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1年07月29日 星期五
编辑：汪静赫 李文新 E-mail：jiangxue@sina.com 校对：高秀峰 美编：王祯磊 人物

本报记者 汪静赫/文

朱民：中国绅士当“洋官”

2011年 7月 26日，朱民正式出
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下简称 IMF）
副总裁。位于华盛顿的 IMF总部，多
了一位被称为“中国绅士”的副总裁。

在近几日因动车事故颇不平静
的微博上，有人说朱民就职是几天来
惟一的好消息。
《世界报》将朱民形容为“最为西

化的中国人”，“他的任命关系到在代
表新兴经济国家方面的重大进步”。

专家表示，朱民的上任增加了新兴
经济体在国际金融领域的话语权，增加
了中国在国际金融领域的话语权。

“我现在是猪头肉炒成
了回锅肉。”

中国社科院副院长李扬曾经用
“现今中国，甚至是全世界最炙手可
热的金融人物”评价过朱民，而朱民
却回应说：“我现在是猪头肉炒成了
回锅肉。”

这样直白自嘲的朱民，始终脱不开
温文尔雅的学者气质。一直作为学者金
融高官形象出现的他，在很多场合表现
出的从容与睿智令人印象深刻。

在朱民的履历中，时光的历练清
晰可见。而在最初，他是一个高龄大
学生。

生于 1952年的朱民是恢复高考
后毕业最早的一批学生之一。就读于
复旦大学经济系的朱民，“学术能力上
已经是露出相当学术锋芒的学生”。
1982年夏天，30岁的朱民毕业了，因
成绩优异留校任教，在此期间，朱民还
有一段鲜为人知的政府经历：曾兼任
上海市体改委和上海市政府经济研究
中心研究员，短期还担任过时任上海
市长、市委书记汪道涵的秘书。

1985年，朱民赴美留学，先后获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公共行政管理硕
士学位、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经
济学博士学位。值得一提的是，在美
读博期间朱民曾师从被誉为“正直
领袖”的保罗·沃尔克，这位曾担任
美联储主席的金融界传奇人物是当
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经济思想家之
一。

1990年，朱民先后在约翰·霍普
金斯大学政策研究所、世界银行任
职，6年后归国，落脚中国银行。归国
后的朱民开始了中国本土的金融实
战之旅。2002年，他成功将结构复杂
的中行驻香港各机构重组上市。在此
过程中，朱民度过了“20多吨文件每
个字每个标点符号都要过目且不能
出错”的日子。2003年年底，朱民成功
对中行进行不良资产剥离和重组。
2006年，朱民升任中行副行长，直至
2009年 10月调往央行。

在海外媒体眼中，朱民在国际金
融圈是一位备受尊敬的人物。此前朱
民已连续十年参加瑞士冬季达沃斯
论坛。朱民擅长中英文表达，多年活
跃在国际学术界，经常参加各种国际
论坛，并担任主旨演讲人。朱民在国
际金融界的表现在一定程度上改变
了国际上对中国官员的印象。
“很难得的是朱民身上的学者气

息和全球观、国际观，并没有因为他

后来做了官而丢掉。”复旦大学新闻
系毕业的现任 FT中文网总编辑张力
奋如此评价老校友。

“我将以个人名义成为
一个国际公务员。”

在朱民就任央行副行长时，著名
经济学家余永定在祝贺他时就说过，
“我们肯定，你将会在国际事务中发
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2010年 2月 24日，朱民被 IMF
任命为总裁特别顾问。随即有媒体相
当肯定地作出了如下判断：“朱民稳
步向前，未来的位置，极其可能是 IMF
的副总裁。”
显然，对这桩未知新闻的大胆讲

述，来源于 IMF 新任总裁克里斯蒂
娜·拉加德。这位 IMF历史上首位女
性总裁，来中国“路演”时曾说：“中国
是 IMF一个关键的参与者，而 IMF还
有一名副总裁没有出炉，让我们拭目
以待吧，我会给出我的建议的。”

