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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告

春聚博鳌 冬汇海棠
——写在2014三亚·财经国际论坛开幕之际

■ 本报记者 黄媛艳

“中国今年是马年。当马跑得很快
时，骑马者很难控制，目前我们面临的
经济新形势，需要开启结构性转变，建
立一种新的平衡，这样才不会从马背上
掉下来。”刚刚卸任的前欧洲联盟委员
会主席若泽·曼努埃尔·巴罗佐今天妙
语连珠。

“世界经济形势会越来越好。新兴

经济体，尤其是中国，将继续强有力地推
动世界经济的增长。”巴罗佐透露，此次参
加三亚·财经国际论坛，是他首次来琼。

“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所作出的决
策必须要稳健，现在大家都在提‘新常
态’，我基本上同意。”巴罗佐认为，实现
可持续发展、缩减贫富差距，中国必须进
行改革创新，保护环境，保护社会福利。

“现在全球各国间的相互依赖性是
历史上最强的，全球化的发展需要新的

平衡，不仅需要国家内部财富分配的平
衡，也需要区域经济的平衡。”巴罗佐认
为，中国是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之一，
尤其在全球贸易投资方面。因而，中国
应该积极实现全球化共赢。中国可以
与全世界所有的文明社会一道，共同迎
接全球化所带来的挑战，以公平的方式
实现全球化。

在巴罗佐看来，在全球化发展的过
程中，中国既是参与者、受益者，更是贡

献者。提及中国在全球化的表现，巴罗
佐用了“感谢”一词。

“中欧之间关系良好，我们的关系
是彼此信任的。”巴罗佐表示，金融危机
时，中国深入了解到全球形势，全面分
析欧洲区危机。在欧洲金融危机最为
严峻时，中国给予了欧洲国家宝贵的支
持，购买部分国家的一些国债，有效帮
助欧洲国家摆脱困难，犹如雪中送炭。

（本报三亚12月13日电）

前欧盟委员会主席巴罗佐感谢中国对全球化的贡献：

全球化发展需要新的平衡

■ 本报记者 黄媛艳

在三亚·财经国际论坛会议间隙，
聊起海南，中国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曹远
征聊得最多的，是海南如何着力打造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支点。

“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经济
发展新常态意味着中国将由出口导向
型经济向内需、服务业驱动增长型转
变，将由商品输出变为资本输出。”曹远
征说。

在全球政治、贸易格局不断变化的

形势下，中国以点带线，以线带面，增进
同沿边国家和地区的交往，将串起连通
东盟、南亚、西亚、北非、欧洲等各大经
济板块的市场链，发展面向南海、太平
洋和印度洋的战略合作经济带，及推动
亚欧非经济贸易一体化。作为其中的
重要一环，海南凭借着优越的地理位置
及生态条件，将发挥积极作用。

“海南的产业与全国完全不一样，
全国还是以工业为主的，海南第一大
产业却是服务业，服务业变成了海南
最重要的竞争优势。”曹远征说，海南

是连接大陆和海上丝绸之路最重要的
节点，如果用好机遇，琼岛将会有新的
发展机会。

“海南完全可以借助机遇，延伸服
务业，支持中国企业走出海外。”曹远征
建议，海南可借助“21世纪海上丝绸之
路”软件建设过程中，大量人流、物流和
资金流的优势，进一步发展高端服务
业，如高端会展业、金融业等新兴业态。

“机遇来了，如何提升服务水平是
海南需要面对的。”曹远征表示，海南旅
游业国际化程度不足，多元性偏弱，俄

罗斯游客占境外游客的主流。旅游高
层次服务方面有所欠缺，游客停留时间
较短，出现“候鸟”现象，短期游客数量
较多。目前，均衡发展是海南将来的唯
一途径，这意味着城市需向集约化发
展，提供精品服务，提升产业增加值。

