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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解读之货币政策 见第五版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解读之政商关系 见第六至七版

本报记者 张龙

时至今日，东北最大的民营企业辽宁西洋集团在朝鲜铁矿

石项目上的合同纠纷仍未取得进展。西洋集团副总经理吴希胜

日前在接受《中国企业报》记者采访时透露：“朝鲜原本是想找一

家中国的企业进入，但是没有找到。我们准备找个合作方，把这

个项目进行下去。”但吴希胜并未透露更多内容。

2012年 8月，西洋集团称公司从 2007年至 2011年，总计在
朝鲜投入 2.4亿元，建成现代采矿厂和年产 50万吨铁精粉选矿
厂及相关配套设施，投产后朝鲜却提出各种借口撕毁了合同。

“我们仍在通过几个渠道在进行交涉。中国政府这边没有任

何问题，很愿意帮助我们解决问题。公司也在私下里找了一些能

对朝鲜施加影响的中间人，希望能解决纠纷。”吴希胜说。

2006年 10月 26日，西洋集团与朝鲜岭峰会社签订了项目
合同，合资成立“洋峰合营会社”，开发朝鲜黄海南道瓮津郡瓮津

铁矿。而为了防止朝方钻合同的漏洞，西洋集团仔细研究了朝鲜

投资指南和投资法，在这份合同中把所能想到的几乎所有事项

都作了明确的表述。

在兴建起铁矿石选矿厂后，来自朝鲜方面的变卦让这一跨

境项目突遭变动———合同被撕毁、工人被遣送。而逐渐掌握选矿

技术的朝鲜工人则成了选矿厂的新主人。

但朝鲜方面也反驳了西洋集团的指责，据朝中社 9月 5日
消息，朝鲜对外经济投资协力委员会发言人称，综观朝鲜岭峰联

合公司和西洋集团签订和履行合同及有关纠纷过程，从法律上

分析，西洋集团反而负有更严重的责任。

双方最终在 2012年 6月 3日达成协议，确定朝方偿还西洋
集团投资款 3124万美元，并答应 20天内在中国支付。但到目前
为止，西洋集团称尚未收到任何来自朝方的资金。

“他们（朝鲜）是必须要赔偿的。”吴希胜说。

由于朝鲜 2.4亿元的投资血本无归，再加上利息费用，朝鲜
投资共占用了西洋集团近 5亿元的现金流，严重影响了资金链。
“对朝鲜的投资简直就是一场噩梦!”西洋集团董事长周福仁曾公
开表示。

吴希胜告诉《中国企业报》记者：“以后不会在朝鲜再投资！”

不过，朝鲜的投资失败并未让西洋集团在“走出去”的道路

上停止。吴希胜最近在京向不少国内企业做俄罗斯铁矿的推介。

事实上，早在 2007年，西洋集团就在俄罗斯开始布局，并从
赤塔鲁能矿业公司手中收购了俄罗斯别列佐夫铁矿矿权。该矿

探明储量达 7.47亿吨。
到俄罗斯的投资也并非一帆风顺。西洋集团收购的这个铁

矿，因出售方在开采时间内未开采，按照俄罗斯的法律规定，将

会吊销矿权。此前一无所知的周福仁接连三次亲赴莫斯科，和俄

罗斯矿业方面的领导人面谈，最终才获取了俄罗斯方面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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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 30 年来经济增长的根源
在于释放了被体制束缚的生产力。找

寻新的经济增长点，需要进一步释放

被体制束缚的生产力。”12月 16日，
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召开的第二天，

中国人民大学劳动经济学院教授赵

忠在接受《中国企业报》记者采访时

说，现在最大的红利之一就是公民

化，公民化对于生产和消费都会产生

巨大推动作用。

人口红利
正从数量转向质量

一段时间以来，有关中国人口资

源红利消失的观点纷纷扬扬，甚至一

度被演绎为中国的劳动力成本三五

年内便会赶上欧美国家。对此，赵忠

表示，人口红利，以前只谈数量，其实

质量的潜力更大。人口素质的提高，

公民化所释放出来的力量应该是最

大的红利。

“公民化就是取消对特定人群的

优惠或歧视政策，而不再是人为的二

元结构了。”赵忠告诉《中国企业报》

记者，“以往，工业化、城市化政策所

导致的对三农的强势已经充分暴露

了其短板。”

“比如农民工不能在城里享受平

等的权利，时刻有人在他乡的感觉，

没有稳定的预期，这必然会制约他们

的消费能力。”赵忠举例说。

“城市化应该是自然演化的过

程，而不是像现在的很多地方，城市

化只是表现为廉价强征农民的土

地。”赵忠进一步表示。

“新改革依然可以从农村改革开

始，从土地流转切入，赋予农民应有

的资产权力，释放出进一步的积极

性。”在接受《中国企业报》记者采访

时，中国工业经济学会理事王毅刚表

达了类似的观点。

12月 16日，在接受《中国企业
报》记者采访时，北京科技大学经济

管理学院教授赵晓表示，“改革红利”

