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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將把推動發展的力點轉到提高品質和效益上來，下大力氣推進綠色
發展、循環發展、低碳發展。

中國在今後相當長時期仍處於發展上升期，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農
業現代化帶來巨大國內市場空間。

我們確定了 「兩個一百年」 的奮鬥目標，提出了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
中國夢，實現這些目標必將給中國經濟源源不斷注入新的活力和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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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鰲亞洲論壇2013
8日，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與出

席博鰲亞洲論壇的30多位中外企業家代
表座談時強調，中國市場環境是公平的
，所有在中國內地註冊企業，都是中國
經濟重要組成部分。中國將堅持社會主
義市場經濟方向不動搖，依法保障外商
投資企業合法權益。他同時表示，中國
開放的大門不會關上，還將在更大範圍
、更寬領域、更深層次上提高開放型經
濟水平。這是習近平就任國家主席後首
次會見中外企業家並重申中國堅持改革
開放的決心。

【本報記者鄭曼玲博鰲八日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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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開放大門不會關上
習近平向中外企業家派定心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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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在下車時看到了駱家輝
，過安檢時與李光耀擦肩而過，排
隊領取星巴克咖啡時發現拉莫斯就
在你前頭，然後又與曾培炎前後腳
走進了論壇會場，更神奇的是，剛

剛在洗手間裡與于丹打了個照面，一出來便
碰見了傅瑩，那麼，我想你非常有可能就是
身處博鰲論壇。

赴瓊採訪前，記者打印出厚厚一疊年會
議程，並用水筆專門畫出值得關注的政要名
人，最後發現，畫得密密麻麻幾乎下不了筆
，那份超級豪華的嘉賓名單，即便是跑了10
年兩會的 「老記」，也仍然要禁不住暗暗吃
驚。

可以說，在博鰲，誰都是名人，誰都不
敢自稱名人。很多在其他場合需要 「圍追堵
截」才能找到的採訪對象，往往就在不期然
間出現在你身旁。記者剛剛欣喜地發現來了
一位《江澤民傳》的作者庫恩，馬上又出現
一位撰寫《朱鎔基與現代中國的轉型》的龍
安志，都是與中央高層有過深入接觸的 「中
國專家」，權威身份不相上下。國際金融大
鱷索羅斯的演講在博鰲大受追捧，但據說此
次他是主動報名 「不請自來」。而2007年就
已經在博鰲論壇上斷言 「下一個偉大成功將
出自中國」的比爾．蓋茨，已經是這裡的 「
熟臉」，此次故地重遊倡導為窮人投資，因
其熱心中國事務而被媒體親切稱之為 「蓋茨
同志」。

在博鰲，你還有機會看到名人們的 「窘
相」。被視為世界上最有權力女性之一的
IMF總裁拉加德，為了在開幕式上與大家 「
套近乎」，硬是被生硬的普通話發音憋得滿
臉漲紅。更有意思的是，美國前貿易代表白
茜芙女士身盛裝出席晚宴，卻因台上嘉賓

致辭過於冗長，實在耐不住餓，只能趁人不注意默默啃
起餐桌上的法式麵包，那種孩童般偷吃東西的表情，很
難與她在國際經濟界的叱風雲聯繫起來。

當然，也有一些名人並未成為注意力的中心。記者
就曾發現，在某個論壇會場站在人群外圍的一個乾瘦老
頭，正是《鄧小平時代》作者傅高義。第一次受邀出席
活動的他，總是習慣靜靜坐在報告會後排，襯衣口袋裡
插紙筆名片，手裡拿厚厚的會議資料。他喜歡笑，
通漢語，沒有專家的架子，但說起對某個問題的看法，
則言鋒犀利。

相比之下，美國前勞工部長趙小蘭顯得和藹可親。
此次她連父親趙錫成、妹妹趙安吉也帶了過來， 「我父
親和我妹妹都是大忙人，很難得湊在一起。多虧博鰲亞
洲論壇提供了這樣一個機會。」趙小蘭笑說。在專門
為她而設的午餐會上，趙錫成和趙安吉也應邀上台發言
。三人的講話，讓整個會場充滿濃濃的家庭親情。 「這
是博鰲論壇舉辦以來，首次出現一家三口同時登台的情
況。」一位熟悉年會情況的工作人員如是說。

【本報博鰲八日電】

來自世界五大洲的32家企業參加了座談，其
中不少是世界500強企業。習近平與他們一一握
手，稱他們是創造就業和財富的重要力量、促進
發展和合作的生力軍，並表示願意聽取他們對經
濟形勢的看法。

美國百事公司、澳洲福蒂斯丘金屬集團、泰
國正大集團、日本郵船集團、瑞典沃爾沃集團、
中國遠洋運輸總公司等6家企業負責人先後發言
，介紹各自行業在華投資經營情況。他們一致表
達了對中國堅持深化改革的信心和對中國擴大開
放的期待，相信中國經濟前景廣闊、商機無限，
表示將繼續致力於在中國謀發展，同中國共發展
，為中國人民實現中國夢貢獻力量。

