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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肖茅 博鰲報道）博鰲論
壇期間舉行的「青年領袖圓桌會議：定義幸福和
幸福社會」，吸引了眾多關注，與會嘉賓紛紛對

「幸福」的認識暢所欲言。
中國電力國際有限公司董事長李小琳表示，幸

福是一種感覺，這種感覺是動態的、流動的，幸
福是一個發現的過程。李小琳認為，攀比、慾望
都是不幸福的因素，攀比之後產生了煩惱。還有
慾望，無止境的慾望是不可能被滿足的。社會上
應該提倡量入為出，提倡勤儉節約、健康的生活
方式。

上海東方籃球俱樂部有限公司董事長姚明表
示，幸福就是在上限與底線之間，底線從社會角
度來說更多是社會保障、醫療保障、教育保障之
類的東西，上限是「在某種程度上應該控制自己
的慾望」。談及在美國籃壇正走紅的林書豪，姚
明沒想到林書豪可以打得這麼出色，讓他看到了
華人第二代的孩子在美國融入社會、奮鬥的結
果，「是一種新的希望」。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中新社及中廣網消息，耶魯大學金融
經濟學教授陳志武表示，中國應盡快結束獨生子女政策。

陳志武周一在海南博鰲參加亞洲人口形勢與老齡化對策論
壇時表示，中國總是相信漸進式改革，他建議是至少第一步
可以讓每一對夫婦有兩個小孩。不用擔憂一旦放開政策，一
夜之間人口會多好幾倍。

另外，三井物產株式會社取締役會長槍田松瑩在同一個場
合表示，亞洲國家必須認識到人口問題的嚴重性，日本作為
亞洲第一個享受過人口紅利，同時也是第一個進入老齡化社
會的亞洲國家對此深有發言權。

耶魯學者：盡快結束一孩政策

據中新社2日電 「『去全球化』是一個非常糟糕的
詞彙，希望通過今天的討論把這個詞刪掉。」 2日
下午，百事公司董事長兼CEO盧英德女士快人快語
地說：「沒有人知道去全球化是意味 什麼。全球
化不只是由政府之間的框架來奠定，主要是由私營
企業來推動，要想去全球化就要消除所有的私營企
業，這是災難性的。」 在博鰲亞洲論壇「全球化VS
去全球化」分會上，盧英德呼籲，要讓人們知道全
球化帶來的好處，同時也必須要思考下一版的全球
化，也就是全球化2.0。

今年，在歐債危機、美國經濟發展遲緩的大背景
下，經濟全球化再次遭受質疑。繼續「全球化」？
還是「去全球化」？由香港利豐集團董事長馮國經
主持的這場分會現場氣氛幾乎爆棚。

「今天上午在香港，我在降落的時候看了一下
《國際先驅論壇報》，然後把《紐約時報》下載到iPad

上，1978年我第一次來中國時，這樣的技術是無法
想像的，這正是我們這個時代此刻帶來的強大力
量。」 《紐約時報》公司董事長、《紐約時報》出
品人Arthur Sulzberger,Jr說：「作為一個記者，我覺
得全球化是必然的，企業、組織、市場如果不適應
全球化，不把握全球化所帶來的機遇的話，那麼到
最終遭殃的就是他們自己。」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芳園 博鰲報道）在博鰲論
壇舉行的「能源/資源：供需雙方的對話」分論壇
上，與會嘉賓均對中國今年經濟增長目標定為7.5%
表示肯定。

石油公司FMG首席執行官Neville Power表示，從任
何一個國家來看，7.5%已經是一個非常快的增長
了，特別是中國城市化速度非常快，在中國某一些
省份仍然保持兩位數以上增長，所以我們對於中國
經濟增長以及長遠中國經濟增長速度不持任何懷疑

態度。
美國前能源部長Artem Volynets也表示贊同，他認

為7.5%已經是非常快的速度了，這對整個世界能源
的消耗已經有一個非常大的推動。

沙特基礎工業公司副董事長兼首席執行官阿爾馬
迪說，我相信中國今年經濟增長目標定7.5%是中國
政府採取的有效地使中國經濟降溫、降低通貨膨脹
措施的結果，這是非常明智的，不會對整個能源行
業產生任何問題。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何玫、肖

茅、房廈 綜合報道）在談到中國經
濟發展時，李克強表示，中國改革
已進入攻堅時期。未來，決策層將
深化財稅、金融、價格、收入分
配、企業等方面改革，努力在重點
領域和關鍵環節實現新突破，更好
發揮市場在配置資源中的基礎性作
用，全面推進制度創新，技術創
新、管理創新，注重增強發展的內
生動力和內在活力。

他指出，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

是「十二五」發展的主線，經濟結
構戰略性調整是轉變方式的主攻方
向，其根本目的是保障和改善民
生；擴大內需是結構調整的首要任
務，城鎮化是中國內需最大的潛力
所在。

李克強指出，協調推進工業化、
城鎮化和農業現代化，實行「三化」
並舉，是中國現代化的必由路徑，
也是轉方式、調結構、擴內需的戰
略舉措，可以助推中國在「十二五」
時期乃至更長時期保持經濟適度較

快增長，不斷提高發展的質量和效
益。

李克強表示，中國把擴大對亞洲
開放作為對外開放的戰略重點。目
前，中國是亞洲第一大進口市場，
是許多亞洲經濟體的最大貿易夥
伴，也是亞洲重要的投資來源地，
各領域交往十分頻繁。中國願與各
有關國家一道，繼續推進中國—東
盟、上合組織、中日韓、東盟和中
日韓、亞太經合組織等區域合作機
制建設。