2011 年 7 月 12 日，IMF 总裁克
里斯蒂娜·拉加德宣布提名任命朱
民出任该组织副总裁。这一提名随
后得到基金组织执行董事会批准。
拉加德在宣布对朱民提名时表示了
对朱民的很高期望：“朱民拥有政
府、国际政策制定和金融市场的丰
富经验，高超的管理和沟通技能以
及对基金组织的机制理解，我期待
着他的支持”。
此后，IMF新闻发言人霍利表示，

现任 IMF总裁顾问朱民将于 7月 26
日正式出任副总裁，这是国际货币基
金组织增设的第四个副总裁职务。

在过去的一年多里，身为 IMF总
裁特别顾问的朱民为 IMF 带来了新
的变化。2010年 10月，IMF和世界银
行在华盛顿举行 2010年会。这个每

年召开两次的例会，在外界看来，已
经没有了新鲜感。不过，这次的年会
却面貌一新。

往年年会为期 6天的会议，缩短
为 3天，会议期间例行的近 100名各
国部长官方发言被全球经济论坛及
其 6个分论坛取代，话题涉及全球经
济结构调整、金融改革、发展中国家
新挑战等等。不仅如此，期间电视辩
论、网络直播、好莱坞影星助阵等各
种新形式使年会显得与众不同，而年
会的幕后主要策划人就是朱民。

在 IMF的同事中，中国人朱民很
受欢迎。“他非常活跃，在 IMF非常受
欢迎。”IMF对外关系部官员马德志
说。

在获得副总裁任命之后，朱民曾
说：“我将以个人名义成为一个国际
公务员，而不是去 IMF代表中国。”但
在多数业内人士看来，朱民非常清楚
如何在西方思维中解释中国现实并
促进中国融入全球进程，因此“他能
代表金融中国‘走出去’”。
“在现有的国际规则中，怎样和

美欧日三级经济体在国际事务中进
行良好沟通，准确表达自己的利益诉
求，不仅是朱民要面对的，也是中国
作为最大发展中国家要学习的。而朱
民无愧为这个领域的先驱者。”中国
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中国经济评
价中心主任刘煜辉说。

“我只是小人物。”

前 IMF 总裁卡恩曾如此评价朱
民：“他具有丰富的政府和金融部门
工作经验。他将发挥重要作用，与我
和我的管理团队一道应对所有成员
国未来面临的挑战，并加深基金组织
对亚洲和新兴市场的了解。 ”

在 2010 年 10 月举行的 IMF 和

世界银行年会上，朱民在与韩国财
长、墨西哥财长以及 IMF前总裁康德
苏等人共同举行的一场电视直播讨
论会上，畅谈全球治理。在场的一位
韩国媒体人说：“朱民让亚洲人感到
自豪”。

路透社一位资深的驻华记者说，
“朱民在国际金融界的声望比较高，
我们认为他比较务实，敢提出一些比
较尖锐的问题。”

作为尖锐锋利的国际金融高官，
朱民同时具备的是温和敦厚的谦逊
之风。一位媒体记者对于朱民的印象
则是“语速不疾不徐，音量不高不
低”，这使他脑海中浮现出“忠厚长
者”一词。一次，朱民在与一位记者互
换名片时说：“我只是小人物，谢谢你
关注。”

朱民称自己为“小人物”，而更多
的国际同行喜欢叫他“中国绅士”。
“心静神怡，思纯道慧，在新的一

年里享受快乐和生命。”这是朱民发
给友人的祝福短信。

平实淡然、诚恳谦逊，这是很多
人对于朱民的印象。

7月 22日，优米网创始人王利芬
发布微博讲述对老朋友朱民的印象：
“我想说说他身上的优点：从不浪费
时间，喜欢读书并送书给朋友们；待
人友好，无论你多大多小；只要有可
能总是尽最大力量帮助身边的人和
朋友……”

