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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小川：量化寬鬆政策已到尾聲

博鰲分論壇 商泛南海地區合作
學者籲「三管齊下」促進中國東盟命運共同體建設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何玫、黃寶儀 博鰲報道）博

鰲「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建設與泛南海地區共同發

展：新形勢下的機遇與合作」分論壇昨天舉行。中國

南海研究院院長吳士存在論壇上就推動建設中國東盟

命運共同體提出三點構想，包括構建泛南海經濟合作

圈；充分發揮中國東南亞南海研究中心的作用；推進「南海各方行為宣言」合作

框架下項目落實的同時，加速「南海行為準則」框架文本的磋商。

論壇由全國人大外事委員會主任委員傅瑩主
持，泰國前副總理、亞洲和平和解理事會

主席素拉傑．沙田泰、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
所所長鄭永年、澳洲悉尼科技大學澳中關係研究
院副院長羅震、馬來西亞國際戰略研究院院長拉
斯塔姆．莫哈德．伊薩和吳士存等出席論壇，並
就推動泛南海地區共同發展進行了探討。

行為準則框架有望6月出爐
吳士存在發言中表示，南海局勢目前雖然風平
浪靜，但只是暫時性的，有關南海的實質問題並
沒有解決，大國在南海地緣政治的博弈也還存
在。目前由於中國和東盟的共同努力，使南海問
題回歸磋商狀態，大家要通過推進泛南海地區的
合作，穩定當前來之不易的南海和平穩定的局
勢。
吳士存稱，南海地區的形勢呈現出降溫趨緩回
歸合作的向好發展，主要是因為從去年9月開
始，越南、菲律賓、馬來西亞等南海周邊國家領
導人先後訪華，通過友好協商談判，維護南海地
區和平穩定，已成為中國和有關國家的共識。
同時，中國和東盟的安全合作取得了新的突破
性進展，今年6月份前後中國和東盟將達成共
識，「南海行為準則」（英文簡稱COC）的框架文
本有望出爐。去年9月，中國和東盟應對海上緊
急時代的外交保管運行平台指導方針、中國和東
盟南海地區使用海上意外規則聯合聲明兩份成果
文件已經發表。COC的磋商加速和這兩份文件
的簽署，應該說補齊了中國和東盟安全合作的短
板，對增加政治互信，海上爭端避免存在危機和
衝突穩定南海局勢有重要意義。

中國和東盟應提升互信
另外，中國和南海沿岸國合作成果顯著，合作
領域不斷擴大。中國和菲律賓漁業合作領域正在
順利推進，中國和菲律賓海警海上合作聯合委員

會已成立；中國與印尼海上聯合執法機構已舉行
首次工作會議；中國與越南兩國海警簽署備忘
錄，並已舉行第一次會議……等等。目前，合作
已成為當前南海地區形勢發展的主旋律，大勢所
趨，人心所向。在當前逆全球化趨勢方興未艾形
勢下，中國和東盟國家應思考如何進一步提升互
信，深化合作，管控分歧，穩定南海形勢，以
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建設為契機，推動泛南海
地區共同發展。

倡構建泛南海經濟合作圈
吳士存提出三點構想：
第一、構建泛南海經濟合作圈，促進南海沿國

之間的全方位海上合作，並以此打造中國和東盟
的命運、利益、和責任共同體。客觀情況是，2
條海上絲綢之路都必經南海，所以南海地區國家
應加強這方面的戰略堆積，建設一條南海合作的
主動脈，以海上互聯互通、港口建設、海上旅
遊、環境保護、海洋資源開發等領域合作為重
點，搭建泛南海地區新的合作平台。
第二，充分發揮中國東南亞南海研究中心的作

用，這個平台去年3月在博鰲亞洲論壇年會期間
宣告成立，已有6個東盟國家加入。在當天召開
的第三次成立智庫理事會上，大家達成共識，將
由理事會提出一些為本地區國家都能接受的海上
合作項目，然後由研究中心負責向「中國-東盟
海上合作基金」申請經費支持，相信通過各方的
共同努力，有望在海上合作上取得新的突破。
第三、推進「南海各方行為宣言」（英文簡稱

DOC）合作框架下項目落實的同時，加速COC
框架文本的磋商，提供相關機制保證。可以預
見，隨後的磋商和談判任務將更加繁重，比如
COC適用海運問題、有關各方島礁上行為限制
問題、爭議海域執法問題等等。
吳士存認為，這樣「三管齊下」維護南海和平