“良好的环境是海南最大的优势。
金融业发展的趋势显示，环境越好，越
吸引人；人数越多，越往精品化方向发
展，高净值人士就会更加青睐，金融服
务将迎来发展。”曹远征说。

（本报三亚12月13日电）

中国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曹远征建言海南产业发展：

借力“海上丝路”提供精品服务

■ 本报记者 符王润

今天下午，三亚·财经国际论坛以
“聚焦三亚：智慧旅游与城市生态”为题
的高峰论坛上，专家学者与三亚市委副
书记、代市长吴岩峻一起，将与会者的
目光聚焦三亚。

“经过多年发展，三亚在当初提出的
建设国际化滨海旅游城市的目标已经基

本实现。”吴岩峻向参会嘉宾们介绍了三
亚30年来的发展情况。他同时坦言，目
前三亚旅游发展仍面临土地资源消耗较
快、城市基础设施还不完善、市场管理还
存在缺陷等问题。他介绍，下一步，三亚
将从生态环境保护、调整产业结构、完善
基础设施等方面入手解决问题。

三亚如何才能吸引更多的游客特
别是高端的外籍游客，如何更好地发展

高品质的旅游业？在中国银行首席经
济学家曹远征看来，生态环境的保护最
为重要，这是三亚发展旅游的基础。“三
亚旅游的产业链也应该延伸，向高端服
务业发展。”

南开大学学术委员会委员、旅游与
服务学院创始院长白长虹则认为，三亚
要打造国际化精品旅游城市，吸引足够
数量的国际游客十分重要，而这也正是

目前困扰三亚的一个方面。
白长虹表示，三亚最大的问题在于

产业丰富度不足。他以法国旅游城市
尼斯为例，当地除了旅游休闲业外，还
有电子产业、精密仪器、服装、食品等丰
富的产业作为支撑，这些产业带来了数
量巨大的商务客人，而商务活动也由此
延伸出休闲度假、医疗等产业链条。

（本报三亚12月13日电）

智慧旅游与城市生态发展路在何方？

海南旅游需要延伸产业链条
■ 本报记者 符王润

“十八大以来，中国进入了一个新阶
段。‘新常态’如今也作为一个执政新理念
关键词被提了出来。”谈及三亚·财经国际
论坛热词“新常态”，《财经》杂志总编辑王
波明表示，随着中国今后二三十年的发展
将进入新阶段，今年论坛所设置的各个讨
论环节，也正是反映了这个发展新趋势。

谈及论坛连续三年成功举办，王波
明说：“三亚·财经国际论坛是一个比较
国际化的论坛，每一届都有很多国际著
名的政商学界人士参与，比如美国前总
统卡特、英国前首相布莱尔以及前欧盟
委员会主席巴罗佐等。”王波明表示，虽
然这个论坛的举办地在三亚，但视角却
是全球性的，讨论的问题也是全国以及
全球性的。他认为，这个论坛的举办对
海南也有着很好的推介作用，让三亚这
个品牌更为全球所知晓。

“如今论坛越办越好，希望参与的国
内外人士也越来越多。”王波明告诉记者，
三亚·财经国际论坛的永久会址预计两年
后可以投入使用，这将有助于三亚论坛打
破场地方面的限制，有利于论坛在今后做
出更加丰富多彩的安排，大大提升论坛
的影响力，期待论坛能更好地促进海南
经济发展。 （本报三亚12月13日电）

《财经》杂志总编辑王波明：

让三亚品牌
全球知晓

■ 本报记者 黄媛艳

今天，在三亚·财经国际论坛以“移动·互联·
跨界”为题的高峰论坛上，专家学者与企业高管一
道，共同探讨经济“新常态”背景下人力资源战略
的新趋势。

“中国大学生最多、最廉价、最聪明，发挥其优
势，中国将在以创新精神为引领的新经济常态中
迎来发展机遇。”全国工商联名誉主席、原全国工
商联主席黄孟复说。

“中国经济由生产型向服务型，继而向创意型
转变，中国制造将逐步走向中国创造。”安利大中
华人力资源副总裁张玉珠认为，鼓励创新将成为
企业的特色，企业将通过创新带动成长。

