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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是龙年，是他的本命年，6月 10日，他“王者归来”，从世界银行

高级副行长卸任。一年后，他已重执教鞭，追忆逝水年华，人生的波澜壮阔

已幻化成未名湖中一朵朵轻漾的涟漪。

中行前董事长肖钢赴任证监会主席近一个月之后，中行

将迎来新的一把手。据悉，中信集团总经理田国立将赴任中

行，出任董事长一职。截至 2012年末，中行的资产规模已高达

12.7 万亿元，并且还是中资银行中唯一一家全球系统重要性

银行。与此前不久赴任证监会主席一职的肖钢一样，田国立在

金融系统中也可谓少年得志。1983年，年仅 23岁的田国立毕

业于湖北财经学院基建财务信用系（现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随后就进入了建行。在随后的 14年时间里历任建行支行副行

长、支行行长、北京分行副行长及总行营业部总经理等职。

1997年 7月，田国立正式出任建行行长助理一职，时年仅仅

37岁。

田国立将出任中国银行董事长

中银香港(控股)有限公司近日在港交所发布公告称，委任

朱燕来为该公司副总裁，任命自当日起生效。朱镕基之女朱燕

来现为中银香港助理总裁，负责发展规划部。履新后，朱燕来

除了负责发展规划部，还负责管理总裁办公室及人民币业务，

向中银香港总裁汇报工作。根据中银香港提供的资料，朱燕来

1997年加入中国银行，历任中国银行加拿大分行业务发展主

管、中国银行港澳管理处助理总经理。2001年起担任中银香港

发展规划部总经理，2010年 5月，朱燕来升任助理总裁。目前

朱燕来还是中银香港旗下南洋商业银行有限公司非执行董

事。在加入中国银行前，朱燕来曾在加拿大皇家银行等外资银

行工作。

朱燕来升任中银香港副总裁

江湖

近日，一汽轿车和启明信息同时发布公告称，一汽集团公

司董事长、党委书记徐建一辞去一汽轿车公司和启明信息技

术股份公司董事和董事长职务。这两则平时不起眼的公告立

即引发了市场猜测。一汽集团新闻中心相关负责人回应：“这

是一汽按照现代企业制度规范运作的一种正常的职务安排，

是加快决策层和执行层分开的举措。”他还表示，除了一汽轿

车和启明信息，徐建一担任的一汽夏利董事长职务也将移交

给许宪平担任。此外，徐建一担任的一汽集团董事长及一汽股

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职务不变。

徐建一辞任一汽轿车和启明信息董事长

铁道部原部长、党组书记刘志军受贿、滥用职权一案，近

日已由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依法向北京市第二中级人

民法院提起公诉。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起诉书指控，被

告人刘志军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牟

取利益，非法收受他人财物，数额特别巨大，情节特别严重；身

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徇私舞弊，滥用职权，致使公共财产、国

家和人民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情节特别严重，依法应当以

受贿罪、滥用职权罪追究刑事责任。

刘志军受贿、滥用职权案提起公诉

西部建设日前发布公告称，公司收到董事长徐建林、董事

徐春林和郑康提交的书面辞职报告，同时，公司监事会主席段

连吉，监事王正娟、吕新荣及职工代表监事金自强也于当日递

上辞呈。公告称，有 6位高管因“工作原因”辞职，只有郑康是

因为个人原因。其中，徐建林因工作变动原因一口气要求辞去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董事长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职务，徐

