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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第一场全球性盛会拉开帷

幕。

1月 22日至 25日，第 44届世界
经济论坛（冬季达沃

斯）在瑞士达沃斯小

镇举行。今年

达沃斯论坛的

主题为“重塑

世界格局对政

治、商业和社

会的影响”。来

自数十个国家

的千余位政商

界、学术界、国

际组织的全球

领袖云聚一堂参加一

系列战略对话，共同

探讨重塑世界格局的

各种关键转型。

而在这场论坛上，中国依

然备受关注，全球经济重塑背

景下的中国经济重塑亦备受世界期

待。

世界经济仍面临挑战

对于本届论坛主题，世界经济论

坛创始人兼执行主席克劳斯·施瓦布

表示，本次年会旨在为世界经济危机

“按下复位键”。目前全球仍然着眼于

应对经济危机，2014年除了关注经济
危机及其他热点议题外，还重点关注

如何解决世界面临的根本性问题。

此前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2014
年全球风险报告》评估了 31项全球
性风险。对于财经领域的其他风险，

报告指出信贷危机过后的五年，金融

监管体系虽然做出很大改变，但危机

造成的恐惧旷日持久。此外，一些发

达经济体面临财政危机，美国公共债

务占 GDP的比重在 100%以上，而日
本超过 230%。短期来看，欧元区无法
通过货币贬值来缓解财政赤字。

中投顾问宏观经济研究员白朋

鸣在接受《中国企业报》记者采访时

表示，在经历过 2008年金融危机以
及欧洲政府债务危机后，世界经济正

在缓慢复苏，其中美国经济复苏趋势

较为明朗，但是原有的金砖四国包括

中国在内，经济增长趋缓，人口、环

境、经济结构等都面临挑战和危机。

“重塑世界格局”意味着当前的经济、

政治格局会有所调整，发展中国家逐

渐发展，在国际中话语权逐渐增强。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外经济

研究部部长赵晋平在接受《中国企业

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要解决世界经

济发展的难题，需要进一步加强各国

之间的合作，尤其是发达经济体与新

兴经济国家之间的合作，比如进一步

提高贸易和投资的自由化，防止贸易

保护主义。同时，要扩大全球市场的

开放程度，提高各生产要素之间的自

由流动，带动新兴经济体的结构转

型。“从我国来讲，重要的是提高企业

参与国际竞争的水平。”

在此次论坛上，克劳斯·施瓦布

也提到了全球各国之间协作的重要

性。在接受中国媒体采访时，克劳斯·

施瓦布认为经济全球化带来大量机

遇，也带来了风险与不公。经济全球

化下，协作应对决定成败。高度互联

的当代世界具有两面性：散发着希望

之光的正面和复杂难测的背面。此

时，我们迫切需要加强在全球层面的

协调和应对能力。

达沃斯论坛
“中国热”继续

近年来，中国经济的崛起和全球

金融危机成为世界两大主题。有关中

国经济和改革的话题经常占据达沃

斯论坛议题的核心。

本届年会也不例外，年会着重探

讨了健康、气候变化、资源安全和可

持续性等议题，并为相关议题设置了

众多专门研讨会和实践体验活动，其

中主题为中国或直接涉及中国的研

讨会至少有 7 场，包括“中国背景”、
“中国前景”、“中国成为焦点”、“绘制

中国未来路线图”等。

早在 2011年第四十一届达沃斯
论坛上，克劳斯·施瓦布就表示，当今

世界已发生根本性变化，全球政治和

经济重心已由西向东、由北向南转

移，而中国正是在这种新形势下的一

颗耀眼新星。

对于达沃斯论坛对中国的关注，

白朋鸣对记者表示，中国当下的改

革、发展以及未来的趋势，吸引了世

界大佬级人物的关注，中国之所以成

为关注的焦点，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大

体量的国民经济，广阔的市场发展空

间，在世界经济占据较大的比例，对

全球经济发展的影响力愈来愈强，愈

来愈明显。

“中国经济发展的好坏，改革成

果的大小将影响到周边国家以及经

济来往较为频繁的国家经济的发展，

预示着中国更加地融入世界并肩负

重要责任。”白朋鸣说。

中国对全球经济增长
贡献已达 27.76%

在世界“重塑”的大背景

下，2014 年的中国经济将如
何走向？又将为世界经

济作出怎样的贡献？

埃森哲可持续性服

务亚太区董事总经理彭

莱认为，在世界面貌改

变的大潮中，中国的“重

塑”尤其令人期待，他对

中国的变革抱有信心。

特华投资控股有限

公司、华安财产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光

荣认为，中国早就处在重塑的

过程中，在一定意义上，这种重

塑肇始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

会。根据中国国情，重塑中国主要

是以建立全新的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体制为基础，相应推进政治体

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生态文明体

制的改革，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目前，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影响