“互联网带来产业民主，每个人都可以做买
卖，每个人都可以当成伙伴和客户，所以互联网时
代常说有组织无边界，有角色无岗位，员工客户伙
伴角色模糊，每个企业员工都是知识的节点，都是
智慧的发源地。”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副教授周禹
认为，人力资本质量的提升，关键是核心人才的重
点培养和激活，以核心人才为本的人力资源管理
理念才能最大限度地让人才成为企业发展的驱
动力。

法国欧洲工商管理学院客座教授季波认为，
只有让人才做自己喜欢且擅长的事，并时常提供
可挑战自我的平台，才能激发员工的创造力。

“企业晋升平台是有限的，为留住人才，应该
为高潜质的员工体现可表现自我的平台，如通过
工作的轮调，或成立特别项目小组等方式，调动人
才的积极性。”张玉珠表示。

“公司在变化，市场在变化，客户也在变化，各
种因素都在发生变化，所以在人力资源管理部门
要时刻准备着。”埃森哲大中华区人力资源及区域
服务董事总经理张燕梅认为，无论怎么变化，公司
需提供给人才人性化的服务，激发员工的潜力与
积极性。 （本报三亚12月13日电）

“新常态”背景下
人力资本质量如何提升？

培养和激活
核心人才是关键

■ 本报记者 符王润

“我希望超级杂交水稻第五期，每公
顷的产量可以达到16吨。”今天下午，参
加三亚·财经国际论坛的“杂交水稻之
父”袁隆平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信心满满。

“他是世界上最出色的植物科学
家。这是你们中国的骄傲。”在论坛现场
遇见袁隆平，世界食品奖基金会主席、美
国前副国务卿肯尼思·奎因热情地和他
打起来招呼，并给予极高赞誉。

这位84岁高龄的科学家，依然朝着
更高亩产的目标不断努力着。“中国的杂
交水稻技术连科技高度发达的日本人都
十分佩服，日本的杂交水稻平均每公顷
6.6吨，而我们已经达到7吨了。”一说起
水稻，袁隆平就关不住话匣子，“如今水
稻种植不仅要求产量还要要求质量。现
在的人吃米饭都讲究口感了，如果口感
不好吃，那种得再多也没人想买。”

“我们种出来的超级稻味道可好
了。下次你们来我这儿，我也请你们吃
超级稻煮的饭！”这位风趣的老人向记者
们发出热情邀请。

“海南很适合种植水果、蔬菜、花卉，要
充分利用好自身的资源优势，生产出更多
更好的农产品，让更多农民致富奔小康！”
袁隆平表示，海南优异的自然资源十分适
合农业发展，他欢迎媒体到他在三亚的试
验田去看看。 （本报三亚12月13日电）

袁隆平向媒体发出邀请：

“到三亚，我请大家
吃超级稻煮的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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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声音

■ 本报记者 陈成智

“这个时节来三亚出差，真的是福
利呀！”2014三亚·财经国际论坛今天在
三亚海棠湾开幕，一位工作人员在自己
的微信朋友圈中，发出这样的感叹。

主持开幕式的《财经》杂志总编辑
王波明，一开口就对三亚好空气、好环
境不吝赞美。事实上，包括此前出席论
坛的美国前总统卡特在内的众多嘉宾，
都对三亚赞不绝口。

春聚博鳌，冬汇海棠。琼海的博鳌
镇，三亚的海棠湾，一个于春日邀约群贤

纵论天下，一个借暖冬聚首大腕论道天
涯。博鳌亚洲论坛和三亚·财经国际论
坛，已成为一年中，海南最为引人注目的
论坛。

正如同博鳌亚洲论坛的视角决不
仅限于亚洲，三亚·财经国际论坛的触
角同样遍及全球，一个个政商学界翘楚
振聋发聩之音，从三亚传向世界，而越
来越多的人，借此牢牢记住了消息的发
源地——海南三亚。