意 大利總理馬里奧．蒙蒂、哈薩克斯坦總理卡里姆．馬西
莫夫、巴基斯坦總理賽義德．尤素夫．拉扎．吉拉尼、

伊朗副總統穆罕默德．賈瓦德．穆罕默迪扎德、泰國副總理
吉迪拉．納．拉農、越南副總理黃忠海等出席開幕式。

新興經濟體 亞洲潛能顯現
李克強副總理在開幕式上發表了題為「凝聚共識，促進亞

洲健康可持續發展」的主旨演講，從多個方面闡述了當今世
界和亞洲發展共同面對的機遇和挑戰。李克強表示，亞洲的
發展、機遇和挑戰並存，希望和困難同在，但機遇多於挑
戰、希望大過困難。在世界調整與變革的大勢下，中國願與
亞洲各國一道，凝聚共識，攜手努力，共同推動亞洲健康與
可持續發展。

李克強指出，雖然全球經濟顯露恢復的跡象，一些國家出
現好的增長兆頭，但國際金融危機深層次影響尚未消除，歐洲
主權債務危機還在持續，實現世界經濟全面復甦仍將是一個長
期曲折的過程。目前亞洲經濟總量已佔世界的30%以上，經濟
增長對世界的貢獻率超過30%。亞洲成為全球新興經濟體最為
集中的地區，其後發優勢和發展潛能進一步顯現。

提5點建議 倡同舟共濟
就推動亞洲健康與可持續發展，李克強提出5點建議，包括

立足內生增長、秉持開放包容、實現互利共贏、促進團結和
諧以及堅持和平發展。他說，過去亞洲經濟的快速增長是在
開放中實現的，今後亞洲進一步發展仍需堅持開放，包括向
世界開放和各國相互開放。

李克強又指，建設一個和平、團結、和諧的亞洲，需要繼
續發揚同舟共濟的精神，共同應對金融與經濟危機的衝擊，
共同克服重大自然災害的影響，共同解決發展中遇到的階段
性難題；需要在經濟發展中更加重視社會公平正義，更多幫
助欠發達地區和困難群體，促進各國人民共享發展的成果。

李克強重申，中國將始終不渝的走和平發展道路，致力於
營造一個和平、和諧的國際和周邊環境，絕不謀求霸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房

廈 北京報道）2011年的博

鰲亞洲論壇上，中國國家主

席胡錦濤倡導「亞洲精

神」；2012年，國務院副總

理李克強提出亞洲「凝聚共

識」。北京專家對此指出，這顯示中

國的戰略重點轉向亞洲，將此前的對

外「全面開放」轉為將亞洲定為「重

點開放」，中國與亞洲各國的全方位

合作進入一個新的高度。未來，亞洲

各國將減少對歐美國家的依賴，加強

內生的增長動力。

中國國際問題研究所所長曲星向香

港文匯報指出，當前歐美經濟不確定

因素增加、面臨的挑戰加大，受此影

響，這些國家的外部市場活躍程度下

降、市場容納量萎縮，亞洲國家此前

發展所依賴的出口導向型發展模式面

臨挑戰。在此背景下，亞洲國家亟需

凝聚共識。

是次李克強副總理 重強調5點－

立足內生增長、秉持開放包容、實現

互利共贏、促進團結和諧以及堅持和

平發展。這是一種亞洲各經濟體能夠

普遍接受的發展理念，對提高抵禦外

部風險能力、促進亞洲經濟健康可持

續發展具有重要意義。在合作方式方

面，李克強副總理提出「互利共

贏」，意即亞洲的發展必須追求各國

利益的最大匯合點，而不簡單是追求

利益的最大化。這與傳統重商主義思

想提倡的「利益最大化」有明顯差

距，任何一國的發展都不能建立在其

他國家「利益最小化」的基礎之上。

中國戰略重點轉向亞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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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何玫、肖茅、房廈綜合報道）

以「變革世界中的亞洲：邁向健康與可持續發展」

為主題的博鰲亞洲論壇2012年年會，2日在海南博鰲

舉行開幕式。國務院副總理李克強在開幕式上發佈

主旨演講，就亞洲開放包容、中國改革開放、中國

擴大對亞洲開放等內容三度闡述了亞洲和中國的開

放之道，強調開放合作才是互利共贏之路。李克強

稱，在世界調整和變革的大勢下，中國願與亞洲各

國一道，凝聚共識，攜手努力，去應對挑戰，戰勝

困難，共同推動亞洲健康和可持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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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網消
息，李克強副總理在開幕式主旨
演講中回顧博鰲發展歷程時表
示，身在博鰲，能夠博覽天下、
博採眾長。

他說，我們今天開會的地方博
鰲，十多年前還是一個鮮為人知
的小漁村，現在已經成為可以共
商亞洲發展之計的大平台。博鰲
是在中國和亞洲開放發展中快速
成長起來的，它的開放與變化表
明了中國與亞洲、亞洲與世界的
聯繫日益密切。

李克強表示，可以說，身在博
鰲，能夠博覽天下，博採眾長，

「這是一個立足亞洲、面向世
界、開放包容的大平台」。

﹁
身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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鰲
　
博
覽
天
下
﹂

中國改革進入攻堅期

全球化「去」與「不去」？　討論爆棚

能源界：目標7.5%  華增長仍強勁

姚明：幸福在上限與底線間

博鰲論壇年會開幕 凝聚可持續發展共識

中國擴大對亞洲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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