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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和美国在同一起跑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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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博!视频!社交网络的兴起"令移动互联
网的发展成为当下最热门的一个话题#今
晚举行的博鳌亚洲论坛 !"#$ 年年会分论
坛$移动互联网的未来%现场"或许更能够
感受到这个话题的$热%&嘉宾们手中的
%&'()*!%&+, 或拍照!或忙着发微博"不
断提醒着人们这里正在探讨着这个时髦
的话题&移动互联网'

主持人!微软公司全球资深副总裁张亚
勤这样概括这个产业& 集中了 &- (个人计算
机)!互联网!无线通讯三个产业的优势融合而
成的新兴产业'张亚勤随后说出的数字尤其令
人振奋"去年四季度"移动智能手机的出货量
首次超过 &-"预计到 !.$/年"使用移动互联
网的人数就会超过使用桌面互联网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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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浪微博在去年取得的巨大成功"为人
们展示了移动互联网的美好前景'新浪网首
席执行官曹国伟认为&$移动互联网真正实
现了互联初期的梦想"就是能够随时随地上
网'这让互联网的使用更随意"更个性化"更
智能化' 无论是中国的微博还是美国的推
特"都带来了社交网络和社交媒体的改变'%

爱国者数码接待董事长! 总裁冯军认
为" 移动互联网带来的商机将会是巨大的"

而且这几年已经给爱国者的移动产品带来
了非常大的机会'特别是随之而来的物联网
的发展"会给软件产业和硬件产业都带来巨
大机会'更为重要的是"现在大家处于同样
的起跑线"中国企业有机会走在前列'

$我们投资的 !0个项目"!!个是移动
互联网项目*% 创新工场董事长兼首席执行
官李开复坦言"自己把赌注都下到了移动互
联网上了' 当然这是基于几个方面的理由&

首先是中国移动用户是 &-用户三倍"而且

手机带在手边的时间是 &-在身边的五倍"

所以使用手机的时间会是使用 &- 时间的
$1倍+ 现在软件开发者面对的形势不再单
一"可以通过不同运营商,应用商店或与著
名软件企业合作来实现赢利+手机是更贴心
的伙伴"手机上能够做到的一些事情"&-上
很难做到'

法国阿尔卡特-朗讯执行副总裁辛睿
杰同样看好移动互联网未来"特别是中国
市场的移动互联网市场"因为自己的公司
已经在 /2 中获益巨大'$%&+, 推出一周
年了"但有时我们却忘记了这一点"似乎
已经成为生活的一部分'%辛睿杰说"中国
移动两周前已经在六个城市试验 32"这

将会极大提升尤其是视频用户的体验'相
信在未来十年"移动互联网将会成为最热
门的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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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通过张亚勤的微博问道&在桌面互
联网时代" 无论技术水平还是商业模式"成
功者主要是美国公司+ 在移动互联网时代"

最好的是 %&'()*!%&+,"也是美国的+而且
无论是电子商务还是社交网络"美国都非常
成熟'那么"中国移动互联网的前途在何方.

曹国伟认为"在移动互联网时代"其中
亚洲走在很前沿"像日本,韩国和中国大陆,

中国香港" 某种意义上走在了美国前面"像
日本前两年移动互联网的使用已经超过 &-

的使用'再看中国"在终端的应用方面做了
很多创新"发展也非常快'对于大家把微博
与美国的推特相比较"曹国伟就认为"其实
微博在使用上特别是移动终端上都做了创
新"以更适应本地化的消费需求"在不少方
面甚至已经超过了推特'

李开复对此非常乐观"他认为美国在互
联网朝代能够走在前面"是拥有了世界上最
大的互联网用户"然后发明了浏览器等相应
的软件'现在中国拥有世界最大的移动用户
群" 这就是发展的基础'$美国先是基础设
施"其次是商务应用"最后才是个人'在中国
由于年轻用户多"第一步是基础设施"第二
步会是娱乐'%李开复认为"中国在应用方面
的创新和发展会更集中在娱乐上面"包括游
戏,音乐,视频和通讯等"这也是最有潜力的
创新机会'

