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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岐山簡歷

經濟真正大發展才33年，我們
可以一下子成為世界最好的國家嗎？
難。我們恐怕還沒有吃夠苦頭，付出
足夠的代價。簡單說，我們的路子還
很漫長。 ──王岐山

被譽為 「救火隊長」 、 「拆彈專家」 的王岐山，官場生涯中多次處理
棘手問題，擔任國務院副總理期間更遭遇席捲全球的金融危機。作為溫家
寶的左膀右臂，王岐山是中國經濟率先走出危機、保持金融穩定的重要推
手，並推動了資本市場的一系列改革。中共十八大後，他被賦予全新的使
命。 本報記者 賈 磊

半路出家
善於總結

王
岐
山
愛
讀
書

，，

，，

最擅處理危機的拆彈專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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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熟悉中國事務的港媒記者眼中，王岐山
是內地最擅處理危機和擁有金融實戰經驗的官
員。在中國政壇上，能夠贏得 「救火隊長」 、
「拆彈專家」美譽的官員，大都性格強勢、處事
果斷，64歲的王岐山給外界的印象正是如此。

處理廣信債務一鳴驚人
上世紀90年代末，時任廣東省常務副省長

的王岐山處理廣信債務一役，使香港的金融業
界和傳媒迅速記住了他的大名。當時包括廣東
國際信託和粵海信託在內的國有投資公司因無
法償還外資銀行百億美元的貸款而深陷困境，
王岐山顯示出他的金融功力，以 「誰的孩子誰
抱」 的明快態度拿出解决方案：粵海重組，廣
國投破產；徹底打消外國投資者以為中國政府
將為 「窗口公司」 埋單的幻想，最後以資產管

理公司的方法解決了粵海企業的巨額不良資產
。有外電評論王岐山一舉在逾百世界著名銀行
前贏得了信任， 「以原則與市場規則說話，比
所有的優惠政策都來得可信。」

王岐山2002年從國務院體改辦主任出任海
南省委書記，其時，海口、三亞遍地爛尾樓，
風吹雨淋，每座爛尾樓都能扯出七八個官司，
數十個債權人。王岐山着手處理爛尾樓亂象，
他告誡海南各級官員，不能犧牲長遠利益換取
眼前利益。

快刀斬亂麻解SARS危機
2003年，海南爛尾樓漸有盤活起色，一場

不期而至的SARS危機，又讓王岐山急急被調
入京。在他面前的是人心惶惶的北京市民和在
國際輿論中急速下墜的中國形象。「軍無戲言」

，王岐山一句話下令公開最新疫情數據， 「人
不自信，誰人信之？」 王岐山這句話當時為媒
體廣泛引用。他上任第二天即下達隔離令，對
受SARS污染的人員、場所依法實施隔離。

風趣親切大受記者歡迎
通過果斷隔離、如實通報、分類收治、群

防群控的一套組合拳，SARS病毒的蔓延途徑
迅速被封殺。王岐山上任後第 19 天，北京
SARS上升趨勢得到有效控制。新市長 「說實
話，幹實事」 的風格贏得了北京市民的心。

王岐山率直、風趣的語言風格則讓他大受
傳媒的歡迎。

他對北京房地產商的庸俗廣告嗤之以鼻，
稱 「 『至尊』 、 『豪宅』 、 『奢侈』 、 『頂級
享受』等廣告字眼嚴重影響首都的和諧氛圍」 。

王岐山形容在北京市長任上三年的感受：
「感覺像一個美夢接着一個噩夢」 。美夢指的
是北京的日新月異，噩夢則是不知何時突如其
來發生的公共安全事故。

有港媒形容，王岐山身上可以看到前總理
朱鎔基的影子，能言善道，不打官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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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6月，王岐山與日本外相中曾根弘
文在中日經濟高層對話會談開始前握手

▲2008年6月，王岐山和美財長保爾森在共同簽
署了《中美能源環境十年合作框架》文件後握手

▲2004年8月雅典奧運會閉幕式上，王岐山
作為下屆奧運主辦城市的市長接過奧運五環
旗大力揮舞 2007 年，王岐山在北京市長任上當選中央政

治局委員，2008年3月又任國務院副總理。此後爆
發的全球金融危機及延綿不絕的歐債危機，加之中
國內部處於經濟轉型攻堅階段，都令中國經濟面臨
前所未有嚴峻的內外環境。

為中國經濟代言
過去五年，王岐山在媒體上曝光多在對外戰略

經貿對話場合，堪稱這一段時期中國經濟的代言人
。2008 年開始建立的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王岐
山以胡錦濤特別代表的身份連續四次參加，中美兩
國在經濟領域從匯率到貿易不斷展開談判，王岐山
也一輪一輪就人民幣匯率、貿易保護主義、中國市
場經濟地位、中國在美資產安全、美對華高技術出
口管制等議題與美方 「切磋」。

王岐山曾兩次與美國財長蓋特納 「機場會晤」
，在 G20 多邊會議前溝通、協調立場，也就中美
之間的問題交換意見，在中美間最高規格定期對話
機制之外，開闢了溝通的新管道。在他看來， 「中
美經濟的高度互補性，決定了兩國之間不是零和博
弈的對手，而是互利共贏的夥伴。」

