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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企：中國仍有更多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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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籍潮安的林若是改革開放後，繼習仲勳、任仲夷之後的第三
位廣東掌舵人。他曾就讀於中山大學文學院，後加入東江縱隊，從
廣東基層逐步走上領導崗位。

林若為人謙和可親，但在推行改革開放上卻敢於力排眾議、
「頂風」而上。很多人都認為，廣東農村改革的第一把火，就是在

林若的堅決支持下點燃的。
1977 年，林若被任命為湛江地委書記。這一年冬天，海康縣

（現雷州市）北和公社潭葛大隊試點邁開包產到戶的第一步，迅速
改變了此前吃糧靠返銷、生活靠救濟的局面。儘管當時政治氣候尚
未成熟，但林若卻大力支持湛江率先允許各地試行包產到戶。

「八個破除」 鼓勵創新
他接手主政廣東時，中國剛走出十年浩劫不久，當年的廣東經

濟發展水平與香港差距很大，邊境農民常常外逃出港。此時，又有
人對創辦經濟特區、對改革開放政策、對市場經濟充滿疑惑，社會
上有了中國 「姓資」還是 「姓社」的爭論。

1985 年，為了推進以市場為取向的改革，林若主持下的廣東
省委明確提出了解放思想、破除舊觀念的 「八個破除」。這 「八個
破除」是，要在社會主義、資本主義、商品經濟、計劃經濟、個體
經濟、經濟體制、市場競爭、領導方法八個方面破除舊思想、舊觀
念，樹立新觀念，新標準。要求廣東幹部帶領大家，大膽地建設有
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

後來，有史家稱 「八個破除」是廣東大膽實踐鄧小平改革開放
思想的生動體現，是廣東貫徹落實中央的 「特殊政策和靈活措
施」。

推動發展個體私營經濟
後人梳理林若在位時的突出政績，主要包括植樹綠化，被稱為

「造林書記」；給市場 「放價」、推行物價市場化改革；給企業
「放權」、增強企業活力；改革投資機制，按 「誰投資、誰經營、

誰收益」的辦法，架橋修路建電廠，在全國開創了許多先例，收到
良好效果。

另外，當時的廣東還率先放手發展個體私營經濟。1980 年，
廣東省工商局出台了全國第一個鼓勵支持個體經濟發展的具體措施
；1982年5月，佛山市成立了全國第一家個體勞動者協會；1979年
至1987年，廣州城鄉個體工商戶增長了17倍。

1991 年，林若從廣東省委書記兼任廣東省人大常委會主任的
崗位上 「轉戰」，成為專職的人大常委會主任。許多至今仍具有影
響力的地方性法規正是在其任內出台，包括內地最完備的一部規定
現代公司制度的地方性法規《廣東省公司條例》，有效打擊黑惡勢
力犯罪活動的《廣東省懲處黑社會組織活動規定》等，林若還特別
強調要讓人大代表敢於講話，當時的廣東省人大抓立法、抓監督，
百姓拍手稱快，人大的 「廣東現象」名揚全國。

退休後的林若又曾擔任廣東潮人海外聯誼會名譽會長，與諸多
港澳人士聯繫緊密，為推動粵港合作發揮餘熱。

價格改革是林若主政廣東的 「代表作」之一。此
項改革推出之初，曾遭遇諸多非議。以火柴提價為例
，解放以來，火柴零售價格規定為每盒2分錢，工廠
虧本嚴重，生產越多虧本越多。大家都不願意生產，
市場供應緊張。廣東物價部門準備把零售價提到每盒
3分錢，社會上馬上就有了反應，說廣東不得了，火
柴要提價50%！上級部門也出來批評，為了提價1分
，後來足足討論了兩年。物價上漲，不僅在本地引起
了社會 「陣痛」，而且其他兄弟省份也有意見，向中
央告狀，認為廣東提價搶購鄰省物資，引起當地物價
上漲，擾亂了市場。

1988 年 12 月，國務院批覆廣東作為綜合改革試
驗區，廣東又進一步提高農副產品的購銷價，油、糖
的價格也放開了，全省的零售物價指數上升達30%。
群眾反應強烈，搶購商品保值之風在各地蔓延。在這
種情況下，價格改革論爭再起。於是，有人主張定死
價格，恢復憑票供應。是堅持改革，還是退回來？面
對巨大壓力，林若帶領的廣東省委沒有鳴金收兵，而
是堅持改革，對出現的問題力求通過完善市場機制去
解決。到 1990 年，廣東計劃定價的農副產品從 1981
年的118種縮小到蠶繭和煙葉兩種；計劃管理的工業
消費品由1980年的392種減少到幾個品種。

親手抓整黨工作
從1983年到1986年，時任廣東省委書記的林若

又親抓廣東的整黨工作。在此期間，省內有些地方和
部門參與非法炒匯、競相購買小汽車、利用公款請客
送禮，後來還發生多起幹部貪污受賄、攜款外逃等案
件；震驚全國的 「海南汽車事件」也發生於此時──
一些地方以各種名目大量進口汽車等物資倒賣牟利，
給國家帶來了巨大損失。

