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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环境的形势压力很大，但是
也不那么悲观，危机危机，危中也有
机。

对今年的形势总的判断大家还
是比较一致的。但是，我认为从企业
的角度出发，对于现在的形势和看法
有几个问题还要更多地关注一下。

第一，目前的世界经济。在近几
年来，世界经济会是缓慢的增长时
期，包括欧洲和美国，对于企业来说，
国际贸易增长也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企业出口面临着很大的压力和挑战。

第二，全球性金融危机使各国考
虑结构调整的问题。美国人提出来要
实业化，对于中国来说，在此过程当
中，企业也应该关注怎么样寻找调整
的机遇。

第三，国际政治的影响。中东的

问题、北非的问题，包括南亚的问题
等，政治和经济是密切相关的，国际
政治的影响也会给企业经营带来一
些关注点，其中对我们有不利或者
有机遇，通胀的压力还是很大的，包
括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也在上涨，企
业成本压力也是很大的，我们还是
要想怎样立足于自身，能够挖潜增
效，在困难的环境下，如何能够做得
更好。

怎么样为企业创造更好的环境，
我以舆论环境为例。我今天关注了一
个问题，刚刚公布的社会责任十大新
闻，其中有 6 个是负面的，正面的只
有 3.5个：第一个是发布了多少份责
任报告；第二个是说企联全球契约，
这是综合的；第三个是中粮集团全产
业链；第四个是负面到正面，由于日

本海啸核危机，中盐集团积极组织市
场。这都让我想到的是看大的环境。
因为正面的东西报道得少了，所以在
评的时候，不能拿更多正面的东西供
大家选择。

举例来说，华润集团的事情，那
是带有农村生产组织方式根本性变
化，不但是社会责任，还解决“三农”
问题，这么大的新闻，因为报道得很
少，关注的人也很少。希望新闻界报
道企业或者报道企业情况的时候，不
要眼睛总盯着报道负面的，正面的也
应该多报道。

说句实话，企业也是需要表扬
的，对孩子似的，要多表扬和激励他，
我希望在座的新闻界同志，在这方面
多做工作，能给我们创造更好的环
境。

这场论坛的主题是 2012年中国
经济发展环境问题，之所以将这个话
题作为论坛的第一个板块主题的原
因，在座诸位企业家都知道，对 2012
年的两个判断人们越来越有共识了：

一个判断是通货膨胀的压力还
会持续存在，所以对通货膨胀不能掉
以轻心，说明在货币政策、财政政策
上还会非常慎重。

第二个共识就是经济增长下行
的风险也在加大。虽然我们一再讲增
长速度下降是主动性的，但是主动和
被动之间实际上有时很难界定。下行
的风险也是很大的，导致今年必须要
双稳，一是稳定通胀，二是稳定增长。
但是稳定不是目的，关键是稳中求
进，所以我想这场讨论引到今年企业

环境上，就是稳中求进。稳在哪里，进
在哪里？这是在座诸位要讨论的问
题。

我刚才听了几位企业家和彭华
岗局长的讨论，我觉得讨论稳中求进
的时候，大家偏向于进，重点在进，怎
么样进？我总结了三句话：

一是深化改革，要创造公平竞争
环境，对民营企业要开放创新创业的
空间，关键在深化体制改革。

二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必须要
重视实业，要重视技术创新。如果像
过去那样，虚拟经济恢复那么高的时
候，谁也不搞实业了，也就不重视技
术创新了，过去的优势就丧失了，所
以说重点在于转变增长方式。

三是调整经济结构，不调整结构

也很难进。2012年关键在进，进在三
句话，深化改革、转变增长方式、调整
结构。企业家在 2012年实现这三个方
面的进，中国仍然还是世界的领头羊，
经济增长仍然会保持较高的速度，就
像今年是龙年一样，永远是龙在领先，
龙腾虎跃。

经济学界对今年的经济并不是
很乐观，在座的企业家都乐观，但愿
今年会很乐观。关于改革当中的金融
结构改革，从过去的银行融资、证券
融资到股权基金融资这三大融资当
中中国第三块比较少，结构是不合理
的，应该加大金融第三个组成部分就
是 PE的部分，未来中国 PE的发展对
金融资本和产业资本的融合将会有
很大的突破点。

