巨头谷歌正在与主要零售商和配送
商展开磋商，计划推出一项服务，使消费者能够在网上购物，并且在多支付一笔
很少的费用后就能够在提交订单后一天内收到所买的商品。
此举有望令谷歌与亚马逊刚刚展开的竞争进一步升级。而业内专家则说，这
样做可能有风险。亚马逊推出的年费为 79 美元的 Amazon Prime 计划大获成功。
这项计划向购物者提供亚马逊网站上的很多商品的快速配送服务，而无需支付额
外费用。受这一计划的推动，今年前九个月，该公司的销售额增长了 42%。
长期以来，这两家公司之间的竞争对大部分消费者来说都是隐形的。谷歌专
注于互联网搜索，而亚马逊则专注于向消费者销售各种商品并送货上门。
不过，两家公司都在近期开始涉足数字媒体销售业务。过去几年来，亚马逊
大力宣传 Kindle 电纸书。这款电纸书和亚马逊新推出的 Kindle Fire 平板电脑推
动了该公司海量数字图书和其他媒体的需求大幅增长。过去一年中，谷歌开始通
过直接向消费者销售包括电子书在内的数字媒体挑战亚马逊。
与此同时，亚马逊已经成为产品搜索的一个目的地，很多网络购物者最先在
亚马逊网站上进行搜索，而不是通过谷歌搜索。
如果推出快速配送系统，谷歌也将与 eBay 形成竞争关系。过去一年中，eBay
收购了多家向零售商提供库存清单系统及产品储存和配送服务的公司。谷歌还可
能与 Shoprunner Inc.展开竞争。该公司为一批大型零售商运营着一个快速配送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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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与亚马逊的 Amazon Prime 计划类似），其中包括 Toys 'R' Us Inc.和 American
Eagle Outfitters Inc.。
▲SAP 靠收购续拓云端电脑
全球最大型的企业管理软件公司 SAP 12 月 3 日宣布斥现金 34 亿美元买入云
端电脑公司 Success Factors，以加强与甲骨文在云端电脑方面的竞争。
加州公司 Sucess Factors 主要业务是开发管理员工表现软件。
所谓云端电脑，是指可以让客户透过网络取得和租借软件，而不需要自行安
装软件的服务。SAP 在宣传这项服务时，强调这是把资料中心外判的一个稳妥途
径，并可以减少客户对电脑软件的依赖。
六周前，甲骨文同意斥 15 亿美元，买入另一家云端电脑公司 RightNow
Technologies。业内人士认为，对于 SAP 来说，这是十分重要的一招，在上一代，
SAP 在人力资源方面的软件，例如计算工资方面，是不错的服务，但在新世代，
较重要的是，已是员工的表现和人才的管理。
Success Factors 现时有员工超过 3500 人，全球 168 个国家中有订户 1500 万。
▲美国达美航空购入巴西第二大航空公司股份
巴西市场占有率排名第二的戈尔航空公司（ＧＯＬ）日前宣布，已同美国达
美航空公司签署了一份协议，后者将出资１亿美元购入戈尔公司股票。
戈尔公司表示将以发行美国存托凭证的方式向达美公司发行优先股。戈尔公
司同意达美派出１名代表进入戈尔的董事会，达美方面则承诺不在未经戈尔公司
同意的情况下增持戈尔的股票。
达美此次购入戈尔公司的股份只能是少数股，因为巴西法律不允许外资占有
本土航空企业超过５０％的股份。
戈尔航空公司成立于２０００年，是一家面向大众的廉价航空公司。２００
７年，戈尔并购了曾经辉煌一时但其后因经营不善面临倒闭的巴西航空公司。今
年１０月份的最新统计显示，戈尔航空以３７.１％的市场占有率在巴西国内排
名第二，仅次于天马航空公司。
达美航空公司成立于１９２８年，总部位于美国亚特兰大，是目前全球规模
最大的航空公司之一。
▲巴菲特 156 亿购太阳能电场
美国股神巴菲特的中美洲能源控股公司（MidAmerican Energy）12 月 7 日同
意，斥资 20 亿美元（约 156 亿港元）购入南加州一个太阳能电场项目。
该 电 场 项 目 名 为 Topaz Solar Farm ， 将 是 全 球 其 中 一 个 最 大 的 光 伏
（Photovoltaic）发电厂，但有关的条款详情并未公开。该项目的原来持有人为亚
利桑那州的 First Solar 公司。
▲三星设立 2 亿美元资金库应对与苹果专利纠纷
