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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经济

学教授黄益平在接受《中国企业报》

记者专访时指出，上海自贸区不是

三十年前的深圳，但可能是十年前

的WTO。
自贸区如何与新的世界经济规

则接轨？他有一个“游泳池”比喻：把

游泳池人为分成两部分，水就不会

流通了吗？上海自贸区和外界之间，

究竟要不要隔断它的资金流动？

改革新举措不要硬贴
“李克强经济学”标签

《中国企业报》：你曾经说过，

“李克强经济学”是一个起码要管未

来五到十年的思路。坊间评价，上海

自贸区是“李克强经济学”的一部

分。你是否赞同这个说法？

黄益平：我否认上海自贸区是一

个经济学理论创新，但不否认它是

新一届政府希望推动经济改革一个

非常重要的举措。自贸区能走多远？

我尚存疑虑，但从政策解读的角度

看，无疑是值得讨论的。

抛开媒体热炒的“李克强经济

学”概念，上海自贸区的现实价值，

可以和目前正在发生的几个事联系

起来看：一个是跨太平洋战略伙伴

关系协定(TPP)谈判，另一个是中欧
双边投资协定（BIT）谈判。

中美双边投资协定谈判，我们谈

了很多年。“国民待遇”问题包括投

资准入和投资待遇两个方面，它是

最为核心和敏感的问题。即将启动

的BIT谈判的最大难点，将有可能围
绕市场准入规则展开———即欧盟方

面希望中国进一步开放市场，尤其

是在服务业和金融业方面放开，使

其获得国民待遇。

过去谈不妥，现在有了进展，关

键是我们接受了———“国民待遇”和

“负面清单”，这两条在上海自贸区

被全盘接受了，而上海自贸区的政

策设计里头，也正是以这两条为前

提和基础的，这就给我们下一步改

革开放提供了新思路。

中国要不要加入谈判? 如果参
加，意味着我们需要一系列的改革。

有一种猜测的声音，做上海自贸区

事实上就是为下一步加入谈判做准

备。

中国是改革开放三十年最大的

获益者，加入WTO导致中国经济十
年高速增长。但WTO现在基本上推
不动了，多哈谈判越来越困难。有一

种猜测就是，TPP有可能成为中国的
下一个WTO,如果说WTO为改革打下
了很好的基础，那么TPP则是进一步
改革的新框架。

是否应隔断资金流动？

《中国企业报》：金融改革是重

头戏，自贸区内将放开外汇及利率

管制，从而促进跨境商品和资本流

动。从横向和纵向的角度来比较，上

海自贸区与深圳特区、温州金改是

否有可比性？与香港离岸市场有哪

些区别？

黄益平：对于自贸区到底能做多

长，我自己有两点疑虑：第一，很多

人把上海自贸区和深圳特区做对

比，改革开放35年到今天，是不是还
需要在上海28平方公里的地方做试
验？第二，在这个小区域里试出的成

功经验是不是对全国有着普遍的借

鉴意义？

上海自贸区的核心是金融开放。

中国的利率市场化、资本项目管制

放开需要先行一步，但你怎么在一

个28平方公里的地方搞？可以说，温
州金改也没达到一开始想要的效

果，所以在小区里，是很难试验的。

香港搞离岸市场，产生两个汇率

水平、两套利率体系，出现过套利行

为，但深圳和香港之间是有资本项

目管制的。那么，我们是不是也要在

上海自贸区和上海其它地区之间建

立新的项目管制？没有管制怎么试

验? 例如10个公司，10个银行，你怎
么试验利率市场化？最后会试出一

个什么样的利率？利率市场化要复