春林也同时辞去公司董事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职务。

西部建设董事长等高管辞职

玛莉 -约 -怀特日前宣誓就职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第 31

任主席。怀特是前美国检察官，曾参与对黑帮老大 John Gotti的

审判。在上任的第一天，她主持的第一次会议的主题是要求金

融机构建立一个能够检测并阻止共同基金投资者与投资管理

公司客户个人资料被盗窃的机制。怀特今年 65岁，曾任德普

律师事务所在纽约合伙人，在纽约南区曼哈顿做了近十年律

师。

怀特就任美证监会第 31届主席

深圳市政府网站消息显示，张备将接替深圳前海管理局

首任局长郑宏杰。分析人士指出，张备年轻有魄力，具有开放

性思维和国际视野。据报道，1969 年出生的张备是江苏南通

人，曾长期在国务院办公厅工作，2006年空降深圳担任市委副

秘书长，翌年担任龙岗区长，2011年任宝安区长。张备非常看

重前海的发展，他在担任宝安区长期间，提出宝安要和前海一

起打造深圳西部城市中心。

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将易帅

日前，胡润研究院发布“2013 胡润慈善榜”，世纪金源 62

岁的黄如论以 5.8亿元的捐赠额成为 2013年度“中国最慷慨

的慈善家”。黄如论是自胡润慈善榜创榜以来连续十年入围前

十名的慈善家，十年累计捐赠近 35亿。粤商和闽商是近年来

最慷慨的企业家群体，分别有 25人和 15人上榜，而百富榜上

人数最多的浙商仅以 8 人排名第三。从总部来看，湖北、辽宁

和陕西上升最快。

黄如论成中国最慷慨慈善家

纪念日

2010年 4月 16日，中国内地首

个金融期货品种沪深 300股票指数

期货于上午 9 时 15 分在中国金融

期货交易所鸣锣开市。

随即闪烁的大屏幕上，股指期

货首批挂盘交易 5 月、6 月、9 月和

12 月四个合约悉数亮相。盘面显

示，四个合约集体高开。其中，主力

合约沪深 1005 合约开盘报 3450

点，较挂牌基准价 3399 点上涨 51

点；沪深 1006 合约开盘报点 3470

点，较挂牌基准价 3399 点上涨 71

点；沪深 1009开盘报 3600 点，较挂

牌基准价 3399点上涨 201点；沪深

1012合约开盘报点 3470点，较挂牌

基准价 3399点上涨 71点。此前，中

金所公布的四份股指期货合约的挂

牌基准价为 3399点。当天开市后，

交易呈火爆态势，短短半个小时内，

交易量便已突破一万手。

股指期货上市在中国资本市场

发展历程中具标志性意义。国际经

验表明，一个完整意义上的股票市

场，应该包括一级市场、二级市场和

风险管理市场，但一直以来，我国股

票市场缺乏股指期货等风险管理工

具，导致股市频繁换手、估值不稳、

宽幅震荡、超涨超跌。 2007 年到

2008年之间，中国上证综指最大跌

幅为 72.83%，1200 只个股跌幅都在

50%以上，这不仅严重制约了市场资

源配置功能，也使资本市场经济“晴

雨表”的美誉化为笑谈。中金所将按

照风险“可测、可控、可承受”的原

则，促进股指期货市场健康稳定发

展。

（4月 16日—4月 22日） 一周史记

2010年 4月 16日 4月 16日：

1993年 4月 16日，国务院通知禁止使用各种代币购物券。

2010年 4月 16日，中国股指期货正式上市。

4月 17日：

1980年 4 月 17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正式恢复中国在该

组织的代表权。

1992年 4月 17 日，中国第一个新型的、现代化的大型钢铁

联合企业———上海宝山钢铁总厂二期工程建成投产。

4月 18日：

1951年 4月 18日，欧洲煤钢联营正式成立。

1990年 4月 18日，上海开始全力开发浦东。

4月 19日：

1933年 4月 19日，罗斯福取消美元的金本位制。

4月 20日：

1994年 4月 20日，中国正式进入互联网时代。

1999年 4 月 20日，中国第一家经营商业银行不良资产的

公司———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在北京成立。

4月 21日：

1948年 4月 21日，中国签订关税与贸易总协定（GATT）临

时性适用议定书，成为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缔约国之一。

4月 22日：

2009年 4月 22 日，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用“长征二号

丙”运载火箭成功地将中国遥感卫星六号送入太空。

中国股指期货正式上市

博雅塔下，未名湖畔。正是林毅夫

的“大隐”之处。

2013年 3 月，沿着北京大学朗润

园曲径通幽的小径，伴着春日枝头“两

个黄鹂鸣翠柳”的唧唧啾啾，穿过朗润

园那些飞檐翘瓦古香古色的中式四合

院教学建筑群，记者找到了万众楼二

楼大会议室，林毅夫主持的一场解读

两会报告的“圆桌思辨”正进行了一

半，彼时，全国两会已接近尾声。

媒体的镁光灯下，林毅夫是一颗

耀眼的学术明星，“一个有追求、有使

命感、有学术素养和未来前瞻性的中

国经济学家，对中国和世界持续繁荣

的深入审慎的思考。”