「Hank，我們的 『老師』有麻煩了。」王岐

山曾在金融危機時對前美國財長保爾森如此說。保
爾森在《崩潰邊緣》一書中承認，人脈在中美經濟
博弈、交流中發揮了微妙、積極的作用。這位前高
盛的CEO稱在王岐山擔任建行行長時就與其建立
起長達 15 年的個人交情，這為中美戰略對話順利
開展起到良好作用。

穩中求進推改革
處於主管金融和外貿的要職上，王岐山不僅要

解決燃眉之急，更要從金融改革的長遠之處着眼。
2008 年，他清醒認識到國際金融領域出現不穩定
對包括中國在內的新興發展型國家尤為不利，提出
「必須把維護金融安全穩定放在首要位置。」

另一方面，王岐山主張從加快轉變金融發展方
式、繼續深化金融改革、穩步推進金融對外開放、
切實維護金融安全穩定等四個方面着手，努力保持
金融業穩定健康發展。外界也看到走出危機困境後
，中國擇機重啟了匯率改革，還確立了香港人民幣
離岸中心地位，有限度地打通了各路資本與內地實
體經濟之間的通道。

今年5月，王岐山在會見國際證監會組織代表
時指出，近年來中國資本市場發展快、變化大，但

發育仍比較稚嫩。要借鑒
國際資本市場發展的成功
經驗，進一步深化體制機
制改革，加快組織制度創
新，加強市場監管，積極
穩妥地擴大對外開放，切
實保護廣大投資者的利益
。今年以來，中國在證券
市場推動一系列大刀闊斧
的改革，強制分紅、內幕
交易零容忍、IPO制度改
革、創業板退市制度，這
些措施都體現了王岐山這
一番話的精神。因此，業
界和媒體評論時下證券市
場的 「郭樹清新政」稱，
在與市場背後各種利益集
團角力的過程中，證監會
主席並不是 「一個人在戰
鬥」，絕非 「孤獨」的改
革者。

王岐山的一項興趣愛好在京城知
識界和媒體圈中廣為人知：讀書。他
讀的書從經史子集、國內外學術書籍
到文學小說，涉獵廣泛。

王岐山曾笑談十七大後到出任國
務院副總理期間，是其 「待業上崗」
時期。那幾個月的時間，他始終處在
「讀書學習、認真思考」的狀態。讀諸
子百家、讀胡適的《努力人生》、讀西
方經濟學書籍，對中國經濟社會發展
有了全新的思考。

「王岐山一直都處在讀書、思考
中。」有接近王岐山的人士評價說。
王岐山不僅自己讀書，也會經常向其
他人推薦書。他卸任北京市長後也不
忘向同事推薦書籍，其一就是長篇歷
史小說《大清相國》。歷史類的書籍是
王岐山的最愛，據說之所以推薦這本
書，是因為他擔心當今的盛世中國，
出現書中權貴的虛榮與短視，民眾的
虛妄與天真。

最新獲得王岐山推薦的一本書是
托爾維爾的《舊制度與大革命》，今
年在北京知識界、高層激起討論。該
書着重探討法國革命前的舊制度對革
命的影響。有觀點認為，這本書之所
以獲得關注，說明正處在十字路口的
中國人，希望從這本經典著作中尋找
到某種啟示。

雖然長期從事經濟金融工作，王岐山卻不是
經濟學科班出身。他 1971 年從陝西省博物館推
薦到西北大學歷史系做工農兵學員，學的是歷史
專業，畢業後又回到陝西省博物館工作。其後被
調進中國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直到 1982 年進
了中央書記處農村政策研究室，他才開始從事經
濟方面的工作。不過，學歷史的專業背景，使他
可以站在更高的思維高度去洞察具體現實問題。
半路出家的王岐山迅速成為公認的金融將才，正
如其名言，靠的是 「要善於在不斷總結中變得聰
明起來」。

王岐山從學者時期的言行，就使他早早被視
為改革派。但王岐山並非急功近利式的人物。有
人說，優秀的政治家善於在妥協中堅持自己的路
線，而不會急於推倒重來。

還在北京當市長時，他就曾經在接受《華爾
街日報》採訪時坦承，中國現在走的路，是前所
未有的。 「目前為止我們還沒有找到一種能兼顧
效率與公平的方法」。

2011年9月訪問英國，王岐山在牛津大學與
多位經濟金融領域的華人學者共進午餐時表示，
鄧小平說中國要幾代人，甚至幾十代人的努力，
才能真正趕上西方。中華人民共和國才成立 62
年，經濟真正大發展才 33 年。 「我們可以一下
子成為世界最好的國家嗎？難。我們恐怕還沒有
吃夠苦頭，付出足夠的代價。簡單說，我們的路
子還很漫長。」

以其經歷和個性，王岐山無論在哪個崗位，
都足以讓國民和外界對其寄予厚望。有媒體評論
，中國改革步入 「深水區」的未來五年，法學背
景的李克強、受過經濟學訓練的張德江以及歷史
學出身、長於經濟的王岐山，將多少改變以往理
工科在決策層佔優勢的局面，法學和經濟學背景
將令新一代領導人對中國的社會現實有更深的透
析能力。

▲王岐山在北京市長任上，致力推廣京港經貿合作。圖為2005年京港
洽談會上他與時任香港財政司司長唐英年交談

▲王岐山以上海世博會組委會主任委員身份考
察世博籌備工作。圖為他看望英國館的英方工
作人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