穩定，建設中國東盟命運共同體就能指日可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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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黃寶儀、何玫
博鰲報道）博鰲亞洲論壇2017年年會昨
天閉幕，同時發表《博鰲亞洲論壇關於
促進經濟全球化的宣言》，強調各國應
該反對貿易保護主義，共同堅持和進一
步推動貿易投資自由化便利化進程，並
不斷改革和完善多邊貿易投資機制和治
理，確保全球共同繁榮。
博鰲亞洲論壇秘書長周文重在閉幕

新聞發佈會上表示，全球化和自由貿
易是年會60多場討論的一個主題，從
討論結果來看，共識遠遠大於分歧，
代表們普遍認為，一方面全球化要照

顧到被邊緣化的利益受損人群，要具
有更大的包容性；另一方面，全球化
的基本原則和積極面應該予以充分的
肯定和堅持，不能開倒車。

將從六方面加強溝通合作
周文重表示，本屆年會以博鰲亞洲

論壇和238家會員的名義，發表《博鰲
亞洲論壇關於促進經濟全球化的宣
言》，承諾在六個方面加強溝通、協
調與合作，為推動經濟全球化朝更加
開放、包容、普惠、均衡的方向發
展，發揮自身的獨特作用。

周文重介紹了宣言的六大要點：各
國完善國際經濟秩序和全球治理體
系，確保經濟全球化惠及更大的範
圍；各國政府應共同反對貿易保護主
義，共同堅持和進一步推動貿易投資
自由化便利化；各方探討建立更加開
放、包容和公平合理的雙、多邊貿易
制度安排；多邊國際金融機構應在加
強自身改革的同時加強和完善金融監
管，充分發揮跨國資本流動對經濟增
長的驅動作用；各國應積極推動技術
創新，促進知識與信息跨境流動的便
利化；各方應該支持和建立開放的多
邊合作機制，共同促進基礎設施、機
制制度、人文交流等領域的互聯互
通。

促進全球化宣言發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何玫、黃寶
儀，通訊員安莉 博鰲報道）中國人民
銀行行長周小川昨天在博鰲亞洲論壇
指出，貨幣政策在經過多年的量化寬
鬆之後，目前已達到這次周期的尾
部，這意味着貨幣政策將不再是寬鬆
的政策。周小川表示，寬鬆貨幣政策
可能會導致更高的通貨膨脹和資產泡

沫，但還應關注寬鬆貨幣政策對經濟
復甦有利的一面。

對再通脹應保持審慎態度
周小川表示，中國曾採取適度擴張

的貨幣政策來應對金融危機，在2000
年底時，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宣佈重回
謹慎的貨幣政策。他認為全球經濟復
甦在不同國家速度不同，主權債務危
機在歐洲仍沒解決，還有其他的一些
問題已發生，波及到其他國家，因此
貨幣政策的調整是一個漸進過程。
周小川稱已在一些國家看到了再通

脹，但是對全球而言做任何判斷還為
時尚早，應保持審慎的態度來對待再
通脹的現象，這個與貨幣政策的制訂
有着直接關係。

進行結構性改革作用更大
對於「貨幣政策無效論」，周小川

表示，貨幣政策不是萬金油，不能認
為量化寬鬆政策能治好每個國家的疾
病。在他看來，財政政策和結構性改
革將發揮更大的作用。政策雖然是用
來調整總量，但也可以有一些創意，
如利用一些貨幣工具來鼓勵或是支持
一些戰略行業，幫助其進行結構性改
革。
周小川表示，中國已進行了一系列

改革：從長期改革來看，中國已經由
過去特別依賴出口，轉變為強調拉動
內需和家庭需求；中國加大了對基礎
設施的投資；中國服務業佔GDP比重
也大大提高。中國2016年開始實行
「三去一降一補」政策，減少庫存，
減少債務槓桿率，減少企業的運行成
本，這些都是中短期改革的關注點。
政府已制定一些政策，鼓勵農村地區
的貸款，以及小企業貸款，但成效如
何還需拭目以待。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何玫、黃寶儀 博鰲報
道）著名經濟學家胡祖
六在博鰲表示，2017年
由於中國國內的貨幣政
策調整，及境外民粹主
義抬頭，將令中國企業
的海外併購步伐放緩。
胡祖六認為，政府目

前採取的外匯管制措
施，是一種短期行為，
因為外匯局並不希望去

逆轉中國的資本賬戶自由化進程。但這種短期管
制，也讓中國企業2017年的「走出去」成為最
大的不確定因素，也制約了中國企業到海外投資

的速度和規模。

建議盡量做與主業相關投資
胡祖六表示，中國企業「走出去」時，因帶着

「中國」標籤，所以外國政府會擔心中國企業商
業動機不純，這對中國企業在海外的併購，增加
了很多障礙。而2017年民粹主義抬頭，讓中國
企業赴海外投資，需要逾越新的障礙。
胡祖六建議，雖然面臨危機，但也有一些新的