三星 CEO 崔志成 12 月 6 日证实，三星已经拿出 2 亿美元资金专门应对与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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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公司 2012 年可能展开的法律纠纷。
今年以来，苹果与三星展开一系列近 30 项专利权纷争，战场蔓延到法国、
美国、荷兰、澳大利亚、韩国、日本、德国等全球十几个国家。
迄今为止，双方互有胜负。荷兰、德国、澳大利亚先后临时宣布禁售三星平
板电脑，而在美国苹果则遭到败诉，三星将继续出售自己的产品。
目前三星正在法国巴黎起诉苹果公司，要求对 iPhone 4S 采取临时禁售措施，
因为 iphone4S 侵犯了三星享有的部分专利权。
值得一提的是，此前 11 月 9 日，苹果公司前高级副总裁杰伊·埃利奥特曾表
示，三星和苹果的专利之争将找到共识点，达成妥协。
▲奥林巴斯公司高管将集体“下课”
日本奥林巴斯光学工业公司社长高山修一１２月７日表示，公司管理层将在
妥善处理财报修订等应急事项后全体辞任，并将就隐瞒巨额投资亏损一事对大约
７０名企业干部展开听证调查。
负责调查这一丑闻的第三方委员会１２月６日公布调查报告称，奥林巴斯隐
瞒了自上世纪９０年代以来总计１１７７亿日元（约合１５亿美元）的投资亏损，
包括公司几任社长在内的多名高管涉嫌参与隐瞒行动。高山修一７日在东京举行
新闻发布会，对上述调查报告作出详尽回应。
高山修一说，公司将成立由律师组成的责任调查委员会，主要调查和追究涉
嫌参与隐瞒事项的董事等高管责任，调查对象将包括大约７０名企业干部以及相
关审计公司。此外，奥林巴斯还将考虑以涉嫌违反《金融商品交易法》等罪名，
对前社长菊川刚等管理层提起刑事检举。
高山修一在会上说，菊川刚在任社长期间的“一言堂”经营管理体制是长期隐
瞒亏损事件的主要因素。他强调，奥林巴斯将汲取教训，改革企业文化和管理机
制，主要措施包括设立由第三方人士组成的经营改革委员会、对外招聘公司高管
等。
根据相关规定，奥林巴斯必须在截至１２月１４日期间内向金融监管机构提
交２０１１财年上半年（４月－９月）财报，否则将在东京证券交易所面临“摘
牌”风险。此外，奥林巴斯还将对最近５年的财报作出修订。
对于英国籍前社长迈克尔·伍德福德有意重返奥林巴斯的举动，高山修一表
示将拥立公司内部人士与伍德福德竞争社长职位。
今年１０月，就任奥林巴斯社长仅半年的伍德福德因准备追查隐瞒亏损事
宜，被菊川刚主导的公司董事会迅速解除了社长职务。伍德福德随后向美、英、
日等国证券交易监管部门和新闻媒体曝光此事，致使奥林巴斯“隐瞒门”东窗事
发。伍德福德有意在明年２月以后召开的奥林巴斯临时股东大会上角逐社长职
位。
▲我国企业亟待加强诚信建设
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工业经济联合会会长李毅中１２月３日在
中国女企业家协会举办的“２０１１年优秀女企业家高峰论坛”上指出，我国企业
亟待加强诚信建设，增强社会责任感。
李毅中指出，近年来，我国工业行业、企业整体素质和竞争力不断增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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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水平得到了较大提升，成为世界最大的工业品制造国和出口国。但也要看到，
工业发展中出现的能源资源过度消耗、生态环境污染和产品质量、生产安全等问
题依然严峻；在建立诚信规范的市场秩序、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建立企业内部
的和谐劳动关系等方面仍有不少突出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给经济发展和社会进
步带来了危害，也有悖于企业的诚信和社会责任。推进行业和企业切实履行社会
责任，对于企业健康成长、对于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建立和谐社会、促进经
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就工业行业、企业如何推进诚信建设，履行社会责任的有关问题，李毅中指
出，首先要坚持政府指导、行业推动、企业实施、社会参与，调动各方面的积极