力越来越大。

2013年 12月初，由国际货币基
金组织发布的全球经济预测，如果中

国经济实现 7.5%的增长，那么中国经
济增长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将

达到 27.76%。
显然，2013年中国经济增长对全

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达到国际货

币基金组织的预测。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

境研究所副所长李佐军在接受《中

国企业报》记者采访时表示，2013年
中国经济总体平稳，经济增长动力

结构有所优化，这得益于党中央强

调的改革红利、结构升级、创新驱

动。

专家分析称，中国新一轮的改革

将进一步推进市场开放，让市场发挥

更为重要的作用，刺激中国经济迸发

更多创造力。2014年中国仍将是引领
全球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

白朋鸣表示，中国经济发展离

不开世界，在世界整体经济形势向

好的情况下，中国经济发展外部环

境有保障。目前改革推进，经济结构

调整逐渐落实，2014 年国内宏观经
济增速或下降，但是未来发展基础

或更稳固。

本报记者 陈青松

全球经济复位键：各国协作共赢
中国企业一周新闻榜
（2014.1.21—2014.1.27）

策划：中国企业十大新闻评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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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榜人：贾晶晶

1、美国地产巨头134亿前海拿地诞生新地王

关注指数：★★★★★传播指数：★★★★★

新浪财经消息，前海深港合作区2014年首块商业用地23
日公开出让，美国地产商兆华斯坦及前海国际能源金融中

心联合以134.0999亿总价拿下该块土地，诞生新年全国新地
王。2014年前海第一块估值超百亿地块开拍，即引得资金追
捧。

2、去年国企利润同比增5.9%增幅连续3月回落

关注指数：★★★★★传播指数：★★★★

《新京报》消息，财政部近日发布数据显示，去年1—12
月，国企累计实现利润总额24050.5亿元，同比增长5.9%，但实
现利润增幅继续回落，这已经是连续第三个月国企利润增幅

出现回落。专家表示，国有企业利润增幅回落主要是受宏观

经济状况影响。

3、联想23亿美元收购IBM低端服务器业务

关注指数：★★★★传播指数：★★★★★

网易财经消息，联想集团1月23日称已与IBM就收购对
方X86伺服器硬件级相关维护服务业务并承担负债达成协
议，交易总规模为23亿美元。这是联想2004年5月1日宣布
12.5亿美元收购IBM全球PC业务后，再一次收购IBM的重要
业务。

4、五大电企获利创10年新高动力煤叫苦

关注指数：★★★★★传播指数：★★★★

数据显示，五大电力集团2013年利润总额创下了自2002
年以来的最高纪录，达到740.34亿元，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
是，煤炭企业亏损面不断扩大。有专家认为，火电行业和煤炭

行业二者的盈利能力此消彼长，只有实现煤电联营，才是煤

电之间激烈博弈的解决之道。

5、雅培被指在华涉嫌行贿迄今未正面回应

关注指数：★★★★传播指数：★★★★

近日，跨国巨头雅培在中国陷入药品行贿丑闻。有消息

称，雅培通常每次给医生提供药品销售额8%至10%的回扣。
雅培目前已在其中国官网上发表声明，称从公司层面的政策

和规程看是符合法律法规的，但并未做出具体回应。

6、晶方科技恢复发行申购首披遭信访情况

关注指数：★★★★传播指数：★★★★

《东方早报》消息，因出现信访待核查事项而暂停发行的

苏州晶方半导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日前公告称，经主承销商

国信证券核查，公司遭信访所涉事项对本次发行不会构成障

碍，决定重启发行工作，公司股票于1月23日进行网上申购。

7、银联新浪达成合作发展在线支付服务

关注指数：★★★★传播指数：★★★

新浪财经消息，1月23日，中国银联与新浪及其子公司新
浪支付科技有限公司宣布达成三方合作，通过整合各自产

品、客户、渠道等资源，进一步丰富和提升互联网支付服务，

共同打造互利共赢的互联网支付生态圈。这表示银联和新浪

将在更宽的领域开展合作。

8、丰田去年全球销量998万辆蝉联桂冠

关注指数：★★★★传播指数：★★★

网易财经1月23日消息，据丰田汽车公司最新快报显示，
丰田集团2013年度全球销量为998万辆，高于通用汽车的971
万辆和大众的970万辆，再次蝉联全球销量冠军。2011年丰田
将全球销量桂冠拱手让给了通用，2012年以975万辆的销量
重夺桂冠，此次再次刷新销量纪录。

9、富士康呼吁涉案员工厂商配合调查

关注指数：★★★传播指数：★★★

在被曝高层集体索贿案之后，日前，富士康向媒体回应

称，本案系本公司依内部稽核系统发现弊端，并陆续向中国大

陆及台湾司法机构主动报案。据称，中国台湾相关部门怀疑，

鸿海科技集团旗下的表面组装技术委员会的高层，凭借手中

持有的机台设备购买权，长期向供应商索贿。

10、中美史克旗下新康泰克再曝成分超标

关注指数：★★★传播指数：★★★

近期，葛兰素史克在华子公司中美史克，被曝旗下感冒

药新康泰克对乙酰氨基酚含量超标。中美史克在华26年，康
泰克系列产品先后经历了“PPA事件”等多起事件。作为葛
兰素史克在全球范围内的重磅药品，康泰克系列在中国屡陷