回到朗润园 开讲新课程

微笑，是林毅夫贯穿一生的表情，

大概是心境豁达的体现。

4年前，世行行长佐利克期待一

个有改革经验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学

家，为世行输血。在全球那些“最杰出

的经济脑袋”里，林毅夫的脑袋被挑

中，同时被挑中的还有他身后的中国

经验。他成为第一位担任世界银行高

级副行长、首席经济学家的发展中国

家学者。

4年后，在为林毅夫举办的盛大

欢送会上，佐利克竖起了大拇指：他给

世行留下了崭新的理念、视角和挑战。

龙年本命年，他选择了“王者归

来”。去年 6月 10日，林毅夫夫妇出现

在首都机场。十多个人的欢迎队伍，既

有中央统战部、全国工商联的官方代

表，亦有他的家人和北大的同事。从世

行卸任后，他担任北京大学国家发展

研究院名誉院长一职。从华盛顿回到

北京，他马不停蹄地投入新的征途。

短短的 4年时间里，林毅夫改变

了什么？

今年的博鳌亚洲论坛，林毅夫甫

一发声，民间批评之声不绝于耳，“站

的太高，不接地气儿”。

如果华盛顿高耸入云霄的世行大

厦给林毅夫提供了全球化视野的“高

度”，那么朗润园“天圆地方”的四合院

则提供了广袤的思维“宽度和厚度”，

无疑，后者让他“更接地气儿”。

党的十八大后，新一届领导人执

政，回归后的林毅夫很清醒，中国的现

实国情将为他施展学术抱负提供更肥

沃的土壤。

4月 12日，新一届政府成立后，

国务院第一次邀请经济专家和企业界

人士到中南海共同把脉中国经济，林

毅夫也在邀请之列。林毅夫的发言给

总理李克强的感觉“很有启发意义。”

据说在北大国发院，林毅夫所开

的《中国经济专题》课程现场火爆。一

次课间，与学生们聊天，言及“乡愁”，

林毅夫两眼噙泪，“不能回家是历史的

悲剧，我深爱台湾这块生我、养我的地

方，但回归祖国是历史的必然。”逆溯

时光之海，如今，他又归航到了未名

湖，重执教鞭并追忆逝水年华，人生的

种种波澜壮阔已幻化成一朵朵轻漾的

涟漪。

不惧争议 赞成“4万亿”

“中国未来 20年仍能保持 8%高

速增长”。

不盲从西方主流思想，尊重客观

事实、保持独立思考精神是林毅夫的

坚守。如今，他也教导自己的学生，经

济理论一定要拿到现实中去用，尤其

是，制定政策者要洞悉那些“细微差

异”，以达到真正推进社会进步、增进

人类福祉的目的。

今年两会，作为参政议政了 5年

的老政协委员，林毅夫提出了“中国未

来 20年仍能保持 8%高速增长”。此论

一出舆论哗然，质疑声不绝于耳———

感受到中国经济增速放缓、社会矛盾

加大等现实压力的经济学家们认为林

毅夫回来就在“放卫星”。

“如果没有 4万亿元的经济刺激计

划，全球危机对中国经济社会的影响可

能会更严重”，这与国内学界对 4万亿

投资政策的冷静反思亦形成对比。对

2008年政府 4万亿积极财政政策的肯

定，让人觉得他是一个“唱好派”，他习

惯用一种激昂的语调“唱赞歌”，“中国

经济将会乘风破浪，继续前进。”

“我在芝加哥大学开始写毕业论

文到现在，经常提出一些新看法，这些

看法与主流观点不一致，常引起争论，

极少数人能够理解或者接受，将近 20

年过去了，时间越长，越证明我的观点

是正确的。”林毅夫坚信，中国有通过

改革提高效率推动经济发展的巨大潜

力。技术创新跟产业升级是驱动一个

国家长期经济发展最重要的动力，发

展中国家充分利用后发优势，可以一

倍于或者两倍于发达国家经济增长速

度来发展，而且可以维持相当长的一

段时间。中国利用好后发优势，应该有

潜力维持 20年每年 8%左右的增长。

“当然这只是一个潜力，要挖掘这

个潜力需要克服非常多的困难，但如

果把这个困难克服了，这个潜力也就

可以实现了。”林毅夫补充说。

在博鳌亚洲论坛上，林毅夫重申，

“未来 20％每年 GDP增长 8％的关键

就是投资。”中国消费在过去 30年当

中增长非常快，如果有一个消费拉动

型的增长，会出现像美国这样的危机，

因此要促进技术创新、工业革新和结

构转化。 （下转第十六版）

本报记者 蒋皓

巨人网络日前宣布，史玉柱因个人原因辞去 CEO一职，

该项决议将于 2013年 4 月 19 日生效。史玉柱将继续保留其

巨人网络公司董事会主席的职务。董事会随后将在 4月 19日

宣布新 CEO的任命。巨人网络集团有限公司是一家中国领先

的网络游戏开发商和运营商，专注于大型多人在线角色扮演

游戏。

巨人网络宣布史玉柱辞去 CEO

林毅夫：
世行归来一年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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