1985 年，在廣東省委舉辦的縣委書記學習班上
，林若批評了 「會撈錢的幹部就是好幹部、開拓型幹
部」， 「來路不當用途正當就沒有多大錯誤」， 「要
騰飛靠浮財」等 「一切向錢看」的錯誤思想。

另外，群眾反映強烈的幹部以權謀房的問題，也是林若整治的
重點。當時，群眾把少數幹部以權謀私營建的私房叫做 「臭蟲房」
、 「王府樓」，把幹部在大街上建起的連片私房稱為 「官僚街」、
「螞蟥街」。在一次會議上，林若向在場幹部念了一封一位廣東老

幹部的親筆 「諫言信」， 「看了這封信，心情非常沉重」的林若，
也在會議後，揭開重拳力整黨內腐敗行動的大幕，全省收回各種補
、繳、罰款將近1億元，收回、收購、沒收私建房屋一批，收回尚
未建私房的土地55萬多平方米，懲治了一批腐敗分子。

【本報訊】據新華社北京八日消息：知名
會計機構──致同會計師事務所8日在京發布
「全球動力指數」（GDI指數）最新結果。報

告顯示，中國經濟增長指標排名第二，但整體
GDI 指數僅居第 20 位，仍需在提升經濟軟環
境方面作出努力。

報告顯示，在調查的五項指標中，中國在
經濟增長指標和勞動力及人力資本方面均有良
好表現，分別排名第2位和第4位。但商業運
營環境及融資環境則表現欠佳，排名分別為第
42 位和第 36 位。科技研發狀況則處於中等水
平，排名第22位。

在中國領先的兩項指標中，經濟增長指標
主要從各國的 GDP 增速、人均私人消費等方
面進行考量。雖然 2012 年中國經濟增長速度
有所放緩，但隨着通脹回落，消費需求的增長
，中國的各項經濟數據相對平穩，與其他各國
相比依舊保持了高速的增長。

商業法規政策有待完善
然而，經濟發展的動力往往更多基於商業

運營的軟環境的發展程度，包括商業運營環境
和融資環境。此次調查顯示，中國在這兩項指
標的排名相對靠後。當前，隨着市場化改革的
推進，中國的商業運營環境已經有顯著改善，
但相關法律法規如貨幣政策和財稅政策等仍待
完善。

致同會計師事務所首席合夥人徐華認為，
此次 「全球動力指數」不僅僅是經濟增速的表
現，更着眼於支撐經濟體未來長期發展的整體
實力。相比於歐美發達經濟體，中國仍需加快
相關法律法規的完善，尤其是給予廣大中小企
業更多的政策支持；同時需要擴展企業的融資
渠道，如設立中小企業產權交易平台，提供中
小企業直接融資和產權轉讓的場所，為企業發
展提供保障。

報告顯示，在全球 50 個國家中，新加坡
GDI指數高居榜首，被認為是最具經濟增長動
力的國家。

致同會計師事務所為近120家上市公司，
2000 餘家國有企業、民營企業及外商投資企
業提供包括審計、稅務、諮詢、資產評估與工
程造價等專業服務。

【本報訊】據新華社北京八日消息：外交部發言
人洪磊8日在例行記者會上說，中方希望美方在中日
領土爭端問題上言行一致，說到做到。

有記者問：據報道，近日，美國國會報告稱不承
認日本對釣魚島的主權，中方對此有何評論？

洪磊說，他注意到美方表示在中日領土爭端問題

上不持立場，希望美方言行一致，說到做到。
在回答近日中國海監船和漁政船陸續前往釣魚島

海域，中國軍艦也出現在該海域有關問題時，洪磊表
示，釣魚島及其附屬島嶼自古以來就是中國的固有領
土，其周邊海域是中國管轄海域。中方維護國家領土
主權的意志和決心堅定不移。

在就日本外務省近日任命木寺昌人為新任駐華大
使答問並闡述中方立場時，洪磊表示中方將根據國際
慣例和相關程序進行處理。

又有記者問：據報道，日本政府近日提出重啟日
台漁業談判。中方對此有何評論？

洪磊說，中方在台灣對外交往等問題上的立場是
一貫的、清楚的，希望有關國家恪守一個中國原則，
審慎處理涉台問題。

【本報訊】據新華社消息：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中國能夠創造經濟奇迹，外
商投資起到了舉足輕重作用，2003-2011年，中國非金融領域實際使用外商直接
投資累計達7164億美元，年均增長9.2%。但今年1-8月，中國實際使用外資額同
比下降了3.4%，為749.94億美元。近日接受採訪的一些外資企業代表表示，中國
經濟的變化的確對外商投資有所影響，但他們對未來在華發展前景和實業投資機
會仍持有信心。

