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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伊始，作为《中国企业报》
首席评论员和中国企业研究院首席研
究员的李锦，带领其团队为广大民众
献上新春开年大作———“系列评论专
题：五十评发展实体经济”，对实体经
济展开有规模、有深度、有气势的报
道，在新闻界、实业界、经济理论界、金
融界刮起一阵实体经济舆论旋风，形
成两会报道的新气象，引起强烈反响。

自 2012年 1月 10日起，《中国企
业报》连续 9 期，20 个版面，54 篇评
论，共计 13万多字的实体经济评论，
并且带动实体经济报道 30万字。这次
的系列报道为当下几近干涸的实体经
济土地带来了一场及时雨。为中国企
业提供强有力的理论支持与舆论引
领。

有读者评论认为，“李锦团队的新
闻评论是中国媒体对于实体经济的
‘旗帜与灵魂’，是中国企业的主旋律，
主调鲜明而声音强大。印象中，这是中
国新闻界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系
列评论。”

李锦就实体经济评论与中国企业
智库问题接受了我们的专访。

在新闻界、实业界、金融界
刮起实体经济舆论旋风

中国报业网记者（以下简称记
者）：打开人民网强国博客首页，映入
眼帘第一位“名家”是李锦。首页页面
上的四篇评论《楼市已成为实体经济
的“吸血鬼”》、《终结银行暴利“七
策”》、《银行暴利的“三大推手”》、《金
融改革呼唤“南巡讲话”》。这些稿件点
击率很高，其中楼市一篇已是 7000多
人点击。请问你们是从什么时间开始
搞实体经济评论的？

李锦：人民网强国博客放在首位
是第十五评发展实体经济开始的。这
时候两会已经快开始了。

我们最早搞实体经济评论是去年
9月份，从温州高利贷事件就开始了，
上海砸楼盘、鄂尔多斯楼市现象、淘宝
商城，每件事出来我们都发表经济评
论。系统地搞是今年 1月 10日，每期
发三四篇，后来成为两会期间的主要
项目，与两会代表、委员的讨论相互呼
应，一直发到现在。

记者：这些评论引起社会关注，有
很大反响。在上期报纸头版上，我注意
到一篇吸引人眼球的文章，名为《银行
家交锋学者：金融论战因何而起的文
章》。说的是您与中国工商银行行长杨
凯生就银行业是否高利差所持有不同
观点，看来你的文章引起了中国最大
银行行长的关注。

李锦：后来新浪网出现“李锦 PK
杨凯生”的文章，我不知 PK是什么意
思，后来听说是对决的意思，没有那么
严重，说实话，我当初写《银行家们正
在进入高风险期———三十五评发展实
体经济》时并没有想着制造什么风波，
只不过从一个学者的身份，从银行方

面对实体经济进行评论。现在问题演
变成一场学者与银行家的思想交锋，
当然这未尝是一件坏事。银行暴利已
经成为两会代表、委员们的话题焦点，
我与杨行长的不同观点为此又添一热
闹。如我在博客中说的那样，我不是搞
银行的，银行方面的知识要向杨行长
学习、请教。

不过能够引起这场交锋同样说
明我们的评论的效果出来了，引起了
社会各界的关注。正如这篇文章所讲
的那样：“我们相信，争论的最终目的
都是好的，都是希望中国的实体经济
发展环境能够有所改善。”我们欢迎
不同的声音，如果只是我们在这里唱
独角戏，台下观众毫无反应，那说明
我们唱得不好，问题也没法解决。怕
就怕没人理会你，不在乎你说出的
话。

记者：我们还看到新浪网有一篇
文章，有一个作者叫“培元 2012”的，他
把你们的“50评”全部转载了，还写了
一篇标题是“著名学者、评论家李锦及
其发展实体经济评论团队”的文章，
文中体现了对你的仰慕与敬重之意。
李锦：看来《中国企业报》的“实体