杂得多，不是卖大米那么简单，不是

一个小区域里能试出来的，即使试

出来了也不一定能全国推广。

我想问题的实质是：上海自贸区

与外界之间，要不要隔断它的资金

流动？如果不隔断，你怎么在那里做

试验？

我喜欢用一个不太文雅的“游泳

池”比喻：这就相当于人为地把“游

泳池”分成两半，规定一半可以小

便，另一半不允许，但最后的结果是

一样的。除非有两个办法：一是对上

海自贸区内的所有企业、金融机构，

严格规定额度。例如银行始终是十

亿元，超过就不能做了；另一个是把

上海自贸区和外界彻底隔离开。

即使我对上海自贸区有疑虑，我

认为它还是很重要的举措，核心是：

不要把它看成深圳特区或者新的样

本。有很多事情是做不出来的，即使

做出来了也不见得其它地方能模仿

出来。最后提一点，自贸区固然重

要，但下一步改革也不要过多依赖

自贸区。改革开放已经走了三十五

年，可以试验，但不要试太长时间，

想清楚了就下定决心去做。

自贸区潜在意义：
夺取世界经济话语权

《中国企业报》：你如何看待自

贸区面临的阻力？

黄益平：不要害怕阻力，谈到做

自贸区的阻力，WTO谈判时的阻力
比这个大多了。相信新一届政府有

能力突破阻力，关键看是不是下定

了决心，克服阻力、提高效率，使经

济长期增长的潜力更高，保持时间

更长久，而不是把这个经济周期给

抹掉，要正视经济周期的存在。

总结一下我的看法：第一，考察

李克强的经济思想，这块“试验田”

是个不可不看的活标本，但不要把

自贸区刻意上升到一个理论高度，

而把它看作是一个新政府改革开放

的新举措。第二，自贸区不是三十年

前的深圳，但可能是十年前的WTO,
这些举措很大程度上是自我改革，

降低经济运行中的诸多障碍，中国

改革开放要上新台阶，是与BIT谈
判、TPP谈判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综合
性举措。

中国日益变成一个世界经济大

国，参与制定世界经济规则的话语

权越来越重要，从这个层面上看，自

贸区的潜在意义很大。尽管一些重

要的谈判我们现在还没有参加，但

很多方面中国已经达到甚至超过标

准。

“上海自贸试验区的任务是非常艰巨的，现在我们只是迈

出了第一步，可以说是任重而道远”。在“中国金融复旦之

声———中国（上海）自贸区中的管理创新”研讨会上，上海自

贸区的设计者之一、上海市人民政府参事室主任王新奎作了

题为《上海自贸试验区：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的国家战略》的

报告。

王新奎说，上海自贸试验区和我们过去所理解的自贸区

是完全不同的概念，它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体现在总体方

案的设计和战略构想中。“我们进入了改革的深水区，就是政

府职能转变，其中最核心的是投资准入体制改革，这也就成了

上海自贸试验区整个方案设计的核心。”

他引述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中的表述说：

“试验区肩负着我国在新时期加快政府职能转变、积极探索管理

模式创新、促进贸易和投资便利化，为全面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

探索新途径、积累新经验的重要使命，是国家战略需要。”