朱民喜欢契诃夫，这位俄国作家
的犀利幽默其实也表现在他自己的
身上。据他熟识的朋友说，朱民的每
次露面都妙语连珠，使满场尽欢、举
座生动，因为“在场的人常被他侃得
心悦诚服”。

2011年 7月 26日，幽默的中国
绅士朱民开始了他作为这个国际组
织副总裁的第一天。

张爱军，男，1969年 10月生于
河北唐山。1997年 4月毕业于西南
交通大学桥梁及隧道工程专业，同年
6 月获得工学硕士学位。 7 月分配
到中铁十二局集团第二工程公司。

张爱军现任公司总工、北京地
铁七号线 00标项目经理等职。自参

加工作以来，一直从事技术管理工
作，先后参加国道 205线博莱公路
第三合同段樵岭前大桥、深圳地铁
11标、北京地铁 2标、汝郴高速公
路、北京地铁 7号线 00、08 标等集
团公司和公司重点工程建设工作。
经过几年的摔打磨炼，坚持以理论
与实践相结合从而在实际工作中不
但积累了丰富的施工经验，而且通

过现场管理和在组织投标工作中也
积累了丰富的管理经验，并及时提
炼精化、总结经验，能够坚持理论与
实践相结合，学以致用，不断创新。
对待工作脚踏实地，精益求精，对遇
到的疑难问题能独辟蹊径，见解独
到，具有较强的独立工作能力，能够
圆满地组织、完成复杂技术和管理
工作，爱岗敬业，无私奉献，是工程
组织和管理的中坚力量。

张爱军 1997 年 7 月至 2000 年
3月，在博莱公路樵岭前大桥第三分
部任技术主管，工作中为了加快工程
进度和确保工程质量，参与了液压滑
模及轻型三角形挂篮的设计工作，并
组织实施 45米 渍1800人工挖孔桩、
62m双薄臂墩滑模施工、30m 双薄臂
墩翻模施工、桥梁悬臂灌注及悬灌冬
季施工技术工作，参与桥梁线型控制
工作；自行设计不等高塔吊基础、直
线段腕扣式脚手架支撑体系、直线段
模板及合拢段悬吊支撑体系。由于工

期需要，悬灌施工已到冬季施工，使
本来技术含量就很高的施工又增加
了复杂性。经过一系列方案的付诸实
施，在施工中创造了悬灌一节段用时
72小时的最快施工记录，该工程被
评为“山东优质工程”。

张爱军在 2000年 12 月任深圳
地铁 11标项目经理，该工程以大直
径钢筋混凝土钻孔咬合桩及富水砂
层的暗挖隧道为施工难点。 钻孔
咬合桩是一项新技术，具有精度高、
施工速度快、造价低、止水效果好等
优点，施工中虽然制定了切实可行
的施工组织方案，但依然遇到钢筋
笼上浮、下沉等新问题。经过一个多
月的试验和攻关，按期胜利完成 522
根咬合桩施工。软弱地质的隧道施
工本身难度大，再加上处于富水砂
层之中，施工犹如雪上加霜，困难重
叠，为此进行了一系列尝试：洞内深
孔注浆、地表旋喷、地表化学注浆、
注浆止水帷幕、搅拌桩止水帷幕、系

统降水等，最终胜利通过了 680m 的
富水砂层，按期完成隧道贯通的阶
段性工期。在此期间组织参与完成
地铁重叠隧道、临近建筑物的地下
连续墙、钢筋混凝土钻孔咬合桩和
富水砂层止水帷幕的科研攻关项
目。深圳地铁两标段先后多次被评
为《先进单位》、《文明工地》和《安全
质量标准工地》。