中國市場環境是公平的
習近平隨後表示，從大家的發言中深受啟發

。他指出，中國發展形勢總的是好的。中國在今
後相當長時期仍處於發展上升期，工業化、信息
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帶來巨大國內市場空間
，社會生產力基礎雄厚，生產要素綜合優勢明顯
，體制機制不斷完善。 「我們確定了 『兩個一百
年』的奮鬥目標，提出了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的中國夢，實現這些目標必將給中國經濟源源不
斷注入新的活力和動力。經過我們努力，經濟增
速完全有可能繼續保持較高水平。中國將把推動
發展的力點轉到提高質量和效益上來，下大氣
力推進綠色發展、循環發展、低碳發展。」

習近平強調，中國市場環境是公平的。所有

在中國內地註冊企業，都是中國經濟重要組成部
分。我們將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方向不動搖，
繼續加強法治建設，積極改善投資環境，努力實
現各類企業依法平等使用生產要素、公平參與市
場競爭、同等受到法律保護，把中國市場環境建
設得更加公平、更富有吸引力。我們利用外資政
策不會變，依法保障外商投資企業合法權益。

中國發展惠及世界
習近平表示，中國開放的大門不會關上。過

去10年，中國全面履行入世承諾，商業環境更加
開放和規範。中國將在更大範圍、更寬領域、更
深層次上提高開放型經濟水平。中國的大門將繼
續對各國投資者開放，希望外國的大門也對中國

投資者進一步敞開。我們堅決反對任何形式的保
護主義，願通過協商妥善解決同有關國家的經貿
分歧，積極推動建立均衡、共贏、關注發展的多
邊經貿體制。

習近平又指出，中國發展是惠及世界的。未
來5年，中國需要進口10萬億美元左右的商品，
對外投資也將持續較快增長，我們正大力推動同
周邊國家的互聯互通，所有這些舉措都將為本地
區和全球經濟增長作出更大貢獻。

他最後表示，中國堅持改革開放的決心堅定
不移，政策將更加完善，不斷提高服務能力和水
平，為各國企業家在中國投資興業提供更好環境
和條件。希望各國企業家更好把握中國機遇，實
現企業更大發展。

【本報記者鄭曼玲博鰲八日電】在博
鰲亞洲論壇 「糧食安全」主題的圓桌會議
上，中國農業部部長韓長賦表示，13億中
國人的飯碗目前仍牢牢端在自己手裡，未
來中國有信心、有能力主要立足國內來保
障糧食安全。他同時建議，應加強國際合
作，提升亞洲國家在糧食安全領域的影響
力和話語權，反對貿易保護主義，建立公
平合理持續穩定的農業貿易秩序，共同促
進區域糧食安全。

韓長賦指出，糧食安全問題是國際社
會最關切的熱點之一，全球糧食庫存目前
降至了5年來的最低，國際糧價在高位劇烈
波動，世界糧食安全面臨嚴峻的挑戰。

他表示，中國政府始終高度重視農業
發展和糧食安全問題，把解決好13億多人
的吃飯問題作為治國安邦的頭等大事。為
此不斷加大強農、惠農、富農的制度，鞏
固加強農業的基礎地位。當前中國的糧食
等重要農產品供應充足，價格總體穩定，
應該說13億中國人的飯碗還是牢牢的端在
自己手裡。

開展農業多雙邊合作
他向亞洲各國提出建議，一是增加農

業投入，提高糧食綜合生產能力，不斷提
升糧食自給的水平，同時積極創造良好環
境，吸引更多的社會資本投資農業。二是
開展農民培訓，提高農民的務農技能，培
養高素質的農業生產經營者。三是加快技
術創新和推廣，提升糧食的加工水平來降
低糧食產後的損失率。四是加強國際合作
，共同促進區域糧食安全，加大在國際及
區域組織中的協調力度，提升亞洲國家在
糧食安全領域的影響力和話語權。開展農
業多雙邊合作，反對貿易保護主義，建立
公平合理持續穩定的農業貿易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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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鄭曼玲博鰲八日電】國務
院原副總理、博鰲亞洲論壇副理事長曾培
炎在 「全球復蘇與亞洲的共同發展」分論
壇致辭時，倡議亞洲各國開展基礎設施合
作，在亞洲開發銀行之外成立多邊金融機
構或基金，專注於亞洲交通、電力、通信
、農田水利等重大基礎設施投資，改變過
度依賴國際市場的局面。

曾培炎指出，全球經濟目前開始呈現
回升的態勢，但這些積極態勢只是各國政
府近年來所採取的一系列反危機刺激措施
，所取得的階段性成果，治標不治本。而
亞洲各國更面臨 「保增長」與 「調結構
」的兩難困境。