对于在金融制度上面的突破口，王新奎认为要瞄准高标

准的投资准入管理当中的第一条，就是外汇转移问题。它首先

要求自由、无延迟，第二要求自由使用的货币，第三要求市场

汇率，这是全球凡是高标准的准入投资规则都承认的，在试验

区金融管理体制创新的目标中，这是第一项最重要的权益保

护内容。

对于具体操作问题，他认为，试验区到境外流动的自由度

在总体方案设计上面应该大于试验区到境内区外流动的自由

度，而试验区到境内区外这个渗透管道是受控制的，不是放开

的；人民币流动的自由度要大于非人民币流动的自由度；要以

风险可控为前提，紧紧围绕实体经济安排金融创新，离开实体

经济太远的先缓一缓；可实行账户隔离和适度实体隔离、必要

时采取临时性的管制措施，按照金融审慎原则逐步推进。

王新奎说，上海自贸区迈出了第一步，已经有了超乎预期

的改革效应，全国甚至全球都有越来越强烈的反应，这个目的

达到了；但是到底最后成功还是不成功，希望寄托于我们的执

行。执行的目标就是在两到三年的时间里，把总体方案的内容

落实下来，而且要做到风险可控。这次上海试验区的改革有了

一个突破口，就是地方主动来参与改革，而且愿意有这么一个

高度，把改革的红利让全国共享，让全国可复制，让全国可推

广。

在改革重点上，二十多年来我们设立各种各样的出口加

工区，高新技术区，保税区物流园区等也涉及改革，都是关境

上面的改革，比如关税、非关税壁垒、动植物卫生检验检疫，贸

易便利化等等，这次改革是对你的体制制度进行改革，从改革

的重点来讲，关境内的公平环境、投资准入国民待遇、负面清

单和投资便利化这些新问题是过去没有碰到的。用老经验来

解释新问题，想从老经验当中得到政策的红利，这条路是走不

通的。

王新奎认为：在新时期，改革的红利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而

是参与改革的每一个人共同创造的。如果认为我等在那个地方，

中央给个什么政策，改革的红利就下来了，政策的红利我就自然

享受到了，这个时代已经过去了。如果每个人都说这个改革我不

参与，我自己也不改革，这样人人就都没有红利可以享受。

自贸区设计者
谈自贸区改革
本报记者 何秋红蔡敏

本报记者 蒋皓

1.你认为中国经济出路何在？

A保持经验，继续从投资上要发展
B告别旧增长模式，启动实质性改革
C行政体制改革迫在眉睫
D其他

2.你认为中国的改革红利有没有用完？

A没有，还能支撑 10年
B用完了，急需新改革红利
C其他

3. 你认为十八届三中全会会不会有实质性

改革措施？

A会有，历次三中全会都有些大举措
B不会有，形势错综复杂，改革寸步难行
C其他

4.你最期待哪些领域的改革？

A国企改革
B土地改革
C金融改革
D财税改革
E政策改革
F社会福利改革
G其他

5.你认为国企改革的方向是什么？

A增强国有经济控制力
B打破行政垄断，放开民间准入
C取消国企行政属性
D其他

6.你认为未来国企改革的重点是什么？

A产权多元化
B精兵简政，减员增效
C与民分利
D其他

7.你认为土地改革突破口在哪？

A土地确权
B小产权房合法化
C农地直接入市
D松动耕地红线
E其他

8.你认为中国未来房价走向如何？

A还会持续上涨 10年
B一线城市上涨，二三线城市下跌
C中国楼市价格将在 3年内全面下跌
D其他

9.你认为下一步金融改革的重点在哪？

A放开民间金融，推动互联网金融发展
B加速利率市场化
C国有银行改革
D其他

10.你认为财税制度改革的重点是什么？

A完善分税制，调整中央和地方事权
B加快增值税改革，将减税落到实处
C完善预算法，加强各级人大对政府征税权

的限制

D其他

11.你认为人口政策应如何调整？

A维持现在人口政策
B放开二胎，逐步取消生育限制
C其他

12.你认为养老等社保福利制度应如何改革？

A加大政府投入，逐年提高福利水平
B引入市场机制，依托商业保险
C其他

13.你认为教育制度应如何改革？

A 打破地域限制，均衡教职员工素质，普及
性提高教育质量

B改革公立教育应试制度，切实增强实用性
教育，避免教育与社会脱节

C规范产业化教育
D其他

14.你认为资源型产品价格改革是否急迫？

A“计划电”、“廉价气”已严重限制我国资源
性产业的发展，需要提价

B 无论是油价、天然气还是水价电价，都应
由政府定价转变为市场定价

C其他

15.你认为新型城镇化推进的关键是什么？

A土地改革
B户籍改革
C医疗、教育、养老等社会福利改革
D新农村建设
E计划生育政策改革
F其他

十八届三中全会企业调查

观
点

宗庆后：

不该管的不要管，该管的要管起

来。经济要放活，第一是要审批制

度改革，可以减少腐败；第二个是

财税制度改革，让老百姓多赚点

钱，扩大消费拉动内需。

调
查

任志强：

市场要交给企业家折腾，只要他

没有违法，你就让他去折腾。就像

我们踢足球不能说底下人都不犯

错误，不犯错误怎么有犯规一说，

怎么有黄牌和红牌一说呢？

陈东升：

邓小平已经把市场经济的潘多拉

盒子打开，中国不会走回头路。企

业家是坚定的市场经济的守卫

者，是市场经济的受益者，也是市

场经济的建设者。市场经济对于

我们来说就像生命、就像血液。

十八届三中全会即将召开。社会期盼全会能再一次释放出改革红利，确定更明确的市场化改革方向，时代呼唤新的体制资源给中

国经济造血，而激活经济活力的本质在于给企业更多的发展空间、更好的经营环境。企业会怎样看待目前中国经济问题？请广大读者登

录中国企业网（ http://www.zqcn.com.cn）下载调查问卷，填写后发送至 qybppb@163.com，真诚期待您的参与。

自贸区陷“游泳池”怪圈？

上海自贸区揭牌一月，好评一边倒。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经济学教授黄益平另辟蹊径———

不要把上海自

贸区看成深圳特区

或是新的样本。有

很多事情是做不出

来的，即使做出来

了也不见得其它地

方能模仿出来。自

贸区固然重要，但

下一步改革也不要

过多依赖它。改革

开放已经走过了三

十五年，可以试验，

但不要试太长时

间，想清楚了就下

定决心去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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