在科技创新的攻关小组成立
后，张爱军反复研究，探勘地质，从
而寻求最佳施工方案和风险预案。
经过查阅大量参考资料，迅速达成
共识。尽管在车站结构复杂、工期紧
迫、单项、分项工程多，工序转换频
繁、施工难度大的情况下而采用通
常的施工方案是很难保证各种管线
和施工安全的。针对地质结构主要
以砂卵石、细粗砂、黏土为主的地质
结构，积极带领“QC”小组成员进行
《砂卵石地层超前支护施工质量》攻
关研讨。经过多次反复研讨论证，该
研讨项目最终获得了中国建筑业工
程协会《全国工程建设质量优秀小
组》奖称号。由于在北京地铁十号线
二标的一炮打响，先后又中标了北
京地铁十号线七标、首都机场交通
扩建工程、机场道面工程、南水北调
北京段 8标，共计 10个亿的施工项

目。在工作中做到了审时度势，超前
运作，坚持高起点、高标准、昼夜突
击，顽强拼搏，先后战胜了主材涨
价、地质复杂等困难，月月刷新施工
生产新记录，满足业主对质量、工
期、安全、环保、文明施工的期望和
要求，该单位也成为地铁十号线的
“标杆队伍”。 张爱军现任北京地铁
七号线 00、08标项目经理。在项目
各项工作中，能够吃苦在前，享受在
后，以实际行动为职工树立榜样，以
扎实业绩诚信履约。最近被北京市
重大项目建设指挥部评为“优秀项
目经理”。

张爱军在工作中善于积累和总
结施工经验，先后在省部级和国家
级刊物上发表《岩溶地区大直径人
工挖孔桩施工技术》、《液压滑动模
板在双薄壁高墩施工中的应用》、
《大直径钢筋混凝土钻孔咬和桩施
工技术控制要点及方法》、《试论建
立完整防水体系强化深圳地铁施工
管理》等论文，并撰写了《（钢筋）混
凝土钻孔咬合桩施工工法》和《地铁
暗挖车站“PBA”洞桩法施工工法》。

张爱军在建筑市场和社会效益
上为企业取得了较高的知名度，同
时也给企业创造了较高的经济效
益，成为企业的支柱和栋梁。

项目经理
张 爱 军
（左二）向
集团董事
长（左三）
汇报工程
情况

记中铁十二局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地铁七号线 00、08标项目部项目经理张爱军
执着于轨道交通建设的创新

联合国副秘书长
沙祖康

1947年 9月，沙祖康出生于江苏，曾任中国常驻联合国
日内瓦代表团副代表、裁军事务大使，1997年任外交部首任
军控司司长，2001年开始任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和
瑞士其他国际组织代表、特命全权大使。2007年出任联合国
副秘书长。

沙祖康出身于农民家庭，从 1970年大学毕业投身外交事
业，他曾处理举世瞩目的银河号事件，负责谈判全面禁止核试
验条约，应对第一次朝核危机等重大外交事件。在捍卫国家利
益和尊严，争取公平和正义事业上，他以独特的外交风格取得
了一个又一个胜利。

在日内瓦联合国组织和国际机构的各种会议上，只要沙
祖康有发言，很多代表都要去听听。大家想知道，老沙今天在
会上又讲了什么精彩妙语。在中国常驻日内瓦联合国代表团
里，很多年轻外交官也在模仿着他，常会听到他们说：“我今天
干得像不像老沙？”

世卫组织总干事
陈冯富珍

陈冯富珍 1947年出生于香港，拥有加拿大、英国、新加坡
等多个国家的学历。她从 1978年开始在香港政府任职，并于
1994年 6月起任香港卫生署署长。

陈冯富珍曾长期在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工作，是香
港第一位女卫生署长。2003年赴世界卫生组织工作后，她主
要负责传染病防控事务，成绩卓著，受到许多国家的称赞。

2003年，一场突如其来的非典疫情让陈冯富珍走进了更
多人的视线。有媒体对她评价说：“在那场灾难面前，她作为一
名女性官员，沉着、果敢、细腻的个性给人们留下了深刻印
象。”而正是由于陈冯富珍在处理非典危机时的出色表现，使
她获得了国际社会和世卫组织的青睐。

