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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國媒體熱評十八大成果外國媒體熱評十八大成果

中國未來定有新氣象

世界工廠轉型任重道遠

【本報駐倫敦記者黃念斯14日
電】英國華威大學政治經濟學教授肖
恩．布雷斯林接受本報訪問，指出
胡錦濤在十八大講話中對中國經濟
建設的高度強調，是全球都樂於聽到
的。

布雷斯林教授說： 「全球都希望
中國經濟維持增長。如果你回想金融
危機之後中國對全球所起的作用，回
顧一下中國如何幫助全球經濟復蘇，
例如中國對拉丁美洲國家的幫助，誰
都會把目光投向中國的經濟增長，而
不是將希望放在西方國家。

「胡錦濤強調不動搖地繼續中國
經濟建設，這是中國、乃至全球都喜
歡聽到的」。

布雷斯林還說，許多經濟專家都
在探討中國經濟的前路， 「我個人認
為，重要的還要看中國金融改革，以
及新領導人是否有這方面的決心和計
劃。」

「中國的政治改革也很重要，我
指的不是要中國走西方式民主，而是
指中國的地方政府和制度方面的改革
。地方政府和官員應體現出對人民的
責任，並聆聽人民的意見。」

布雷斯林還表示，胡錦濤講話裡
的一些經濟目標，例如規範收入分配
秩序，表面看是經濟措施，實際離不
開政治改革。這些是中國新一代領導
人面臨的挑戰。

【本報訊】據法新社北京13日消息
：中共領導人許諾要對中國這個世界第
二大經濟體進行徹底改革，不再局限於
世界工廠的定位，但經濟學家表示，這
一重大改革面臨多重挑戰。

胡錦濤在十八大上的報告中稱，中
國GDP會在10年內翻一番，並承諾實現
「經濟增長模式的轉型」 。但是近年來
，中國憑藉其廉價製造業向西方國家出
口產品，同時在國內基礎設施建設上花
費數百億資金，中國經濟的神話才得以
實現。長遠來看，這種模式不符合可持
續發展的原則。

北京大學金融學教授邁克爾．佩蒂

斯接受法新社記者採訪時表示，中國現
在的經濟增長主要是牢牢建立在廉價勞
動力、人民幣堅挺不升值以及人為的低
利率基礎上。佩蒂斯說： 「在中國想要
賺錢，不需要什麼科技創新，想辦法弄
到低息貸款、跟政府搞好關係才是最重
要的。」

社保不完善制約消費
中國政府和世界銀行在今年2月發布

的聯合報告中說，中國需要拉動國內消
費，使其成為國家經濟的支柱。但如此
的變革將會在人力層面造成巨大影響，
很多人會失業，這反過來會增加社會不

穩定的因素。另外，訓練能夠和西方國
家匹敵的技術工人，也存在相當大的難
度。

去年，從基礎設施建設到房產領域
的固定資產投資佔據了GDP總額的一半
還要多，但其增長速度已經持續放緩。
為彌補投資放緩造成的經濟損失，必須
拉動消費。但是由於社保制度的不完善
，使得中國家庭不得不將一半的家庭收
入存起來，以備不時之需或是用來供子
女讀大學，而這也成為增加消費支出的
一大掣肘。

波士頓諮詢集團在一份報告中稱，
如果實現胡錦濤的承諾，到2020年之前

，中國就有約7億人年收入在7000美元
至23000美元之間，達到中產階級的標
準。根據購買力平價理論，中國將在
2016年取代美國，成為世界最大經濟體
。但即使是這樣，中國的人均GDP仍然
只有美國的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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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國媒體最為關注的是中共兩代領導人的順利
交接。美國有線廣播公司指出，對於13億人口的大
國，領導層的順利交接結果很重要，它的亞洲鄰國
和美國，都在密切關注它的經濟和軍事的崛起。

彭博社稱，十八大閉幕，在新一屆中央領導產
生前，中國股市和人民幣匯率雙雙報升，人民幣兌
美元升到19年最高點。報道認為，這是因為十八大
的閉幕以及新一屆中央委員的產生，為市場掃除了
一些不確定的政治因素。

務實態度治黨治國
十八大報告中，胡錦濤 「堅定不移高舉中國特

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既不走封閉僵化的老路、也
不走改旗易幟的邪路」的表態也被外媒普遍引用。
評論認為，這就是今後中國的政治路線。這表明中
國既不會搞 「文化大革命」式的舊政治，也不會實
行西方資本主義政治制度。

此外，美國《華盛頓郵報》注意到，胡錦濤在
政治報告中86次提到 「改革」，其中2次提到 「全
面改革」，5 次提到 「深化改革」。韓國成均館大
學教授李熙玉就此對中國未來政策走向作出展望，
認為未來中國可能會強調 「改革」以實現均衡。

韓國《中央日報》總結十八大政治報告和中共
領導人講話後認為，中國 「未來要走的道路」是在
堅持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體制的同時，通過在經
濟上轉變增長模式，找到新的增長動力。

該報認為，中共黨代會的政治報告中提到保持
黨的 「純潔性」、維護社會主義法治，這是由於中
國希望繼續維護政治和社會穩定，也將對腐敗持
「強硬立場」。

新加坡《聯合早報》刊發評論文章，認為中共
新一屆領導人將以實事求是的精神、低調務實的態
度來治黨治國，中國未來 「一定有一番新氣象」。

經濟將注入新動力
媒體的另一焦點是胡錦濤指出到2020年要 「實

現城鄉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的目標。多
家外國媒體在總結中國過去10年經濟成就的同時，
也對中國未來發展做出了積極預期。