性。要建立政府、行业、企业、社会“四位一体”、多元共促的社会责任推进格局。
政府部门要发挥指导职能，行业协会要发挥行业自律、体系建设、督促引导的推
动作用，企业是社会责任最主要的实施主体，社会公众和新闻媒体是推进企业诚
信履责的重要力量。
同时，要抓住关键领域和薄弱环节，准确把握和有效应对行业企业社会责任
热点、难点问题。探索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有效方式，提升行业、企业社会责任
管理实践水平。近年来，不少企业在加强内部诚信体系建设的基础上，主动向社
会发布履行社会责任报告，公开企业经营活动，主动向社会庄重承诺，取得员工
和社会的监督支持。一些协会也相继组织举办社会责任报告发布会，旨在为企业
提供社会责任工作展示和交流平台，建立信息披露制度，提升履责能力和水平，
促进企业和经济社会共同发展。
家族企业传承需要“首席情感官”
INSEAD 商学院创业领导力教授、温德尔国际家族企业研究中心主任兰德
尔·卡洛克( Randel Carlock )认为，情感因素在家族企业扮演很重要的角色，管理
者必须了解如何应对。在卡洛克看来，这不只是情感的认知问题，这里指的是融
合专业精神的情感素养。与其他企业一样，家族企业要做业务规划，但同时他们
也要做家族事务规划，诸如培养家族成员的参与感和使命感;建立称职的董事会;
建立有效的家族理事会。如何应对好这些挑战不仅对家族企业，对整个经济都是
至关重要的。
家族企业的管理者不仅要当好“首席执行官”(ChiefExecutive Office)，而且要
当好“首席情感官”(ChiefEmotional Officer)，虽然企业名册上还没有这样的头衔。
目前，家族掌控的企业遍及全球，从零售业、银行业到时尚业和汽车业。研究表
明，从主要衡量指标，比如股票市值和股本回报等方面看，家族企业的表现一般
胜过公众持股的公司。更重要的是，在当今不确定的经济环境下，家族企业为经
济发展和就业撑起了大半江山。这是因为，家族企业一般把家族和企业看成长远
的事业来经营。
全球家族企业网络 FBN(Family Business Network)执行理事奥利弗·利车夫茨
(Olivier de Richoufftz)指出，对家族企业所有者来说，企业代表一切：不仅是他
们的家传和财富，也代表了家族的名声和荣誉。因此，他们对员工、对社会有更
强的使命感，他们的角色不仅是企业家，也是社会和经济发展的重要一员。
在法国，有超过 250 家大型上市公司由家族掌控。在中国内地、香港和新加
坡的很多上市公司也是如此。在德国，主要由私人拥有的中小型企业作为国家经
济支柱的作用是众所周知的。在意大利的布雷西亚和贝加莫市，家族企业支撑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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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城市的经济。在美国，像沃尔玛、Target 和福特这样的大品牌也是以家族企
业起家。在英国，根据 2008 年家族企业研究所(Institute for FamilyBusiness)出版
的报告显示，家族企业提供了 950 万个职位，占私营环节大约 38%营业总额及
42%的就业机会。而在澳大利亚，十分之一的家族企业年营业总额达到澳币 5000
万。
从某种程度上看，家族企业占优势是合乎常理的，大部分公司的发展何尝不
是有赖于某个企业家独到的眼光呢?不过，家族企业也有许多挑战，其中企业所
有权从第二代到第三代甚至第四代的传承问题最具挑战。卡洛克说，通常情况下，
家族企业有着健全的商业战略，不过却往往忽视了家族传承规划，直到家族成员
之间发生冲突时才不得不面对。
谁将领导企业走向未来?家族股东有哪些权利和责任?只有当家族成员对员
工聘用和人才资源长期投资等方面的策略达成共识，企业才无需仅依赖某位强人
领导，而通过策略的持续性来确保企业的永续发展。
I N S E A D 商学院 1 9 9 3 年 MBA 毕业生，同时也是 Romav 集团董事长的
迪帕克·古普塔(Deepak Gupta)作为家族企业第三代继承人，已开始为有效传承制
定计划。Romav 集团总部在新加坡，是一家集船运、房地产和私人股等六个公
司为一体的企业集团。通常情况下，企业传承到第三代就慢慢没落了。居安思危，
他已经着手培养自己年幼的孩子，以待日后委以接班之重任。但他称：“我不会