他介紹說，根據相關研究，基礎設
施投資的 「乘數效應」，使得每1美元的
基礎設施投資，能夠拉動3到4美元的其
他產業投資需求，在基礎設施領域每投
資10億美元，在亞洲就能創造1.8萬個就
業機會。

基建聯網成片效益最大
曾經長期主管中國的基礎設施開發建

設的曾培炎指出，中國的發展經驗表明，
經濟要發展，基礎設施建設必需要先行，
而且，先行的基礎設施建設，只有聯網成
片，才能實現效益和功能的最大化。從中
國以及亞洲其他新興經濟體的實際經驗看
，利用政府的主導力量，把整個社會，包
括企業、私人調動起來參與基礎設施建設
，按照市場化原則投資運營，同時加強基
礎設施的公益性職能，這樣做不僅現實可

行，而且也應該是未來基礎設施建設的發
展方向。

曾培炎說， 「我在這裡鄭重提出 『亞
洲基礎設施合作倡議』。為推進這一倡議
，有兩項工作必須手進行：一是開展各
經濟體之間基礎設施規劃的交流合作，把
各自的基礎設施開發規劃，同推動地區基
礎設施互聯互通目標緊密結合起來。二是
為了解決亞洲各國基礎設施開發的巨大融
資缺口，有必要建立一個專門的多邊金融
機構或基金，作為亞洲地區基礎設施建設
的投融資平台。」

設立多邊金融機構支持
曾培炎認為，鑒於今後一個時期，

亞洲地區加大基礎設施建設是推進結構
調整和實現經濟增長的最佳時期，或者
說是最佳選擇，成立一個專門服務本地
區基礎設施投融資需要的多邊金融機構
，勢在必行。這個多邊金融機構應該是
開放的，即對亞洲區域內外的各國政府
參與開放，也對區域內外的私人資本參
與開放；作為專門投資基礎設施的投融
資平台，這個金融機構應該是以商業化
運作為主，在追求盈利性的同時，也應
確保所投基礎設施的公益性；該機構應
該由獨立的專業人士經營管理，專注於
亞洲區域內最具全局性和重大民生利益
的基礎設施項目的投融資業務，包括交
通、能源、電信、市政項目、生態環保
、農田水利等領域，為當地經濟社會發
展提供高效而可靠的中長期金融支持。

深夜十一點半，密集的雨絲無聲飄零，記者
拖疲憊的身體步出博鰲論壇新聞中心，迎面立
刻停下一部接送媒體返回酒店的大巴，心中不禁
生出幾許暖意。

作為最常見到國家元首的中國小鎮，博鰲的
確在12年的論壇籌辦中逐漸實現了華麗轉身，呈
現出遠遠高出其行政級別的活動策劃組織能力。
置身論壇會場，常常會忘了自己所在何處，堂皇
的裝修、現代的設備、完善的後勤服務，與任何
一個國際盛會相比都不會遜色。美酒、音樂、美
食，香車美女，冠蓋雲集、觥籌交錯，這些因素

共同構建出的絢爛畫面，正應了博鰲論壇的一項
使命：亞洲的繁榮。

不過，只要走出這塊集聚了眾多星級酒店和
高爾夫球場的彈丸之地，馬上就能感受到急劇的
落差。公路兩旁古舊的村舍、乾瘦的老嫗、目光
無助的貧困兒童，讓你一時間萌生時空交錯的恍
惚，似乎那些璀璨奪目的酒店樓堂是從外星掉落
下來似地，兩個世界，大相逕庭。

這不禁讓人產生疑問，這種旋風式繁華究竟
能夠留下什麼？三天時間，54場活動，很多話題
還未來得及展開便草草收場。而與會的數千名精

英，匆忙得就像走穴，很多人其實並不在乎如何
意見表達和觀點碰撞，他們來的目的更多是為了
社交。

而這種旋風式繁華，又能給博鰲帶來什麼？
酒店坐地起價，每年均是 「開三天，吃一年」，
據說咋舌的價格曾經因為超過美國政府差旅財務
規定的3倍，而讓駱家輝尷尬卻步。同時，當地
房價也持續攀高，過去十年已經增了百倍。記者
酒店所在一帶，道路兩旁是幢幢商品房，展現
資本給這座城市帶來的成果。但晚上本應萬家燈
火之時，各棟樓房上卻只有稀疏的幾盞燈光，顯
示這所謂房地產的繁榮只是資本的故事，並非瓊
海人自己的生活。

當然，椰林層立、風光旖旎的博鰲還是很美
，只是我們希望它能美得更務實，美得更理性。

【本報博鰲八日電】

博鰲的繁華與落寞
本報記者 鄭曼玲

採訪手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