釣島爭端無改日企投資計劃
伊藤洋華中國總代表三枝富博認為，中國的地區產業轉移以及內地中等收入

階層的壯大將使他們受益，即便最近中日之間因釣魚島發生的爭端，也沒有改變

伊藤洋華堂在中國的投資計劃。
在包括三枝富博在內的外國投資者看來，中國作為 「世界工廠」的傳統競爭

優勢有所弱化，但持續的城市化、工業化和國際化進程以及正在進行的經濟轉型
和科技創新有望釋放增長潛力，使中國繼續成為外商最重要的投資地之一。

他們認為，中國經濟 「降溫」由當前國內外客觀經濟形勢促成，也與中國政
府主動謀求經濟轉型有關。而轉型要求政府深化改革，若能順利推進，中國經濟
將激發出更大活力，為外資公司創造更多商機。

由於生活水準提高和人口結構變化導致勞動力成本上漲，中國對勞動力密集
型低端製造業外資的吸引力或將減弱，但對處於價值鏈上游的外資企業來說，中
國仍然受到青睞。

此外，中國的人均GDP和居民收入仍有很大提高空間，和僅僅 「在中國製造
」相比， 「為中國製造」的外資企業更加樂觀。

中國轉型需要結構性改革
外國投資者對中國總體看好，這一點在中國美國商會今年4月公布的一次調

查結果中得以印證：78%的受訪美國企業仍將中國視為企業短期投資方面優先考
慮的全球三大目的地之一。

然而，外國投資者也有一個共識，即中國正逐漸失去 「一個優勢」和 「兩大
動力」：勞動力成本優勢，以及融入全球貿易和政府主導投資提供的增長動力。

在這一趨勢下，要釋放中國的經濟潛力，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是重要前提。而
這一轉變絕非水到渠成，需要掃除憂慮和阻礙，全面深化改革。

國內外政策建議者對於需要改革的領域已形成許多共識，包括破除壟斷，開
放投資領域，推進利率和能源資源價格市場化，為企業提供透明公平的競爭環境
，有效增加社保、教育等公共投入等。

「我們最關注的是政府有沒有信心在目前的經濟形勢下施行更大膽的結構性
改革，例如利率市場化、放開一些行業的准入限制。」中國美國商會主席狄安華
說， 「這些改革可能要五年以後才能見效，但這是中國轉型所必需的。」

﹁
全
球
動
力
指
數
﹂
中
國
排
第
20
位

外交部望美方言行一致

據《南方日報》報道，曾於1982年至1990年間
擔任中共廣東省委書記的林若，10月7日20時10分
在廣州逝世，享年89歲。作為改革先鋒代表人物之一
，林若主政廣東期間，正值改革開放攻堅階段，驚濤
駭浪此起彼伏，他率領廣東省委班子沉着應對，在農
村全面實行包產到戶，在城市推行國有企業改革，在
全國率先放開物價，保護和扶持非公有制經濟，為廣
東經濟社會發展做出突出貢獻。

【本報記者鄭曼玲廣州八日電】

林若精彩言論

「國家要長治久安，就要推行法治，再也不能 『人治』，特別
是要遵守憲法，以憲法為 『最高領導』，這是我們人大工作追
求的目標。要讓人大代表暢所欲言，要允許人講錯話，如果一
講錯就抓辮子扣帽子，誰還敢講？」

「黨內外有一種傳統觀念，即把商品經濟與資本主義等同起來
。因而，有人認為我們的改革是用資本主義的 『藥方』治社會
主義的 『弊端』；也有人懷疑改革是搞 『資本主義那一套』，
因而不敢改革，不願改革，甚至於反對改革。這種思想不澄清
，改革就很難順利進行，要深入就更困難。」

改革是一項非常複雜的系統工程，不可能一蹴而就，不可能沒
有阻力和干擾。在這個過程中，我們只能一步一步地進行，並
且每前進一步都要力排 「左」的障礙，防止 「右」的干擾。

（鄭曼玲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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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4年10月，在廣東潮安出生。
●1945年5月，參加革命工作並加入中國共產黨。同年，考入

中山大學文學院學習。
●1947年，到東江游擊區工作，歷任粵贛湘邊縱隊指導員、教

導員、團政治處主任。
●1953-1966年，歷任中共東莞縣委宣傳部長、副書記、書記。
●1966年，任中共湛江地委第一副書記。
●1971年後任中共湛江地委常委，南方日報社黨委副書記、革

委會副主任。
●1974年任中共廣東委運動辦副主任。
●1975年任中共廣州市委書記（設有第一書記）。
●1977年任中共湛江地委書記。
●1982年12月任中共廣東省委書記（設有第一書記）。1985

年7月任中共廣東省委書記。1990年5月後任中共廣東省委
書記、廣東省人大常委會主任。

●中共第十二屆、十三屆中央委員。
●2012年10月7日，在廣州逝世。

林若年表▲ 前中共廣東
省委書記林若
於 10 月 7 日
在廣州逝世，
享年89歲

資料圖片

▲林若在湛江考察
，受到當地村民熱
烈歡迎 網絡圖片

▲林若與諸多港澳
人士聯繫緊密，圖
為（左起）馬萬祺
、霍英東、林若在
深圳 網絡圖片

▲林若曾大力倡導
植樹造林，被稱為
「造林書記」

網絡圖片

▲中國持續的城市化、工業化進程以及正在進行的經濟轉型和科技創新有
望釋放增長潛力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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