仿效老一辈的做法(指的是自己年幼时连假期也得和家人在办公室渡过)。我会让
我的孩子们慢慢接触业务，了解业务，让他们做出自己的选择。”
相较之下，传承失败的例子不胜枚举。其中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掌控包括《华
尔街日报》在内的道琼斯出版集团长达 105 年的班克劳夫(Bancroft)家族。与先
辈相比，年轻一代的班克劳夫家族成员缺乏内部沟通，他们倚仗前人成功创建的
品牌价值，对企业疏于掌控。他们把权力下放给非家族成员，自己则安于坐享其
成。到了 2000 年中期，弊病百出的管理加上美国报业的困境使公司雪上加霜并
开始走向没落。2007 年，传媒大亨鲁珀特·默多克(RupertMurdoch)抓准时机，提
出惊人的收购价，经过几个月拉锯式的谈判，班克劳夫家族成员不得不吞下苦果，
黯然接受被收购的命运。

信息化建设
物联网“十二五”规划着力培育百家骨干企业
据悉，
《物联网“十二五”发展规划》日前已经正式印发。
《规划》明确，将加
大财税支持力度，增加物联网发展专项资金规模，加大产业化专项等对物联网的
投入比重，鼓励民资、外资投入物联网领域。此外，要积极发挥中央国有资本经
营预算的作用，支持中央企业在安全生产、交通运输、农林业等领域开展物联网
应用示范。落实国家支持高新技术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税收政策，支持
物联网产业发展。
根据《规划》
，到 2015 年，我国要在核心技术研发与产业化、关键标准研究
与制定、产业链条建立与完善、重大应用示范与推广等方面取得显著成效，初步
形成创新驱动、应用牵引、协同发展、安全可控的物联网发展格局。
具体来看，要攻克一批物联网核心关键技术，在感知、传输、处理、应用等
技术领域取得 500 项以上重要研究成果；研究制定 200 项以上国家和行业标准；
推动建设一批示范企业、重点实验室、工程中心等创新载体，为形成持续创新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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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奠定基础。同时，要形成较为完善的物联网产业链，培育和发展 10 个产业聚
集区，100 家以上骨干企业，一批“专、精、特、新”的中小企业，建设一批覆盖
面广、支撑力强的公共服务平台，初步形成门类齐全、布局合理、结构优化的物
联网产业体系。
《规划》还提出，到 2015 年，物联网要在经济和社会发展领域广泛应用，
在重点行业和重点领域应用水平明显提高，形成较为成熟的、可持续发展的运营
模式，在 10 个重点领域完成一批应用示范工程，力争实现规模化应用。
软件业“十二五”末收入将突破 4 万亿
工信部近日印发《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十二五”发展规划》，规划明确了
“十二五”的发展思路和发展目标，确定了 10 项发展重点和 8 项重大工程。而据
业界预计，到 2015 年，我国软件行业收入将突破 4 万亿元，年均增长 25%以上，
出口突破 600 亿美元。
规划提出，以培育龙头企业为抓手，提升行业核心竞争力。进一步优化产业
发展环境，提高产业发展质量和水平，完善产业链，培育一批有实力和影响力的
行业领先企业。同时，以国家重大专项和电子发展基金为抓手，扎实提升技术能
力，支持云计算、物联网、移动互联网等新兴技术研发和产业化，建立以企业为
主体的高效的产业创新体系。
此外，规划还提出梳理重点行业，确定每个行业的龙头企业，以与世界级企
业同台竞技为目标，准确定位，找出差距，制定有针对性的发展目标。同时，综
合运用政策、规划、标准、资金、项目等措施，全方位、多角度持续支持龙头企
业做大做强。此外，地方行业主管部门要引导优势企业兼并重组整合，实施大企
业战略、品牌战略、知识产权战略和标准化战略，培育龙头骨干企业。
中央财政将补贴地方推广数字图书馆
据报道，作为文化体制改革的一部分，加快公共文化服务建设亦被提上日程。
12 月 1 日，文化部、财政部正式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公共数字文化建设的指
导意见》（下称《指导意见》
），将文化共享工程、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和公共电
