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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

来自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联合

发布的中国第一部年度国际移民报告———《中国国际移民报

告(2012)》显示，中国正在经历第三次大规模的“海外移民潮”。

报告显示，个人资产超过 1 亿元的超高净值企业主中，有 27%

已移民，47%正在考虑移民；个人资产超过 1000万元的高净值

人群中，近 60%已完成投资移民或有相关考虑。

1月 20日，金吉列公司加拿大移民部经理张莹在接受《中

国企业报》记者采访时也表示，公司非常看好 2013年市场。在

她看来，第一次移民潮是 1989年到 1999年，第二次是 2003年

至 2004年，而刚刚踏入的 2013年，将迎来第三次移民潮。

那么，是哪些原因促成了企业家移民？《中国企业报》记者

通过调查了解到，不方便、不安全、不幸福是企业家选择移民

的三大主因。

不方便

近日，著名学者于建嵘教授赴英开会，申请签证除了需要

护照和身份证外，还要求出示户口本，于建嵘一怒之下取消了

行程。

有网友自嘲：中国护照被视为全球含金量最低的护照之

一，在全球 183个国家和地区排名倒数第三，仅强于朝鲜和巴

基斯坦。中国香港免签国有 135个，中国台湾免签国有 124

个，而中国护照免签入境国家寥寥无几，其中 14个还在非洲。

去港澳要通行证，多待一天就会被驱逐。 （下转第三版）

本报记者 陈青松

农历蛇年春节在即，求得一张火车票，成为无数回乡探亲

者的头等大事。随之而来，各种“抢票软件”、“抢票插件”走俏，

引起业内广泛争议。

1月 21日上午 9点，记者刚一打开电脑，360软件便弹出

一个界面：360安全卫士提醒您，360坚持提供“安全抢票”。提

醒内容为：“有人说，抢票工具‘不公平’该禁用，我要说，能买

到火车票才是最大的公平，您需要的，就是我们坚持的。”

在 360 导航网上记者看到一则醒目的红字宣传语：在

12306上买不到票？360浏览器能够自动登录，自动刷票，抢票

成功率提升 10倍，已帮 300万人成功购票！

记者随后登录金山、360、遨游、搜狗等浏览器厂商的官方

网站发现，上述浏览器仍在提供购票版本或购票插件的下载。

针对今年出现的部分浏览器抢票插件现象，工信部日前

已正式下达通知，要求 360、搜狗、金山、傲游等浏览器停用抢

票插件。另外，铁道部还约谈了金山公司，希望停止软件运行。

然而，面对工信部的“正式通知”和“约谈”，多家软件提供

商为何仍提供抢票工具呢？

360技术部一位工程师否认 360插件会影响铁道路售票网

站的网速；傲游浏览器公司回应称，其尚未收到工信部通知。

金山公司不愿对是否收到工信部叫停抢票插件作正面回

答，同时表示，“目前媒体采访方面的事情，金山公司没有准备

好，不接受记者采访。”

此前，对于“抢票软件”被叫停的传闻，金山网络 CEO 傅

盛在微博上回应，“如果 12306访问顺畅方便，根本不会有用

户使用猎豹浏览器抢票版。”

搜狗浏览器官方微博发布消息称，搜狗公司从未被“约

谈”，也从未被“叫停”。

对于多家抢票软件提供商对工信部叫停通知或正面抵

抗，或消极回避，《中国企业报》记者致电工信部时，软件公司

一位工作人员表示并不知晓这方面的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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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揭晓仪式暨第九届中国企业发

展论坛在京举行。备受关注的 2012

年度中国企业十大新闻揭晓发布，

2012 年度中国企业十大人物、最具

影响力企业、最具成长性企业同时发

布。

一批企业家当选党的十八大代

表，中国上榜世界 500强数首列世界

第二，中国企业 500强发布，中国企业

界积极参与生态文明建设，多家企业

助力神舟九号对接天宫一号，中国海

油完成中国企业最大海外并购，华

为、中兴等企业受阻美国贸易壁垒，

政府取消百余项涉及企业行政审批，

京广高速铁路贯通，温州金改彰显金

融服务实体经济决心等新闻，受到社

会广泛关注，获评 2012中国企业十大

新闻。

王宜林、马兴瑞、罗阳、王晓初、

祁泽民、刘绍勇、张正贵、李秋喜、刘

永康、茆庆国荣获 2012 年度中国企

业十大人物（国有企业），马云、杨元

庆、宗庆后、周德文、何万盈、张近东、

郭东泽、雷军、张剑群、何享健荣获

2012年度中国企业十大人物（民营企

业），任正非、姜建清、詹纯新、张瑞

敏、王健林、孙明波、李书福、狄可为、

史登科、朱昭明荣获 2012 年度中国

企业十大人物（跨国企业）。中国石

化、中国海油、华为、中联重科、上海

华信石油、冀中能源等 20 家企业荣

获 2012 年度中国最具影响力企业，

支付宝、加多宝、上海易迅、苏州新海

宜等荣获 2012 年度中国最具成长性

企业。

十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企联

会长王忠禹，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驻

会副主任石军，中国企联常务副会长

兼理事长李德成，中华全国新闻工作

者协会党组书记翟惠生，国务院国资

委大型企业监事会主席季晓楠，中国

海洋石油总公司董事长王宜林，中国

企联执行副会长冯并，国家信息中心

常务副主任杜平，中国企联副理事长

李明星等出席活动。冯并、王宜林、翟

惠生分别致辞。

冯并表示，刚刚过去的 2012 年，

是“十二五”规划实施的关键年，在欧

债危机反复恶化、全球经济持续低迷

的背景下，国内经济增长面临较多的

挑战，中国企业认真贯彻落实党中

央、国务院的各项决策、部署，积极进

取，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快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努力推进企业改