2006年 11月 9日在日内瓦举行的世界卫生大会特别会
议上，陈冯富珍当选为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这是中国首次提
名竞选并成功当选联合国专门机构的最高领导职位。2007年
1月 4日，陈冯富珍正式就任。

世界银行副行长
林毅夫

林毅夫生于 1952年 10月 15日，籍贯台湾宜兰。1979
年，从台湾游泳来到大陆的林毅夫进入北京大学经济系学习，
后来赴美留学，就读于芝加哥大学，成为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
者舒尔茨的关门弟子，着力钻研农业经济。8年后，林毅夫毅
然回国，成为改革开放后第一个从海外归来的经济学博士。

1987—1990年，林毅夫任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发展
研究所副所长；1990—1993年，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
副部长；1994—2008年，任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1993年，林毅夫获得美国国际粮食和农业政策研究中心 1993
年政策论文奖，并以《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获得中国经
济学最高奖———孙冶方经济学奖。1994年，林毅夫联合多位海
外留学归来的经济界人士，共同成立了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
究中心。如今，该中心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学研究的大本营。

2008年 2月 4日，林毅夫被任命为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
家兼负责发展经济学的高级副行长，位列世行第二把交椅。

联合国粮农组织副总干事
何昌垂

何昌垂 1949年出生于福建福清，1975年毕业于福州大学
物理无线电系，1982年荷兰国际地学学院综合考察系获硕士
学位，1994年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系获博士学位。先后在中科
院、原国家科委、联合国亚太经社会、FAO等单位或机构工作。

2009年 11月 25日，在意大利罗马召开的联合国粮农组
织(FAO)第 138届理事会会议上，FAO宣布任命何昌垂为该组
织副总干事。何昌垂是粮农组织自 1945年成立以来第一位担
当该组织副总干事的中国人。声明说，他证明自己胜任这份工
作，得到了粮农组织成员国的高度赞扬和肯定。

2011年 6月 28日，泰国农业部长提拉·翁沙穆代表泰国
国王向联合国粮农组织副总干事何昌垂授予一级泰王冠勋
章，以嘉奖其为泰国、亚太地区和整个世界的粮食安全做出的
重要贡献。泰国王室在授勋声明中说，何昌垂以国际组织官员
的身份在泰国工作超过 16年时间，其中 2002年到 2009年他
在泰国担当粮农组织助理总干事、亚太地区代表，在他的领导
下粮农组织为泰国的粮食安全、农业发展和农村发展提供了
强有力的支持。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英文全称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简 称 ：
IMF。与世界银行并列为世界两大金
融机构之一，其职责是监察货币汇率
和各国贸易情况、提供技术和资金协
助，确保全球金融制度运作正常。
1946年 3月正式成立。1947年 3月 1

日开始工作，1947年 11月 15日成为
联合国的专门机构，在经营上有其独
立性。总部设在华盛顿。

该组织宗旨是通过一个常设机
构来促进国际货币合作，为国际货
币问题的磋商和协作提供方法；通
过国际贸易的扩大和平衡发展，把

促进和保持成员国的就业、生产资
源的发展、实际收入的高水平，作为
经济政策的首要目标；稳定国际汇
率 A，在成员国之间保持有秩序的汇
价安排，避免竞争性的汇价贬值；协
助成员国建立经常性交易的多边支
付制度，消除妨碍世界贸易的外汇

管制；在有适当保证的条件下，基金
组织向成员国临时提供普通资金，
使其有信心利用此机会纠正国际收
支的失调，而不采取危害本国或国
际繁荣的措施；按照以上目的，缩短
成员国国际收支不平衡的时间，减
轻不平衡的程度等。

背景

国际组织高层里的
中国面孔

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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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砚钧（著名漫画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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