危机。

中国经济重塑令世界期待

在这场论坛上，中国依然备受关注，全球经济重塑背景下的中国经济重塑

亦备受世界期待。 CNS供图

此次达沃斯论坛上，如何控制全

球金融系统风险依然是备受关注的

问题。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经
过 5年时间的再调整和再平衡，全球金
融业的结构调整和监管环境均发生了

重大变化。不过有专家表示，全球金融

业风险正日益集聚到金融衍生品上，而

目前监管部门和评级机构对于高风险

的衍生品并没有准确的风险识别。全球

金融迎来一场新的监管革新。

“金融安全”
成关注焦点

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各国出台了

多项监管政策。

以美国为例，其监管部门对可能

造成系统风险的大型银行实施规模

限制：首先国际会计制度从“孰低原

则”转为“公允价值原则”，以增加企

业资产透明度；另外，通过限制投行

投资对冲基金、私人股权基金和自营

业务，避免代理与自营的利益冲突。

而去杠杆化的投资银行杠杆率

水平也出现了明显下降。数据显示，

2008年至 2012年，高盛和摩根士丹
利平均杠杆率分别下降到 12.4 倍至

12.3倍，金融危机去杠杆化后的杠杆
率水平维持在 13倍左右。

目前，美国金融业基本消化了

“有毒资产”，有效降低了杠杆率，但

信贷业务回升仍然受到自身和市场

需求不足的影响；而欧洲的金融业受

到一些经济体主权债务危机的影响，

虽然还没有真正走上复苏之路，但已

经企稳。

“金融危机爆发的原因是金融市

场错误地理解风险和对他们错误定

价。”在论坛上，巴克莱集团 CEO詹金
斯表示，至今，金融机构与监管体系

已经发生了重大变革，欧洲在风险加

权、美国在杠杆率方面都有了更明确

的规定和更严要求。

艾略特管理公司首席执行官兼

联席首席投资官保尔·辛格则对金融

市场的安全性仍持怀疑态度。在他看

来，全球银行杠杆化程度仍很高，央

行大规模的债务购买已经破坏股市

和债券市场的价格。

风险集中在
金融衍生品上

有与会代表表示，对银行监管越

是严格，资金越是会绕过障碍进入影

子银行、保险领域，目前，全球金融市

场风险正集中在金融衍生品上。

保罗·辛格认为，金融衍生品的

高杠杆率以及缺乏透明度蕴含了比

危机之前更大的风险。

“过高的杠杆率意味着一旦市场

发生变化造成交易对手违约，就会发

生资不抵债，而且这是链条性的传递，

会产生系统性风险。”银河证券首席经

济学家潘向东指出。

詹金斯也表示，金融系统的业务

就是进行风险管理，风险应该由受到

密切监管的专业人士把控，而不是让

它们留在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上或者转

移到不受监管的影子银行系统。

据了解，巴塞尔委员会针对危机中

暴露出的金融监管问题对巴塞尔协议

进行了修订和完善，形成了巴塞尔芋，其
中，对商业银行杠杆率的监管更为严格。

事实上，银行的杠杆率有巴塞尔

协议来监管，但证券业和保险业的杠

杆率却没纳入监管目标。以保险为

例，目前仅从风险识别和分类开始，

没有直接规定杠杆率。潘向东指出，

随着金融衍生品市场的进一步发展,
未来金融投资的杠杆率应该纳入监

管的范围。

全球金融业
或迎新一轮监管革新

对于未来全球金融前景，IMF最

新的《世界经济展望》中指出，通缩和

金融业的风险仍威胁全面复苏，这意

味着目前全球金融业正处于变革的

转折点。而有专家指出，新的监管革

新将启幕。

据了解，将金融监管扩大到资产

证券化市场、场外衍生品市场、私募

股权基金、对冲基金和信用评级机构

等影子银行体系，通过纳入监管，以

防止发生监管真空或监管交叉，以致

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已然成为金融

安全革新的重要一环。

“监管部门和评级机构需要对

一些高风险的衍生品做出准确的风

险识别。”潘向东在接受《中国企业

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但究竟要对

衍生品采取怎样的措施，需要对金

融体系的功能和定义做出重新思

考。

近日，由美联储前主席沃克尔

提出的针对衍生品监管规则的议

案终于获得通过，定于 2014 年 4
月 1 日实施。其中，主张禁止商业
银行从事高风险的自营交易，将商

业银行业务和其他业务分割开来；

反对商业银行拥有对冲基金和私

人股权基金，限制衍生产品交易，

对金融机构的规模严格限制，要求

金融机构披露金融衍生产品的风

险等。

金融衍生品风险凸显 全球金融安全再受关注

本报记者 王莹

全球或将迎来新一轮金融监管革新

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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