经济 50评”已经引起广泛的注意。我
们这些文章一方面通过网站转载，一
方面通过博客转载。前些天，见到《求
是》杂志总编辑张晓林，他把这些实体
经济评论复印出来交给每个编委传
阅。中国国际交流中心郑新立常务副
主任也要求我们把文章全部整理一套
给他，认为我们的评论思想性很强，有
对策研究特点。

怎么敲定实体经济
这一主题的？

记者：据我所知，贵报在去年就曾
对国有企业展开过系列报道，当时同
样引起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我很想
知道，贵报为何会把绣球抛向实体经
济？
李锦：那次国企报道是经过精心

组织的，后来得到张德江、刘云山、张
高丽与王忠禹等领导的重视。其实，这
次报道是那次报道的继续。我们在那
次报道中发现很多问题，特别是中小
企业的生存太困难了。这次实体经济
报道的主角实际上是中小企业。
《中国企业报》作为中国唯一以企

业和企业家为报道内容的全国级报
纸，在这个时候就必须站出来，为企业
说话，贯彻我们“问题推动，思想引领”
的办报思路。让老百姓了解到最新的
情况，听到最真实的声音，引导社会舆
论关注实体经济，推动各个机构去帮
助实体经济的发展。 这次两会报道
前，我们打听，中宣部、国资委对两会
报道都没有什么特别的报道精神，于
是我们便确立了“为企业说话，说自己
的话”的方针。把这份酝酿已久的计划
拿出来了。
记者：翻开《中国企业报》，发现你

们的实体经济报道在去年八九月份便
开始了。这些报道对你们敲定实体经

济大讨论方向可能有探路作用。
李锦：哲学家培根认为，“善于在

做一件事的开端时识别时机，这是一
种极难得的智慧。”如果一开始你的大
方向都错了，那肯定不会成功。所以
说，此次选择以实体经济展开系列报
道，我们做了缜密的思考，这是一个过
程。

自去年 9月底温州高利贷事件爆
发后，产业“空心化”问题便暴露出来，
那个时候我们不少报道已经把重心转
到实体经济这一主题上了。

例如鄂尔多斯楼市崩盘的报道，
便是证明。当时我们是这么写的：“对
于今天的鄂尔多斯来说，房地产是否
崩盘已不重要。甚至于，房市泡沫消除
也不是坏事，重要的是政府将如何作
为：是把巨额资金用来救市，继续看着
‘鬼城’复制出现，还是拿出壮士断腕
之态，把资金投到实业上来，投到科技
创新上来。”这是 11月份的事。从那时
起，我们的思路便已经明确了。

12月 19日又发表了《央企回归
主业：乔木与灌木的抉择》一文，是专
讲实体经济的。

国家主席胡锦涛 11 月 4 日在
G20法国戛纳峰会上讲话时指出，“要
把财政和货币政策落到实处，确保资
金流向实体经济部门，扩大生产”；温
家宝总理在天津考察时也强调，要把
更大的力量放在发展实体经济上；中
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明年经济工
作必须做到“四个牢牢把握”，其中之
一就是“牢牢把握发展实体经济这一
坚实基础”。这是中央面对复杂多变的
国际政治经济环境和国内经济运行新
情况新变化作出的战略部署。实体经
济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赖以生存的
基础，实业精神是企业的核心价值观。
然而当下我国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
过度失调，已严重影响了我国经济的
稳定与发展，这个时候需要一股力量
来帮助它。我们在采编会上一再强调
这个思想。

紧接着，在中央召开的一系列金
融工作会议上，发展实体经济都被重
点提出来。在短时间内中央对于实体
经济的呼吁如此紧密，这也再次坚定
了我们的信念。今年两会上实体经济
再度成为关注的热点，说明我们当初
的选择是正确的。触动这个工程启动
的是 11月 22日，新华社发表的八评
实体经济，这几篇文章发表得很仓促，
多是千把字，具体问题没有讲透，似乎
是把一篇文章拆开来。我知道新华社
本身没有经济学家，不易形成气候。但
是，他们的创意提醒了我。于是我在元
月 10日推出第一期，一下子推出三
篇，都是我执笔写的。这相当一本书的
概论，把核心问题提出来了。