辛睿杰认为" 现在中国有好的机会"不
仅人工工资低" 还有中国人的聪明才智'日
本的创新主要集中在国内"希望中国不仅要
放眼国内"更要放眼世界'

敦煌网创始人兼 -*( 王树彤认为"中
国在未来的移动互联网市场会有很多创新
机会'比如跨境 4!4"美国要建这样一个市
场没建成"而中国有独特优势"拥有全球最
大的中小企业群" 是世界制造基地" 所以
4!4在中国一直走在前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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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下午举行的 $应对资本流入& 热钱与泡
沫%分论坛上"美银美林董事总经理,中国区
行政总裁刘二飞等专家认为" 热钱对中国市
场冲击不大'

刘二飞认为"相对于其他新兴市场"热钱
对中国市场的冲击不大" 是因为中国实行了
外汇管制"大部分热钱被堵在$防火墙%之外'

到目前为止" 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冲击应当不
是很大'

富达国际总裁安东尼-博尔顿也赞同刘
二飞的观点"他认为"中国资本市场对热钱的
流入是有免疫力的" 全球泡沫对于中国的考
验主要在香港" 此外在中国住宅领域可能会
有一些泡沫'

去年此时" 中国股市指数大约是 !1..点
左右"当时刘二飞曾放言"$中国的股市被严重
低估"泡沫是不存在的'%今天"刘二飞仍然坚持
这个观点'$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加上中国的
企业非常健康"盈利能力比较强"民企的活力
非常好' 我今天仍然认为中国股市被严重低
估"当然不是所有的股都被严重低估了"我认
为创业板,56股票都是容易被炒起来的股票"

而中国的蓝筹股,主力股两个市场被低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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贷款难" 一直是制约中国中小企业发展的
一大瓶颈'今天下午"中国工商银行董事长
姜建清在$应对资本流入&热钱与泡沫%分
论坛上再次表示" 今年上半年工商银行将
继续扶持中小企业贷款' 这也是近日工行
与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签署战略合作协
议支持中小企业后的再度表态'

到去年为止"工行贷款中有 1"7是中
小企业贷款" 比工行贷款的平均增长速度
翻一番以上'姜建清说"其中特别突出的是
小企业" 因为中国的中型企业有些规模很
大"所以我们应该特别关注小型企业'去年
小型企业的信贷增长率达到 1.7"比工行
平均贷款增长率 #89:7约高出 // 个百分
点'今年上半年增长情况应该继续向好"小
企业的信贷增长率仍然将会是平均贷款增
长率的 /倍'

姜建清认为"$第一" 小企业实际上代
表了中国经济未来成长非常重要的部分"

也是中国经济的未来+第二"小企业的贷款
有利于银行分散风险+第三"小企业能给银
行带来很好的回报+第四"放贷给小企业节
约银行的资本占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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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热钱或游资" 人们往往想到 $泡沫%一
词'今天下午"$应对资本流入&热钱与泡
沫%分论坛邀请了 8位国内外金融专家坐
而论道"就$热钱%与$泡沫%答疑解惑'专
家们的一个共同观点是"热钱流动现象在

全球范围内还将继续存在"不管热钱流入
还是流出"关键是建立起完善的资本市场
监管机制'

金融危机以后"西方很多国家采取量化
宽松的货币政策" 带来全球流动性非常充
沛'那么"全球资本流动是否会长期存在.

中国工商银行董事长姜建清认为"热
钱流动将是长期存在的现象'$因为新兴市
场国家的经济增长极快" 他们面临的有些
汇率的升值可能" 所以导致了全球的热钱
流入' 热钱流入可能导致新兴市场的房地

产或大宗商品市场价格在短期内快速提
升"其负面影响在全世界达成了共识"所以
引起各方高度关注'

$资本流动不管多与少"关键要看热钱
来自于什么地方'%博茂集团(&;<=>?)董事
长,行政总裁艾萨克-苏埃德认为"如果这些
热钱流入到新兴市场上后是用于结构性调
整"在这些国家增长率比较高"同时利率也
比较高'这就要求每个国家采用货币的政策
和利率的政策"尽可能管理热钱的流入'