機會，在英美等發達國家市場、及大宗商品領
域，蘊藏着投資良機，英美兩個國家市場開放度
最高，未來機會比較多，中國企業應做好項目篩
選，盡量做與主業或整體戰略相關的投資。如果
缺乏海外併購經驗，應找投資銀行、律師事務所
或專業公司一起攜手合作，能有效降低風險。

胡祖六料今年中企海外併購放緩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黃寶儀、何玫 博鰲報
道）由世界銀行、世貿組織、經濟合作與發展組
織、亞洲經濟研究所以及全球價值鏈研究中心聯
合出版的《2016年全球價值鏈發展報告》昨日
在博鰲亞洲論壇發佈。
世界貿易組織首席經濟學家Robert Koopman當
天在博鰲與媒體探討全球價值鏈發展報告。該報告
指出，全球價值鏈打破傳統產品生產過程，使得不
同生產環節在不同國家進行，全球價值鏈給發展中
國家提供融入世界經濟的新機會，增加其在全球貿
易中的參與程度並使其出口多元化。報告結果顯示，

從1996年至2008年複雜全球價值鏈帶來增加值的
增長速度超過了GDP的其他組成部分，且中國加
入世貿後全球價值鏈擴張就加速。
報告同時指出，發達國家擴張的貿易和投資的

好處集中在技術熟練的勞動力和資本所有者手
裡，發達國家貿易保護主義有所抬頭，通過貿易
限制措施使自己隔絕於全球市場會適得其反，並
可能導致全球增長放緩和全方面的不良後果。
報告認為，發達國家需要積極的勞動力市場政
策，給工人提供培訓和再培訓，以及更強大的最
低收入保障體系等。

《全球價值鏈發展報告》：
貿易保護或致全球增長放緩

■胡祖六 新華社

■傅瑩主持南海分論壇。 何玫 攝 ■吳士存在南海分論壇發言。 安莉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何玫 博鰲報
道）以「華商攜手繁榮絲路」為主題
的博鰲「華商領袖與華人智庫圓桌」
會議昨天舉行，與會嘉賓圍繞「一帶
一路」建設與公共外交和人文交流、
互聯網合作前景、兩岸三地如何在
「一帶一路」中合作積極建言獻策。

華僑華人具融通中外優勢
國僑辦副主任郭軍在致辭中指出，

「一帶一路」建設為僑胞事業發展創
造了最佳機遇。「一帶一路」倡導的
是全範圍立體化的大聯通，惠及沿線
國家經濟社會文化安全等各領域，所
以，具有無限的商機，搭上這列快
車，僑胞可實現自身事業的提升。華
僑華人通曉中外語言，具有融通中外
的優勢。海外3萬所海外學校星羅棋
佈，可為絲路建設培養雙語人才。海
外各類中華文化載體也不勝枚舉，可
促進不同文明、文化和宗教交流對
話，營造中外優化合作的氛圍。
郭軍建議廣大僑胞要做好以下三件

事：一是不打無準備之戰，自己要做

好充分準備；二是主動出擊，主動作
為，積極思考；三是善於作為，要做
一些有利於當地持續發展的善事。
正大集團董事長謝國民表示，華商

參與「一帶一路」需要了解能在其中
扮演何種角色，才能更好的發揮自己
的優勢。
常青集團董事局主席張曉卿認為，

在「一帶一路」的大戰略、大平台
上，華商要搶佔未來經濟、科技和文
化發展的時機，在全球科技創新中找
到自己的位置。

籲港澳與內地建聯席合作機制
香港華燊集團董事局主席沈家燊表示，

港澳台華商既有國際視野和貿易經驗，又
有行業投資發展的實踐經歷，只要選好項
目，找對位置，一定會有不俗的成果，發
揮不可取代的獨特作用。
澳門控股集團董事局主席劉雅煌建

議，香港與澳門特區政府應增設一個
關於「一帶一路」的專門機構，並與
內地18個「一帶一路」節點城市建立
聯席合作機制。

「一帶一路」成華商發展最佳機遇

■「華商領袖與華人智庫圓桌」會議昨日在博鰲舉行。 何玫 攝

■周小川表示，貨幣政策不是萬金油。
中新社

■■博鰲南海分論壇探討新形勢下南海機遇與合作博鰲南海分論壇探討新形勢下南海機遇與合作。。 何玫何玫 攝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