子阅览室建设计划作为公共数字文化建设的重点实施内容，要求各地在制度设
计、资源整合、服务机制上进一步完善。
《指导意见》明确要求各地将数字文化建设纳入当地政府文化发展规划和公
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由中央财政设立专项资金，对三大公共数字文化惠民工程
建设所需经费予以补助。
文化共享工程的建设始于 2002 年起。主要的运作方式，是将文化资源进行
数字化加工整合，通过互联网、卫星、电视、手机等，依托各级图书馆、文化站
等公共文化设施，在全国范围内实现共建共享。官方提供的数据显示，截至 2010
年底，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已建成 1 个国家中心，33 个省级分中心，在
95%的县、67%的乡镇建立支中心和服务点，累计为 9.6 亿人次提供了服务。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则旨在建设覆盖全国的数字图书馆虚拟网、互联互通
的数字图书馆系统平台和海量分布式数字资源库群，形成完整的数字图书馆标准
规范体系，并借助全媒体提供数字文化服务。截至 2010 年底，国家图书馆的数
字资源总量已达到 480TB，官方的目标则是在 2015 年达到 1000TB，全国各级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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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馆的资源总量达到 10000TB。
公共电子阅览室是“十二五”期间的重点建设目标，
官方设定的目标是在 2015
年底全面覆盖所有乡镇和街道、社区。主要做法是在各级文化机构，图书馆、文
化馆里设置公共电子阅览室，为低收入群体网民、农民工提供免费上网场所。
尽管官方设定的目标良好，但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的使用效率、服务模式却不
尽如人意。例如已在九省市试点推开的公共电子阅览室，大多成为了普通市民的
“免费网吧”。重庆市大足县的电子阅览室便遭到市民投诉，称其已成为“黑网吧”，
不仅收费，且通宵营业，90%的上网者都是中小学生，在此打游戏、视频聊天。
新闻出版总署要求加快推进数字出版产业规划项目实施
新闻出版总署党组成员、副署长孙寿山日前在新闻出版总署工作务虚会上就
明年数字出版工作提出明确要求:“今年的数字出版工作稳步推进，网络出版管理
得到加强，重大工程项目相继启动，标准化工作取得了新进展。明年要进一步加
快推进数字出版产业规划项目实施，以推动数字出版产业实现跨越式发展。”
孙寿山指出，明年是数字出版产业加快发展的重要一年，要重点在加快推进
数字出版产业规划实施、加快推进传统出版向数字出版转型、加快推进重大工程
和重点项目实施这三方面抓好落实。
在谈到加快推进数字出版产业规划实施时，他表示，要按照“六个一批”的要
求，加快组织一批重大工程，实施一批重大项目，研发一批重大技术，开发一批
重点产品，培育一批龙头企业，打造一批知名品牌；要结合产业发展实际，认真
梳理数字出版的形态和品种，不断推出示范典型，鼓励、启发企业不断创新；要
抓准产业发展切入点，在建立数字内容传播新体系、加快内容资源整合、关键技
术研发、重大项目建设等方面取得重点突破。
孙寿山强调，传统出版要进一步加快向数字出版转型。他说，目前我国报刊、
图书出版单位的数字化转型还处于起步阶段，要通过政策扶持和项目资助加大引
导传统出版单位向数字化转型的力度，要将报刊、图书出版单位数字化出版产品
的比例、收益的比例纳入考核标准，要牢牢把握出版单位享有的专有出版权，要
坚定不移地推动纸介质出版物的数字化转换，要引导推动大型出版传媒集团建设
大型综合性出版物投送平台和内容资源投送平台，同时推动中小专业出版单位建
设专业知识资源数据库，推动中小出版单位联合同类出版单位建立专业化内容投
送平台、开发特色产品。
部分企业以云计算为名行圈地之实
近悉，2011 年以来中国云计算产业获得迅速发展，投资日趋活跃，各地的
云计算产业园、云计算数据中心等如雨后春笋般揭牌成立。然而值得关注的是，
一些云计算中心只是被当作形象工程，甚至于部分企业更是“以云计算为名行圈
地之实”。对此，专家表示，发展云计算产业要加强宏观规划布局，特别是在当
前起步阶段首先要完善云计算生态链建设，探索商业模式，推进云计算应用，而