在奥维咨询首席执行官约翰-德兹克

看来"热钱里面有一种$拉%和$推%的力量'

$拉%的力量"即热钱对中国市场和其他市
场是一种结构性资金的流动" 是会长期存
在的+$推%的视角"指的是对于一些低利率
和宽松的货币政策" 譬如美国和欧洲的政
策" 热钱流入可能是一种短期的现象'$结
构性资本的流入" 尤其是流入到中国和亚
洲市场上将是长期存在的现象'%

历来提问尖锐的主持人 /第一财经日
报0总编辑秦朔"又抛出一个更加深刻的问
题"$热钱流入带来的泡沫会在什么情况下
破裂"该如何防范.%

$资本的流动是一把双刃剑"如果没有
资本的流入"就表现不了一个国家竞争力+

如果资本过度流入" 大家又担心这是热
钱'%姜建清说"无论在美国金融危机还是
亚洲金融危机"都是短期内大量热钱涌入"

把这些国家的资本市场或者房地产市场炒
得非常高"然后资本突然撤出"导致一个国
家的金融危机" 乃至演变成一个区域和世
界的金融危机'

姜建清认为" 首先要有一个非常健全
的金融体制+ 其次要加强对金融资本流出
流入的监管"包括商务,海关,金融等不同
监管部门之间的互动,协调"在宏观经济出
现剧烈变化的时候要果断采取控制措施+

另外要加强金融教育" 因为政府防止资本
过度流出流入的关键是保护一个国家的金
融市场"也是保护自己国家的投资者'做到
这几个方面" 我认为管制资本市场的流动
机制就建立了'

就当前将房地产与泡沫画上等号的社
会看法"美银美林董事总经理,中国区行政
总裁刘二飞呼吁" 大家不应该一提起房地
产就草木皆兵"视若洪水猛兽'房地产是中
国经济发展最主要的推动力之一" 农村城
市化过程中很大的需求就是房地产需求"

千万不要把这个行业当成负面行业看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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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认为我们身处的是一个怎样的时代.请
用一个词或一句话甚至一首歌来描述'%今
天下午举行的博鳌亚洲论坛年会青年领袖
圆桌会议在正式开始前"中央电视台主持人
芮成钢抛出了这样的话题'

新光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洪士琪率先写出$爱拼才会赢%的答案'他解
释"现代社会是多元的,快速的"年轻人一定
会面临很多困难和挫折" 遇到很多困惑"但
总要拼"才能成长和发展'

洪士琪说"$爱拼才会赢%的歌词中"$三
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最打动他'见他说得
激动"芮成钢鼓动他给大家唱一唱'毫无思
想准备的洪士琪一愣"很快反应过来"将闽
南语歌词翻译成普通话唱起来"赢得现场阵
阵掌声'

北京外国语大学校长陈雨露给出的答
案是$中国进步时代%'芮成钢笑言&这是充
分体现爱国主义精神的答案' 陈雨露说"在

世界通史上"曾有$美国进步时代%的专有名
词" 他把中国的 #::.年代至 !.!.年代"看
作是中国进步时代"这个时期处于矛盾和焦
虑状态"同时还有美好的未来'

著名篮球运动员姚明的答案是 $多元
化%"还有嘉宾的答案是$亲爱的"我们活在
最好的时代%,$快,变%等等'

在青年领袖圆桌会议举行前" 中央电视
台财经频道联合新浪网推出青年领袖圆桌会
议调查问卷"其中一项就是$您认为我们身处
的是一个怎样的时代.%有网友认为自己$生
活在互联网%时代'就此"嘉宾们展开热烈的
讨论&虚拟世界和现实世界是矛盾对立的吗.