正如我在四十七评《实体经济的
“两个任何”是时代的最强音》中提到
的张德江副总理的那句：“任何忽视实
体经济发展的思想都是错误的，任何
不利于实体经济发展的政策都应该调
整。”我们看到这句话都很兴奋。到这
个时候，便已经进入高潮了。

评论起“统帅”、“灵魂”作用

记者：你们报纸这样重视评论，是
出于传统，还是现实需要，有什么背
景？

李锦：《中国企业报》在 2012年周
二版改为周一版，对评论力量增强是
报纸发展的一种必然选择。当然，对实
体经济选题的确立，最终是社会实践
的需要。这两种需要碰到一起来了。

现在《中国企业报》的一大特色
就是评论。重视评论在走市场的报纸
中非常明显，像《中国经营报》、《经济
观察报》都是评论起“挂帅”、“灵魂”
作用，《人民日报》、新华社也多出高
水平的文章。现在大家都去搞评论，
怎么样才能形成我们的评论优势？那
就是比思想，比智慧，比看问题的角
度。不能仅仅追求标题的刺激和华丽
的词句来吸引人，此时不能指望花拳
绣腿打天下，要靠思想“挂帅”，靠智
慧取胜。评论写作，处在灵魂地位的
是思想，是传输给读者的思想。
我们强调，头版必须有评论，一定

要在气势上做足，拿出精品评论撑起
整期报纸。每篇评论要有一点新东西
拿出来，一般不要重复，拿出属于自己
概括发现出来的东西，而且对现实有
用。这是我们追求的目标。

比如对银行业的评论，仅仅从标
题制作时就可以看出鲜明的思想指向
性。《银行暴利的三大推手》、《终结银
行暴利七策》、《金融垄断与腐败是“孪

生兄弟”》、《银行家们正在进入高风险
期》。这是其他报纸没有用过的标题，
有我们的思想与见识，还有智慧。

记者：完成这 50篇评论可不是一
个小工程，从多个角度对实体经济发
展进行分析，论据充足，分析深入，颇
有文献价值，对新闻界具有重要的借
鉴意义，请问你们是怎么一篇一篇做
下来的。

李锦：策划为王，这是我们的思
维。因为实体经济系列评论是我们自
己的创意，主动做的课题，我们要搞这
组评论，而且要大搞，没有理论准备是
做不大、走不远的。我们把功夫放在理
论储备与策划上。

从去年 10月到 12月，这两个半
月时间我们一直在研究实体经济问
题。我是天天上网，做到了对局势了然
于胸。然后开始找分析问题的角度，确
定从实体与虚拟经济关系入手、企业
本身做强、高利贷与吴英现象、金融体
制改革、小微企业与实体精神六方面
展开，此外针对税收、央企、楼市我们
也有相关评论穿插其中。对公司制、税
制等方面的内容触及得不深，没有说
出什么新话来。我们的策略是暂时啃
不动的，先放一放。从外表看，感觉是
满目珠玑，显得挺热闹，基本上实现了
我们一再要求的每期“有热闹看，也有
道道看”的目标。

后来做出新意的，多是足球场上
“临门一脚”的功夫，抓住机会便迅速
组织一组。根据新出现的舆论动向，一
个专题一个专题扔出来。绵延成势，终
而形成现在这样的局面。

对银行业的批判
有什么背景？

记者：仔细研读了你们这 50篇
评论，发现对银行的评论占了相当大
的篇幅。为什么要搞这么多针对银行
的评论？

李锦：我们在开始设计时也没有
这么多内容，只有两三篇。后来在研究
时发现这里面东西很多，写着写着，便
把银行作为虚拟经济的载体来写了，
作为实体经济的对立面来写，分量一
下子便重起来了。从新闻美学来说，对
于实体经济这个主题，有了银行暴利
这个“阴暗面”，便显出一凸一凹，一明
一暗，一正一反，使整个报道显得深刻
而有力度了。