不是片面把云计算当作圈钱圈地的工具。
云计算园区“遍地开花”
云计算作为国家“十二五”期间大力发展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之一，被认为具有
广阔市场前景。赛迪顾问发布的《中国云计算产业发展白皮书》预计，到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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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中国云计算市场规模将达 606.78 亿元。“十二五”期间，我国云计算产业链
规模可达 7500 亿至 1 万亿人民币。
面对“钱景诱人”的云计算产业，近两年来各地政府纷纷加大政策扶持力度，
许多城市涌现出云计算投资热潮，争相斥巨资打造各种规模庞大的云计算产业
园、云计算数据中心。
北京、上海等众多一线城市已将云计算作为重点发展的产业之一。北京市发
布“祥云工程”计划，云计算服务将形成 500 亿元产业规模，带动云计算产业链形
成 2000 亿元产值。上海市颁布云海计划，三年内培育 10 家在国内年经营收入超
过亿元的云计算企业，推动百家软件和信息服务业企业向云计算服务转型，带动
信息服务业新增经营收入千亿元。
今年 4 月 6 日，重庆“两江国际云计算中心”正式开建，两江国际云计算中心
总建筑面积 207 万平方米，计划总投资 400 亿元。重庆市的规划目标是，将打造
一个产值上千亿元规模的云计算基地，成为全球数据开发和处理中心。
除此之外，云计算在国内其他多个城市也都呈现炙手可热态势。近日，内蒙
古自治区政府和中国移动签约，中国移动计划在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建设云
计算基地，项目前两期总投资规模超过 120 亿元。兰州市政府与浪潮集团签订建
设云计算西北中心、发展云计算产业战略合作协议，根据协议，浪潮集团将在五
年内投资 20 亿元。河北涿州宣布要投资 50 亿元建立云计算基地……据不完全统
计，目前国内已有 30 多个省市自治区已经提出或业已制定云计算发展计划。
专业研究机构 IDC 认为，2011 年中国的云计算服务市场规模较前一年将有
接近 50%的增长。这主要是由多方面因素带动：中央政府推出一系列产业扶植政
策，明确表明对云计算市场的扶植；云计算试点城市的规划将促使各城市之间进
行竞争，进一步推动地方政府的云计算投资；电信运营商和第三方数据中心对云
计算加大投资力度。
产业虚热引发泡沫隐忧
不容忽视的是，在当前各地建造云计算园区、云计算产业基地热潮中，很多
地方投巨资建成的所谓“云”系统，目前资源利用效率却非常低，云计算中心几乎
成为形象工程。另外，部分数据中心并没有提供实在的服务，而是在规模和硬件
设备上大做文章，存在炒作和圈地的嫌疑。
据业内人士介绍，目前国内云计算产业虚热之下已渐显泡沫隐忧。部分城市
和企业都是在跑马圈地，烧钱无数。很多打着云旗号的中小 IT 企业，更多像附
庸风雅。而另一方面，很多企业在应用的时候也没有找到立足之本。
针对当前国内云计算产业现状，微软全球资深副总裁、微软亚太研发集团主
席张亚勤日前表示，云计算作为一种新的架构和产品服务，的确在国内存在着一
些虚热和泡沫。很多地方花费巨资建数据中心，却没有任何具体应用。另外，尽
管大家都在讲云计算，但真正研究产品以及落地的却很少，可以说是“雷声大，
雨点小”。
据万国数据服务有限公司产品研发与技术副总裁江焕新介绍，围绕云计算当
前业界有各种各样的观点、产品和解决方案，各种政府云、教育云、测试云、园
区云、医疗云更是层出不穷。但在这个生态系统中鱼龙混杂，不少是借助云计算
概念仍然从事着原先的产品推销，以至于有人认为云计算或将和不少 IT 概念一
样昙花一现。
SAP 全球高级副总裁芮祥麟近期同样表示，目前中国许多地方都在造“云”，
但在这方面要避免重复投资以及资源浪费现象。“现在的问题是大家只看到有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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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东西，比如说去圈地、建房、买设备，与此同时却忽略了在这些设施上究竟要
提供什么样的应用和 IT 服务。”