企业需要更好的舆论环境

稳中求进关键在“进”

以上文字由本报记者王敏、万斯琴采写，本专题图片由本报记者任正直、林瑞泉拍摄

国务院国资委研究局局长彭华岗：

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魏杰：

彭华岗

魏杰

我先说对宏观的判断，世界经济
继续不好，但是美国长期以来还可
以，真正不好的是欧洲和日本。有
10—15年时间基本上可以把德国、日
本所拥有的第三次革命核心的技术
吸引到中国来。

但是现在兼并不一定是时候，现
在要做好准备，盯住竞争对手，盯住
了优质资产，准备好了，等到他们垮
台，再买。现在不是好的时候，好的资
产不卖，坏的资产我们也不买。在今
年或者明年，资产会跌得更不像话，
那是我们兼并的好时机。这是第三次
革命。

对于企业来说，宏观好不好，对
创新的企业来说是没关系的。有人说
经济学家最没用，还不如企业家说得
好呢，说得很对，经济学家判断形势
历来悲观，尤其是中国的形势，过于
悲观。

西方的垮台对中国相对来说是
有好处的，对于竞争来说，我们讲长
期竞争，不是在非理性繁荣的时期，
前十年所有人都好，而且所有的企业
效率，靠的是世界大宗商品原材料涨

价，中国的国企相当一部分是掌握资
源的，所以资源涨价了，效益就好了，
再过几年要跌，日子又不好了。

很多企业靠的是地皮，这与所有
制没有关系，今天是企业大浪淘沙的
时代。为什么不能听经济学家的，我们
所讲的东西，包括 MBA、EMBA 讲的
都是需求拉动，凡是总需求拉动的，都
是夕阳产业，怎么样扩大市场和降低
成本，那不是创新型的企业也不是发
展期的企业，而是走到饱和期和衰退
期的企业。真正创新的企业是垄断的，
刚出来的新产品有知识产权，可以三
到五年，成为垄断或者寡头。

对宏观形势的判断。我认为人民
币汇率不可能升过 1：6，十二次跌停
是特别好的事，人民币汇率终于浮动
起来了，我预测没有什么升值空间
了，这次波动是由于欧元看着不行
了，世界突然增加对美元需求的预
期，这个情况对中国是很有好处的。

最基本的几个判断，高科技还
有前途，传统产业也没有到山穷水
尽，中国钢产量生产能力 7.8 亿吨，
2011 年是 7 亿吨，意味着什么样的

增长速度？我认为不会低于 9%，至
少还能够维持 5—7 年，中国没有完
成新经济，靠政府投资拉动，修高速
公路、铁路、停车场还有 5—7 年的
时间，中国的形势没有那么悲观，说
悲观的都是胡说八道。传统产业没
那么悲观，还有几年的发展。

中国从来都是由对内需拉动的，
对出口依赖没有那么高，因为加工贸
易占出口的 60%、70%，进出口是重复
计算的，要扣掉 1/3，中国外贸依存度
从来没有超过 40%，现在只能降低，
不会再提高，中国经济基本靠内需，
内需启动需要重大的改革。

如果有重大的改革，中国的经
济潜力还要大，国有企业分两个方
向改革，一是改为战略产业，国家股
权控制逐步退出，股权控制转向非
股权控制，走向国际。二是把国有企
业国有股东逐步转到社会基金，建
立真正的全民所有制，如果这样的
话中国股市要大涨特涨，如果现在
宣布 10%的国有股划入中国社保基
金，中国股市至少从 2000 点翻到
6000点。

汇率不可能升过 16
中国政法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所所长杨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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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面临大的变局，危机之后
面临重大的调整，2012 年中国经
济、世界经济面临着许多不确定性
的因素，在此背景下，中国企业如何
走好 2012 年和 2012 年之后的若干
年？

新的变局当中中国企业如何以
变制变，中国有句俗话，时势造英
雄。从中国的发展、企业发展和民营
企业、国有企业创新发展过程当中，
确实造就了中国的英雄企业、英雄
企业家，中国的英雄品牌。

过去讲四流企业卖产品，三流
企业卖技术，二流企业卖品牌，一流
企业卖标准，中国的产业要想真的
适应全球的大变局，成为世界经济
的领跑者，很重要的一点就是需要
民企、国企立足变局下自我调整、自