的确如此。银行是这次评论中涉
及最多的一块。我们先后推出了《企业
衰退，银行还会幸免吗？》、《揭露理财
产品猎杀老百姓财富的陷阱》、《银行
整治收费草案难改“霸王”本色》、《银
行榨取企业利润的“风景线”》、《银行
暴利的三大推手》、《终结银行暴利七
策》、《银行正在成为垄断资本阶层》、
《银行与企业不能变成“黄世仁”与“杨
白劳”》、《金融垄断与腐败是“孪生兄
弟”》、《银行家们正在进入高风险期》、
《愿闻温州人收购中国银行》、《衡量金
融的终极标准是实体经济》、《银行暴
利无法否认》、《实体经济是银行高利
润的最大受害者》15篇关于银行方面
的评论，同时本报在 3月 9日这期报
纸整整 10个版———“回归实体，银行
暴力之弊端”，加以报道。通过这一连
串集中式的轰炸，把实体经济寸步难
行与银行业暴利的水火两重天现象描
述出来。

这些文章都写得很有激情，注重
选择角度，语言也尽量形象生动，颇
有嚼头。我们常讲智慧含量，像《银行
正在成为垄断资本阶层》中对垄断走
向资本的四个环节采用三切圆的方
法进行论述，智慧便显出来了；从表
述来看，《银行与企业不能变成“黄世
仁”与“杨白劳”》中把银行比作肚肥
满肠、富得流油的黄世仁，把企业比
作骨瘦如柴、穷得揭不开锅的杨白
劳。这些都是作者自己的理解，容易
给人留下印象。

记者：冒昧地问您一句，如此集中
地对银行进行“狂轰滥炸”，你们是不
是对银行存在一些成见？

李锦：有人觉得我们这是自身主
观情绪的发泄，似乎是对银行的成见，
其实不然。之所以会选择对银行进行
大篇幅的评论，完全是站在企业的角
度去说话，是用《中国企业报》这个为
企业服务的平台，为眼下身处融资困
境的中小企业打抱不平，所评多显仗
义执言，不夹杂任何厌恶银行、恶意攻
击银行的情感。我们是把银行作为企
业的对立物来看的，是作为虚拟经济
的标志物来写的，所以便显得具有感
情色彩了。 （下转第五版）

中国企业智库引领舆论新尝试
———《中国企业报》“实体经济五十评”主评人李锦访谈 中国企业报从 1月 10 日以来，刊发实体经济评

论 54 篇。这些评论为数百家网站转载。全国各地的网
友对这些评论报以极大的热情，纷纷跟帖评论。现摘
选其中部分评语，以飨读者。

中国企业报和他的团队的实体经济五十评，每篇
说一个观点，篇篇不同，就像卢沟桥上的石狮子，姿
态多样，丰富多彩，而又有统一的思想。像一串串珍
珠被一根线串起来，是一件艺术珍品，有很高的欣赏
价值。

——— 新浪网友 2012-03-12 对《实体经济是两会
最强大的音符》的评语

中国企业报的新闻评论是中国媒体对于实体经
济的“旗帜与灵魂”，是中国企业的主旋律，主调鲜明
而声音强大。印象中，这是中国新闻界有史以来规模
最大的一次系列评论，可以破新闻吉尼斯纪录。

———冷月 2012-03-12 对《实体经济是两会最强
大的音符》的评语

你们不愧是国家的智囊，敢说真话，从发展实体
经济的系列评论中的确体现出来：发现思想，引领社
会！

——— 魏忠富 2012-03-10 对《实体经济是两会最
强大的音符》的评语

你们批判银行，是对企业的同情，对实体经济的
支持，国家没有白养活你们，中国企业报是中国企业
的良心，中国企业的脊梁，你们接着再写下去，写到
100评吧。

———游客 2012-03-09 对《银行家交锋学者金融
论战因何而起》的评语

李锦老师的 33 评可堪比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
告，很强的理论功底。语言也生动，有毛泽东的当年
风格，诙谐、生动、有战斗力。