面对当前国内部分地方以云计算为名行圈地之实的现象，中国工程院院士李
德毅近日公开指责，不少地方政府虽然将云计算定义为战略性新兴产业，但依然
是采用原始的征地、盖房子和招商引资，将云计算搞成第二个房地产。“云计算
本身是一种绿色计算，不是比规模、比设备、比厂房，发展云计算决不能变成简
单的圈钱圈地。”
将应用落地是云计算之关键
赛迪顾问发布的中国云计算产业发展报告认为，我国应牢牢抓住云计算战略
性机遇，重构中国在全球 IT 产业格局的地位。其中要准确把握云计算本质，严
防利益群体利用云计算圈钱圈地；着力试点示范，由点到面推进云计算全国统筹
规划布局；突出资源整合能力，主抓有国际竞争力的龙头企业，形成行业应用示
范。
在专家看来，推进云计算产业发展，目前要对产业进行合理有序引导，要控
制个别地方已经出现的投资过猛状况，努力解决阻碍云计算发展的重点问题，在
市场、能源资源、网络设施等方面采取倾斜政策。另外，云计算产业的健康发展，
离不开政策推动，也离不开企业的各种创新应用。云计算要在中国市场取得成功，
其关键是要将应用落地，让用户真正体验到云计算带来的便利。
“政府对云计算产业的指导和推动作用非常重要，但是不应以购买大量基础
设施为目的，而是要帮助云计算服务提供商探索云计算的商业运营方向。”IDC
中国企业级系统与软件研究部助理研究总监崔轶然指出，云计算产业要成功，一
方面取决于政府在某些行业的推动力度，另一方面则取决于这个云计算产业链的
生态系统是否健康。
崔轶然认为，中小企业是推动中国云计算发展的主要驱动因素之一。当前，
应用推广是云计算发展面临的主要挑战，帮助最终用户将云计算平台与企业传统
应用如 ERP 等结合起来，是云计算落地能否成功的关键因素。

企业信息员园地
提高管控水平 防范财务风险
特约信息员：盐城市企业联合会、盐城市企业家协会 王协忠
二 OO 八年的金融危机前后，以及当前美国欧盟国家的财务危机，我国采取
了相应的金融紧缩措施，加之原材料、价格上涨、人工成本上升，人民币升值，
国际国内通货膨胀，相当一部分中小企业资金链绷得很紧，甚至断裂。我们从防
范财务风险入手，进行了调查，提出如下建议。
一、中小企业面临财务风险类型
一般所说的财务风险是指企业的各种经营活动中，在内部环境或者外部难以
预期因素的共同作用之下而有可能导致财务系统偏离了预期有目标。财务活动的
结果通常包括财务活动成果（收益）和财务状况（偿债、营运、获利能力）这两
个部分。金融危机中小企业财务风险具体表现为负债风险、投资风险、资金回收
风险、资金使用风险以及政策和价格的风险。
二、金融危机中小企业财务风险发生的主要原因
（一）企业主与财务人员的风险意识不强决策失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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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主与中小企业财务人员的财务意识淡薄、基本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
包括时间、风险价值和边际、机会成本等财务观念淡薄，没有财务目标最优化的
概念；另一方面是中小企业对会计与财务的职责认识、分工不清，没有根据公司
的实际情况来管理财务，面仅仅只是靠着主观的意愿来进行财务决策，并且没有
经过科学的可行性的分析，因此失误的决策容易导致财务关系混乱。
（二）企业资本结构不合理
任何企业的发展和壮大都离不开负债，但是在金融危机时期，大部分的中小
企业的资产负债率过高。各个运营阶段所运用的资金占企业全部资金的比例不合
理，负债巨大、有的甚至借民间高利贷，资不抵债等现象一直都存在着。中小企
业对于资金的使用都缺乏周详的规划，有的连月度收支平平衡打算都没有，对于
日常资金缺乏有效的管理制度，又由于中小企业举债的规模过大、方式欠缺合理，
经常出现拆东墙补西墙，举新债还旧债的被动局面，这样使财务危机越发突出。
（三）内部调控制度不完善
任何的风险都是客观存在的，关键是看企业怎么样利用自身的资源。在金融
危机时期，中小企业无法正确的评估自身劣势，存在着内部控制体系不健全，监
管部门的约束机制不到位等弊端。
在金融危机下国家的宏观政策发生变化，特别是受金融危机的影响产品市场价格
发生了剧烈变动，会导致中小企业运行的各环节受到巨大影响。而中小企业的内
部控制系统相对而言是比较落后的，使得企业在这样不利的环境下，没法评估风
险，也无法采取应对的措施，只会给企业增加财务风险。