作为新浪网 -*("曹国伟不赞成将虚拟
世界和现实世界对立起来'他认为"现在许
多人的生活已经网络化"越来越多的用户需
要互联网"通过网络渠道来了解世界'未来
#.年"互联网会向更$真实%的方向发展"比
如电子商务'

在场的嘉宾中还有腾讯网总裁刘炽平"

芮成钢开玩笑问&$你认为"是腾讯的虚拟世
界好"还是新浪的虚拟世界好.%惹得嘉宾笑
声一片'刘炽平没有正面回应"他认为"应当
把现实中的生活和理念灌输到网络中去"不
该把网络边缘化"而应生活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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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使人们越来越认识
到风险管理的重要性'在今天下午举行的
博鳌亚洲论坛 !.##年年会$风险管理&应
对不可预知的未来%分论坛上"国务院国
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副主任黄淑和指
出" 国有企业必须要注意战略, 财务,境
外,法律和形象等五大风险'

$目前有不少的不确定因素"如原材
料价格在上扬, 货币政策也在收紧等等'

这些不确定性提示"世界经济发展很难预
测和把握"企业的风险将不断增加"企业
家一定要把风险防范摆在重中之重'%

$当前国有企业要抓好五类风险防范'%

黄淑和指出"一是战略风险"企业的发展战
略要根据形势变化逐步调整, 修改和完善+

二是要注意财务风险'$不要把钱一下子花
光"以后出现什么问题都不可预知'对外投
资时要量力而行"不要资金链断裂'%

第三"中国企业走出去还应注意境外
风险'$现在中国企业越来越多走出去"走
出去过程中也吃了不少亏" 碰了不少墙"

海外贸易保护主义,市场不熟悉,当地的
习俗不了解等'%

此外"企业要防范法律风险与形象风
险'$现在一个大企业社会责任事故"会马
上让这个企业趴在地上起不来"这是一个
形象风险"我认为当前要特别注意'%

黄淑和建议"国有企业防范风险最有
效的办法" 就是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同
时"积极履行社会责任"树立良好的社会形
象"这是国有企业防范风险的重要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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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天下午举行的 $新一轮增长的需求引
擎%分论坛上"主持人,彭博电视台知名记者
安允文表示" 海南 !.多年间的变化让他看
到的" 不仅是中国经济下一轮增长的前景"

更是正在经历的新一轮增长的现实'

安允文说"他第一次来到海南岛还是 !#

年之前'!#年前的相遇使他和海南结缘"到

今年已经是安允文的第八次博鳌报道之旅"

也算一个$海南通%了'这些年"他在海南看
到有了博鳌亚洲论坛,有了很好的星级宾馆
等等"看到了很多行业都在发展'

$从海南就可以看到过去二三十年中国
经济增长非常迅速'% 安允文说"$我们看到
不是未来的新一轮"而是正在海南,中国经
历的新一轮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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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世纪发现澳大利亚黑天鹅之前"欧
洲人认为天鹅都是白色的'黑天鹅事件寓
意着不可预测的重大事件"譬如$:-##%事
件,美国次级贷危机等'今天下午"博鳌亚
洲论坛 !.##年年会$风险管理&应对不可
预知的未来%分论坛就以黑天鹅事件论道
风险管理'嘉宾们一致认为"风险是企业
经营的生命线"企业要学会$经营风险%'

$风险不可预测"但可预防'%中国机
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任洪斌认为"

企业不但要学习如何充分利用正面事件
来加快发展"更要学会如何评估和防范风

险"将黑天鹅事件带来的负面影响减至最
小"这就要求企业要增强竞争力'尤其国
有企业"要做大做强主业"为防范风险提
供足够的筹码'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公司总裁赖小民
提出三条建议" 一是企业要增强风险意
识,学会识别风险"二是善于把控风险+三
是正确处理好风险管控与发展的关系"就
是经营风险'$只有让创新意愿和创新能
力相结合"才能实现成本可算,风险可控,

效益可获'%

随着全球经济逐步复苏"企业也面临着
新的经营挑战"未来的商业环境或许更为动
荡"风险更为难料"成长的机会更难把握'德
勤有限公司服务与并购全球董事总经理李
慕杰还是充满信心"$如果说风险是一个交
响乐团"那么需要企业调动所有力量来指挥
这个交响乐团"使风险转化为机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