美國著名投資人吉姆．羅傑斯對美國有線電視
新聞網表示，中共新一屆領導集體將帶來一個 「更
加開放的市場」，將支持越來越多的國際貿易合作
，鼓勵更多外國投資進入中國。羅傑斯認為，中國
有很多值得學習的地方。

海外多家媒體也引用中國近期經濟數據表示，
中國經濟增長具備廣泛基礎，未來經濟仍將保持發
展勢頭。英國《金融時報》認為，未來十年，中國
新一代領導層將為中國經濟的發展注入新的活力與
動力。

此外， 「十二五」規劃中中國未來 5 年年均經
濟增長目標定在了7%，外媒認為這一目標對中國未
來發展具有積極意義。分析指出，這體現出中國決
心糾正持續高增長所帶來的弊病，有助於從根本上
轉變中國經濟增長模式。

【本報訊】據美國《洛杉磯時報》12 日報道：
反腐是中共十八大的熱議話題。行賄問題一度因為過
於敏感而無法被公開討論，如今它已成為各國媒體社
論的主題。胡錦濤8日在十八大開幕演講中提到，腐
敗問題解決不好 「甚至會亡黨亡國」。

針對腐敗這個問題，社會輿論要求採用美國式的
「陽光法案」，公開官員收入和財產。上海市委書記

俞正聲在上海代表團開放日上支持實行財產公開制度
。俞正聲說： 「在制度上建立一套完備的、便於群眾
監督的辦法，才是管好自己的親屬和身邊工作人員最
有效的途徑。」

在中國的法律系統之下，新進官員應該向紀檢部
門申報他們的收入和資產，以及說明是否有家庭成員
擁有海外戶籍或者移居海外，因為這是轉移不義之財
的常見途徑。但是，中央黨校反腐專家林喆說，在
4000萬中國官員中，只有300萬官員申報了財產，並
且這些申報材料少有核實。

與中國現代化進程同步的是，人們對於腐敗的容
忍程度明顯減弱。當林喆上世紀 90 年代撰寫關於腐
敗問題的書籍的時候，她的書很難在中國出版。但是
現在，她已經是中央黨校關於反腐問題最權威的教授
。皮尤研究中心上月的一項調查顯示，中國人對腐敗
問題的擔憂急速增長，人們越來越主動地想要掌控這
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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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廣播公司日前盤點中國新一代領導人面
臨和亟須解決的問題如下：

經濟改革
中國的經濟成功已使 5 億人口脫貧。然而在

中國發展初期如此有效的經濟模式，現在需要改
變了。中國經濟必須重新平衡，轉向側重消費者
而不是投資，投資大多數是政府主導的。此外，
主宰很多領域的國營公司，需要開放給競爭。政
府不應再維護這些國營巨頭，而應更多支持中小
型公司，因為中小型公司才有可能成為未來增長
和就業的推動者。

發展不均衡
現在，大家的生活都要比1978年中國開始經

濟改革的時候好很多。但是城市收入增長要比農
村地區快，富裕沿海省份則比內陸省份更有動力
。自1985年以來，城鄉收入差距已猛增68%，創
造了亞洲最大的財富鴻溝。

中國大幅擴展保健保險，受保人數已增加10
倍，達到8.3億人。但批評者指中國在社會福利上
的開支僅佔國內生產總值的6%左右，僅為發展速
度相當的國家的一半水平。

環境污染
中國爆炸性的增長已創造了世界上最複雜的

環境挑戰。現時中國是世界最大溫室氣體排放國
，而且還將繼續依賴煤炭作為其可見未來的主要
能源來源。此外，新財富導致自2003年以來道路
上汽車數目增加4倍。全球30個最污染的城市中
，中國佔了20個。

中國已制訂了立法和管制框架以解決環境問
題，但在實施方面─尤其是地方層次─依然
不成體系。

人民期望提高
隨着中國人愈來愈富，教育水平愈來愈高，

他們的期望亦大幅改變。他們不再僅僅期望新一
代領導人管理好經濟，增加就業和財富，還要求
有更好的服務和更多自由。

每年有超過 600 萬人從中國的大學畢業，比
1998 年增加了 6 倍。有 5 億多人使用互聯網，
尤其是微博。智能手機則被用來促進社會維權活
動。

人口老年化
中國是世界上生育率最低的國家之一，部分

原因是實施了一胎政策。結果，中國老人愈來愈
多，年輕人愈來愈少，而老人的退休金和保健卻
又需要年輕人來支付。中國的工作人口預期從
2015年開始就會逐漸縮減。另外，中國的老齡人
口很快就會超過歐洲。 （英國廣播公司）

中共十八大14日圓滿閉幕，外國媒
體普遍正面報道了此次會議，中共領導人
的有序交接、未來中國的政策走向，以及
經濟形勢成為關注焦點。評論認為，十八
大之後，中國將在新一屆領導集體的帶領
下不斷前進，未來中國經濟仍將保持積極
發展勢頭。
綜合本報駐紐約記者黃曉敏及中新網報道

▲2012年8月16日，河南鄭州的紡織女工
在車間工作 新華社

▶▶中共第十八次全國代表中共第十八次全國代表
大會大會1414日在北京人民大會日在北京人民大會
堂閉幕堂閉幕 法新社法新社

▲各國記者14日在人民大會堂主廳外排隊等候
進入會場採訪 法新社

▼為十八大代表服務的駐地工作人員
14日在天安門廣場留影 法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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