（四）国家宏观政策的变化
由于政府对中小型企业的扶持相对较弱。尽管近年来国家多次调整存款准备
金率和银行的贷款利率，并且加大退税的力度来缓解企业的资金周转，但是由于
金融危机的破坏较大，要恢复到之前的理想的状态，还是有一定的距离的。例如
银行存款下降，银行无钱可放，开具承兑汇票，手续费很高，甚至企业取付本企
业在银行的存款都要拖延时间。
三、中小企业财务风险防范对象
（一）强化中小企业的风险意识
要提高中小企业的财务风险意识和整体的化解风险能力，中小企业就必须要
时刻的关注世界经济的走向，密切的关注国家产业政策、市场供需关系变化、财
税货币政策，防止由于中小企业财务成本不规律波动大和资金链的中断而发生的
财务危机。
1、管理层方面应对企业的投资资金流、筹资资金流、经营资金流以及成本
等方面有可能发生的负面的效果进行深入的分析，并提出相应的解决方式。
2、在采购物资方面，应该和供应商保持着良好的合作关系来保证原材料的
供应可以相对的稳定。
3、在营运生产方面，要依靠科技和管理创新来降低企业的生产成本，不断
发掘新的品种，优化其品种结构，增加产品价值。
4、在销售方面，必须重视产销的衔接，以销定产。金融危机后必须及时的
调整企业的营销策略，积极开拓新渠道。
此外，必须加速货款的回收，加强其业务的整合，从整体上提高企业抗风险能力。
（二）建立有效的风险预警机制
企业必须建立财务风险预警体系，这是一种成本低廉的诊断工具，通过财务风险
指标体系，用来预知财务风险，来分析企业的实际财务运行数据，及时的向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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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汇报相关的风险，以便做出预防风险的决策。财务风险预警系统运用财务风险
的各项指标对财务数据进行有效的分析、观察、计算、监督，及时的调整财务活
动，控制风险，来保证企业的正常的运营。并且在财务风险发生之后，用财务风
险的分析资料来作为依据，制定出后续的风险管理计划。企业在做企业的一些重
大决策的时候，除了考虑到能获得的收益之外，还要考虑到所要承担的风险，利
用有效的风险预防机制来分析财务风险的原因和危害，运用适当的方式提出相应
的控制管理措施，在财务风险发生之前及时的防范。
（三）加强企业的内部管理制度
加强企业内部管理，首先要分清内部财务间的各种关系，确定各个不同部门
在中小企业财务管理体系中扮演一个怎么样的角色，承担着什么样的职能。尽量
做到各个部门之间的权责分明、各司其职；实施岗位内部牵制制度，对于不相容
的岗位要相互分离、相互制约。建立回避制度，例如会计负责人的直系亲属不得
担任公司的出纳人员等等。
其次，在考虑到各方面利益的同时必须重视利益的分配，使各方对财务管理
产生积极性，做到责任、权利、利益的统一，使得中小企业内部的财务管理相对
清楚。并且定期对财务管理人员进行培训，不断地提高管理人员的专业性。
（四）优化企业的资本结构
预防财务风险的一个关键的方式就是优化企业的资本结构，一般可以通过调整负
债与权益资本的比例，使之有利于资本收益率的提高，保证企业健康的发展。中
小企业在企业运营过程中仅仅关注负债率是不够的，更要考虑到负债的结构和与
长期负债匹配的问题。特别要重视投资现金流、筹资现金流与经营现金流的匹配
及在不同时期的比例风险，要高度重视造血功能经营现金流的分析，一是建立原
材料价值与销售收入比重的分析制度、定价分析制度；二是落实发货与回款的责
任；三是建立企业按旬、月度资金收支平衡制度与报表,落实相应责任，规避相
应的财务风险，使得债务在企业中发挥最大的效用。中小企业还可以根据客户的
资信状况进行不同信用标准的制定，降低发生坏账的可能性。特别在后金融危机
期间，企业要谨慎地对有隶属关系、投资关系或关联企业提供资信担保。
（五）强化内部监控制度
强化中小企业内部的监控制度包括强化会计控制职能，即必须严格执行会计
法律法规、真实的反应会计信息，保证会计核算的合法合规、避免由于财务数据
失真而引发的财务风险；另一方面要加强中小企业的内部审计，保证内审机构的
独立性，使其独立于其他经营管理部门。对中小企业的会计核算和财务管理活动
进行再监督，对其他的控制进行再控制，构筑企业第二道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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