———冷月 2012-03-09 对《银行与企业不能变成
“黄世仁”与“杨白劳”》的评语

李锦老师和他的学生们写的实体 38 评从一而
八，八而三十八，看来还要写到五十评、六十评。他们
最早发表实体经济的文章从去年十月温州事变就开
始了。从元旦后开始发表系列评论，每周发三五篇。
比中央工作会议强调实体经济要早，比人民日报、新
华社发表的数量多，比两会代表说得深。引领中国舆
论，影响了高层社会，有些部门都坐不住了。

——— 仁越 2012-03-09 对《就业难、招工难实质
上是企业难》的评语

金融垄断与腐败是“孪生兄弟”，写的很有哲学色
彩。天下人都说吴英事件，独有李锦老师抓出梁骅事
件，不是就事论事，而是朝深层次理解，从垄断与腐
败关系去认识，高看一眼，深看一眼，功夫非凡。

——— 丁丁 2012-03-09 对《金融垄断与腐败是
“孪生兄弟》的评语

李老师提出的中国企业精神，从未见什么地方写
过，这是李老师的创造，是破天荒的第一次。我们至
今也不知道中国社会的核心价值观是由哪些字组成
的。而李老师的这十六个字的概括是很有功底的，这
应该是哪个部门出，是总工会，还是工信部，还是国
资委，还是中央政研室？他们都没有写出来，而是李
老师和中国企业报提出来的，应该为中国企业报记
一大功。

——— 团子 2012-3-19 对《时代呼唤中国企业精
神》的评语

振聋发聩之声。从来没有哪个领导哪个理论家发
出这样明确的分析和论断！这篇文章应该让国家决
策机构好好学习学习，避免资本悲剧的发生！

———韩农 2012-2-27 对《银行业正在成为垄断
资本阶层》的评语

有识之士的经济学家和对国家负责人的领导早
就看出一个国家要发展壮大起来绝不是靠炒楼能发
展起来的，只有那些不法的房地产商和那些搞房地
产投机的才拼命制造各种神奇的理论和邪说，什么
“刚性需求”，什么这是国家的“支柱产业”，他们从中
赚取了大量的非法暴利！这只能把国家的经济带上
崩溃的道路！给人民百姓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

———新浪网友 2012-03-10 对《实体经济是两会
最强大的音符》的评语

中国社会进入又一个回归，回归到需要改革放权
的时期，中国因此需要进行“南巡”精神的再教育，这
不仅是拯救金融体制改革，拯救企业，而且是拯救我
们的国家。

———新浪网友 2012-02-14 对《中国金融改革呼
唤“南巡讲话”》的评语

金融论战早就应该有了，银行家总是缩头乌龟，
不敢应战。一应战，总是说央企老总说过的话，好像
他们赚的不够，挺委屈的。

———冷月 2012-03-19 对《银行家交锋学者金融
论战因何而起》的评语

李老师说得太好了，可谓是切中要害。全国到处
都在搞开发，弄得房价漫天涨、空地遍地流；弄得一
些实体企业家三心二意，随波逐流，无心创业；弄得
游资泛滥。

———新浪网友 2012-03-10 对《实体经济是两会
最强大的音符》的评语

要消除房地产泡沫，仅仅靠短期的调控措施是难
以实现的，还是应该抓住房价回调的有利时机，抓紧
制度建设，建立抑制房地产投资、促进房地产回归居
住需求的长效机制，才能避免调控的“橡皮筋效应”。

———新浪网友 2012-02-20 对《楼市已成为实体
经济的“吸血鬼”》的评语

李锦与杨凯生的交锋是学者与企业家的交锋，也
是理论家与理论家的交锋。不过李锦是站在大众角
度来思考的，有客观性，代表民意。杨凯生是站在银
行家的角度来思考的，缺少客观性，代表了银行的利
益。杨凯生说李锦不是干银行的，说的很对。如果是
干银行的，李锦就不会仗义执言了。

———琪花 LW 瑶草 2012-03-10对《银行家交锋
学者金融论战因何而起》评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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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评发展实体经济”展开有规模、有深度、有气势的评论，在新闻界、实业界、经济理论
界、金融界刮起一阵实体经济舆论旋风，形成两会报道的新气象，引起强烈反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