在某种程度上也对应了这些年的“公

平负债”。所谓公平负债，指的是过去

这些年，中国的改革有些方面停步

了，有些方面甚至是倒退了，由此带

来的负债，需要以新改革来偿还。

为此，赵晓认为，首先要通过土

地制度改革打破城乡二元经济，其次

要通过户籍制度改革推进城镇化，释

放经济潜能。 （下转第五版）

企业家“圈子”：寻找心灵位置
P24

美联储推量化宽松
输入中国通胀压力增大

P05

公司

新红利：
释放 2013经济活力

当前，“顶层设计”已经成为中国

改革话语的关键词。中央经济工作会

议释放出的信息是，明确提出改革的

总体方案、路线图和时间表，这就使

得“顶层设计”更为人注意了。中国的

企业都在关注，为什么要进行顶层设

计，该怎样进行顶层设计。

顶层设计这一概念来自于“系统

工程学”，其字面含义是自高端开始

的总体构想。它是说在进行一个大系

统的建设前，要从顶层开始，由上到

下地进行设计，包括主要目标以及先

后顺序。顶层设计一词的核心意思就

是整体性、全局性、长远性、重大性目

标的战略管理。这一概念则包含三个

内涵：一是战略目标的规划与设计；

二是战略过程的组织与控制；三是战

略的执行与实施。改革的顶层设计就

是要从政府战略管理的高度统筹改

革与发展的全局，使改革与发展按照

我们的预期目标迈进。

为什么要改革顶层设计

为什么现在迫切需要通过改革顶

层设计，明确解决这些问题的路径，这

与当前中国整体发展格局有很大关

系。首先，市场经济发展必然伴随利益

多元化的过程，如何协调不同利益主

体在市场经济活动中的利益，防止由

于利益冲突导致社会失序和矛盾激

化，需要一个健全的法制体系。第二，

当前经济社会领域暴露出许多问题，

譬如，结构性减税等现象，迟迟难以得

到解决。第三，政府自身及各级官员越

来越表现出很强的自身利益要求，由

于缺乏对这种利益诉求的有效监督与

制衡，从而导致公共利益部门化、官员

个人腐败现象比较严重等问题。

现在有一种现象，有一些人无论社

会上发生什么事端，不在改革上使劲，

都把问题往“体制弊端”上引，他们可以

像阴阳五行家们那样，把这些问题三绕

两绕挂上体制。可以说，今天中国社会

出现的各种普遍性问题，都与中国改革

过程中顶层设计不足，制度建设滞后有

关。在这样的背景下，强调改革顶层设

计，体现了执政者试图从制度层面解决

社会公平正义的努力。这实际上是一种

倒逼机制形成的结果。而且，中国下一

阶段的制度变革绝不可能是简单的帕

累托改进，而一定会发生利益的再分

配。由于过去一段时间以来的利益分化

与组合，相较于上世纪 90年代中期，当
前要达成对改革顶层设计关键内容的

共识，并真正落实顶层设计，必将遇到

来自既得利益集团的阻力。

今天讲改革顶层设计不是进行一

般的理论讨论，而是要解决导致我国

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

体制机制矛盾，解决后国际金融危机

时期全球需求减弱、我国经济增长速

度趋缓后有可能暴露的风险问题，解

决收入差距拉大及其导致的经济社会

问题。顶层设计应从这些重大问题切

入，列出若干个关键问题，拿出对策和

可操作的解决方案。（下转 G03版）

中国需要什么样的顶层设计
本报评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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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引入第三方破局未果，企业海外投资转道俄罗斯

当地时间 12月 13日，中国企业家赴阿高访团奔赴迪拜
最大中国商品集散地———龙城参观，（中国商会）阿联酋迪拜

龙城华人商会会长金国中接待了企业家代表团。

当天下午，经过友好商谈以及前期的相互了解，《中国企

业报》代表与（中国商会）阿联酋迪拜龙城华人商会达成合作

共识，签订了战略合作备忘录。备忘录就共同举办国际活动等

内容进行了具体约定，成为《中国企业报》国际交流中心在阿

开展活动的重大开端，也是《中国企业报》国际化步伐迈出的

成功一步。 本报记者 高巧艳 贾栓卯 /摄影报道

大地上崛起实业英雄 大时代凝聚报国情怀
2012年 CCTV中国经济年度人物评选结果揭晓 （详见第二、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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