革和结构调整，积极推动资源节约

型、环境友好型、创新驱动型企业的

建设，为实现宏观经济发展预期目标

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下转 T02版）

相关报道详见特刊《中国企业全

景 2012》T01-T08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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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届（2012）中国企业十大新闻揭晓，145名企业家
当选“十八大”代表、企业参与生态文明建设等新闻入选，
中国海油董事长王宜林等榜上有名，王忠禹出席揭晓仪式

最近，企业家移民的新闻屡屡见

诸媒体。俏江南董事长悄然移民加勒

比岛国，原来是为了旗下企业能够顺

利上市。日益扩大的企业家移民潮使

得有人质问：“贫贱不能移”的企业家的

精神哪去了？有怨怪企业家之意。我们

认为更值得思考的是，究竟是什么原

因引起企业家移民的潮起涌动之势？

企业家移民潮敲响营商环境的警钟。

自1949年以来，中国被公认的移
民潮有两次，包括上世纪80年代初的
出国留学潮，上世纪90年代开始的技
术移民潮。近些年，移民的群体发生

了变化，很多是新生富豪为代表的企

业家群体，而移民的手段主要是投

资，这被许多人称为是第三次移民浪

潮。中国大陆移民输出主力军主要在

北京、广州、江浙沪三个区域。

有一个无法证实的说法，中国超

七成富豪已经或者正在考虑移民，中国

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移民输出国。当

移民越来越多时，流向海外的人才与钱

财也越来越多。早在2010年，即有媒体报
道称，据测算，三年间至少有170亿元资

金流向国外。2010年之后，企业家移民
热并未降温，流出的财富也更为可观。

企业家移民，原因不外自身和外

部环境两个方面。自身原因无非就是

为了方便子女教育、保障财富安全、为

未来养老做准备。外部原因，正如一些

人士所分析的，是对未来失去信心、对

现状不满，总结起来就是“缺乏安全感”

和“感到不幸福”。企业家的流动是“候

鸟经济”的表现形式之一，哪里环境好，

哪里适宜生存发展，就流向哪里。

“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现代

的企业家移民本应是在经济全球化

背景下，作为市场经济中资源的一种

有效流动配置，是从商品的交易，到

资本的流动，再到人才的流动过程的

体现。用“贫贱不能移”来指责企业家

是过于简单了。显然，人才流、资金流

就像水一样，如果以后国内环境变得

更有吸引力，这部分人才、资金还会回

流。但值得警惕的是，在资金外流的过

程当中，中国具有创造财富能力的企

业家也成为外籍人士，对于本就非常

稀缺的企业家资源也是考验。

当前企业家移民趋势的扩大，深

层次的原因却在于“环境”二字，“环

境”又是由生存与发展两方面构成。

企业家移民不是生存环境，便是发展

环境，导致企业生产经营受到影响，

企业家为了避开凸显的政企矛盾而

选择移民。而“环境”则是由政府决定

的，多与政企关系不和谐、政府作用

的边界并未界定清楚大有关系。

市场和政府，一只是“看不见的

手”，一只是“看得见的手”，市场需要

发挥配置资源、促进经济效益的作

用，政府需要发挥保障公平公正的作

用。这两只手配合得好，则能够起到

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如果配合得不

好，则会降低市场效率，政府的公信

力也会受到影响。 （下转第六版）

企业家移民现象敲响营商环境警钟

本报记者 林瑞泉 /摄

本报记者 张艳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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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栏的话：

国民经济运行缓中企稳，经济社会发展稳中有进。回顾

过去一年中国国民经济运行，用这两句话作结恰当不过。我

们有理由期待，中国经济在新的一年里会顺势而上，保持稳

健有力的发展态势。

让期待变成现实，需要政策制定者、企业管理者拿出足够

的智慧和勇气，直达企业一线，直面企业现实，顺时应势，切中

肯綮，以务实可行的策略和办法，解决企业面临的困难和问

题，激发经济社会发展的动力和活力。这就是我们开设“企业

调研”专栏的缘由。

“企业调研”专栏聆听来自企业一线的声音。企业的经营状

况如何？拥有哪些经验？还有哪些教训？存在什么困难？正作

哪些努力？取得哪些成效？还有哪些呼声？这些问题，都会令我

们屏气凝神、侧耳细听。我们还会尽力把这些问题真实呈现出

来，为政策制定者提供参考，也为企业管理者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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