前欧盟委员会主席巴罗佐从解剖
金融危机原因及教训，分析了中国是全
球化的最大受益者之一，所以中国应该

积极来实现全球化共赢；
全国工商联名誉主席、原全国工商

联主席黄孟复认为“GDP不是一个最终
决定成败的指标，最终决定成败的指标
是什么呢？把GDP和其他几个因素综
合起来考虑，那就是经济新常态”；

高盛亚洲投资管理部董事总经理
哈继铭，则从一个个分析数据背后，冷
静观察中国经济走向和近期中国股市
跌宕起伏；

“中国现在面临着结构上的障碍，阻
碍着中国进一步的发展，因为中国现在
依然是依赖投资和出口……”前美国首

席贸易代表查琳·巴舍夫斯基如是说。
……
如果列出参加本次三亚·财经国际

论坛的演讲嘉宾和参加高峰论坛的讨
论嘉宾，您一定会发现一大串如雷贯耳
的名字。

省政府金融办主任王年生行色匆
匆，他告诉记者，一天的嘉宾发言听下
来触动很大：“在低通胀、低利率、低增
长形势下，在经济新常态下，金融业如
何更好地为地方经济发展服务？我们
要赶快出台意见。”

成功策划高峰论坛之一“聚焦三

亚：智慧旅游与城市生态”，与曹远征等
国内知名经济学家和学者对话一个半
小时，三亚市委副书记、代市长吴岩峻
收获满满：“如此强大阵容的嘉宾，到咱
们的家门口聚会，三亚就要好好利用起
来，借助嘉宾智慧，为三亚城市建设和
发展献计献策。”

离会场不远，由保利地产建设的三
亚·财经国际论坛永久会址正在紧锣密
鼓建设。春聚博鳌，冬汇海棠，一处堪
比达沃斯的发声平台，正在新的会议天
堂——海棠湾，悄然崛起！

（本报三亚12月13日电）

本报三亚12月13日电（记者程范淦）“经济
新常态”面临的是低增长、低通胀、低利率，面对这
样一个时代，金融如何服务老百姓？今天，出席三
亚·国际财经论坛的海南省政府金融工作办公室
主任王年生表示，我省将加紧出台支持金融业发
展创新实施意见，加快海南国际旅游岛开发建设
步伐。

在今天下午举行的大数据与金融服务民生的
高峰论坛上，王年生向各位嘉宾介绍了我省金融
发展基本情况时透露，10月份全省贷款增长的速
度是五年来的新低，这意味着经济发展要转型，金
融银行业也遇到了新的课题，怎样面对“经济新常
态”？

王年生说，在经济新常态下，金融市场一定
活。不管银行之间怎么竞争，一定要服务于实体
经济。近几年，海南引进了很多金融机构，为国际
旅游岛建设服务，但是这还是远远不够，今后还要
多做工作，让市场充分活起来；同时，海南省将实
施更加宽松的政策，努力实现财政政策与金融政
策充分结合，推动金融的发展，投入更多的资金到
服务小微信贷、农业保险、小微金融、小微企业中
去。

王年生最后透露，金融办已经向省政府请
示，将加紧出台一个未来五年管用的支持海南金
融业发展的创新意见，助力海南国际旅游岛开发
建设。

省政府金融办主任王年生：

经济新常态下
金融市场一定活

论坛亮点

言

论

思想盛筵
12 月 13 日，三

亚财经国际论坛在
海棠湾开幕。在接
下来的2天时间里，
与会嘉宾将围绕全
球经济新态势与治
理、聚焦三亚—智慧
旅游与城市生态、城
镇化进程中的政府
与市场、大数据与金
融服务民生等16个
主题展开探讨。

图为论坛会场。
本报记者 武威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