我创新。在创新过程当中，一要有信
心，二要有雄心，三要有耐心。中国
30 年市场经济的发展，大浪淘沙，
留到今天的民企和国企是响当当的
企业。要有雄心，中国的国企和中国
的企业家，每个人、每个企业都拥有
着民族复兴报国的思想。要耐心，我
们和世界的一流企业在对标过程当
中总还是有差距的。差距不是一夜
之间一天完成的，需要累进地创新
和积累。

中国这 30 年的发展，特别是近
10 年的发展，是在改革开放大的自
由空间下，国企民企外企相互竞争，
百舸争流竞争创造的。一是辩证地
看待国企。社会上也有一种论调，凡
国企必报。国企出了问题就不断地
放大，如果这一轮中国有利地或者

有效地应对金融危机，国企起了一
定的中流砥柱作用。二要科学地看
待民企，不要把民企单纯定位为创
造就业，就是国有企业的拾遗补缺，
民营企业已经是中国创新、中国发
展、中国可持续发展的主力军。很多
地方三分天下有其二，它已经成为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当之无愧当红的
主角、名角。三是要爱心地看待企业
家。企业家是人，企业家不是神仙，
要宽容企业家的失误，更要宽容企
业家所犯的错误。

我们总是期望企业家是一个
神，包括杰克·韦尔奇，乔布斯，都不
是神，只要我们能够科学善待两大
主力军和一个领军人物，中国的企
业、中国的产业就能够在大变局当
中独领风骚。

中国企业应以变制变
中央党校经济学教育部副主任韩保江：

韩保江

经济学家传媒学者为榜单竞献箴言

朱春阳
复旦大学媒介经济管理
研究所副所长、副教授

2011年中国企业十大新闻和十大企业人物，仿佛 2011
年度中国企业的一部春秋式编年史，宏大、清晰、深刻，榜单
富有公信力和权威性。

企业的发展和繁荣需要良好的企
业舆论环境，中国企业报推出的这个
新闻榜单和企业人物榜单，有助于营
造良好的企业舆论环境，愿这个榜单
越来越有影响力和传播力。

榜单有春秋式编年史风格

在中国的伟大企业即将诞生，企业的力量正在充分释放
的今天，《中国企业报》与中国企业共同成长。它已经成为这样
一个专业新闻传播平台：聚焦企业发展
的问题，监测企业发展的环境，记录企
业的成长历史，表达企业的理性诉求，
展示企业的宏图大志，书写企业崛起的
轨迹，呈现企业腾飞的价值，探寻企业
的创新路经。

吕尚彬
武汉大学媒体发展研究
中心副主任、新闻与传播
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这是一个专业新闻传播平台

2011中国企业十大新闻简洁地为我们勾勒了一幅中国
企业发展与探索的图景，有成就、有问题，也有灾祸和危机。从
中，我感受到了中国企业的力量，
也仿佛触摸到了中国经济未来走
向的脉搏。

陆地
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教授、博士生导师

从榜单可触摸到经济脉膊

企业的重要举措、重大事件，为舆论所关注。《中国企业
报》对过去一年的企业各类新闻事件进行梳理、分析，评选出
最具关注或影响力的新闻。评选不是
目的，评选的导向及形成深层次思考，
才是应该重点考虑的。从这个角度来
看，《中国企业报》的评选是有意义的。

范以锦
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
教授、博士生导师
广东省新闻工作者协会主席

应关注评选所形成的深层次思考

贵报发起评选的“2011年中国企业十大新闻”（系列）很
有价值和意义，从中可以了解到，在全球化背景下和企业转型
的进程中，2011年我们中国企业发展所经历的大事，所取得
的成就，很让人鼓舞！

而所评选的“2011年中国企业十大人物”，都是中国最有
经济实力和社会影响力的企业的领军人物，既有代表性，又有
说服力，从中可以看出 2011 年我们中国企业家的贡献与业
绩、风采与魅力，很使人高兴！

祝愿中国企业和中国企业家在新的
一年里取得更大发展业绩，做出更大社
会贡献！

郑保卫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
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教授、博士生导师

“双十大”评选独具价值和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