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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鳌亚洲论坛2018年年会
2018年4月8日—11日 中国海南博鳌 开放创新的亚洲 繁荣发展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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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博鳌4月9日电（记者孙慧）4月9日，
博鳌亚洲论坛2018年年会“粤港澳大湾区”分论
坛在博鳌举行，广东省、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
别行政区三地政府主要官员出席论坛，就粤港澳
大湾区的合作进一步讨论与交流，希望进一步加
强合作，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

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非常看好
粤港澳大湾区的前景，她表示，香港未来一年将开
通三个重大跨境基建项目，形成粤港澳大湾区一
小时交通圈。同时，她也认为，要建设举世瞩目的
粤港澳大湾区，需要三地政府共同努力，更需要中
央的大力支持。

林郑月娥说，随着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相关
政策将很快出台。为加强三地人民与企业对粤港
澳大湾区的了解，三地政府正筹备举行宣讲会，准
备一同到海外推广。

广东省省长马兴瑞表示，粤港澳大湾区的
规划很快就要出台。纳入粤港澳大湾区规划范
围的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和珠三角的9个城
市拥有16家世界500强企业，土地面积达5.6万
平方公里，常住人口大约6800万，是我国综合
实力最强、开放程度最高、经济最具活力的区域
之一。广东将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的部署要求，
进一步密切与港澳的合作，高水平推进粤港澳
大湾区的建设。

澳门特别行政区经济财政司司长梁维特说，
今年全国两会结束后，三地政府就未来粤港澳大
湾区的合作进行了深入的沟通，澳门希望在金融
服务、科技产业、旅游教育上加深交流合作，携手
打造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的城市群。

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樊纲认为，中国的发展
需要一些大的城市群的出现和发展，对珠三角来
说，粤港澳大湾区就是这样一个重要的空间载
体。未来粤港澳大湾区的人口预计将达到中国人
口的10%，人才的能量不可小觑，相信未来大湾
区会有更好的发展。

粤港澳三地发挥优势互补互促

粤港澳大湾区将打造
中国新经济增长点

“亚洲经济一体化的‘加速器’”
分论坛明确：

“一带一路”建设将为
全球经济增长提供助力

本报博鳌4月9日电（记者陈蔚林）在4月9
日下午举行的“亚洲经济一体化的‘加速器’”分论
坛上，与会嘉宾普遍认为，当前，亚洲经济一体化
的水平仍然偏低但潜力巨大，中国提出的“一带一
路”倡议不仅推动亚洲经济一体化发展，也将为全
球经济平稳健康可持续增长提供助力。

讨论中，中国商务部副部长钱克明表示，近几
年，亚洲经济实现了快速增长，成为世界经济增长
的“火车头”。但根据相关研究报告，内部贸易占
东盟贸易总额的比重大约是30%，而在欧盟，这
一比重大约是70%。这说明，亚洲经济一体化的
水平仍然偏低但潜力巨大。

东京大学大学院教授、亚洲开发银行首席经
济学家泽田康幸对此表示赞同。他从三个方面阐
述了亚洲经济一体化的现状和挑战：第一，亚洲区
域经济增长的速度是全球区域经济体中最快的；
第二，亚洲区域经济增长额的60%是区域内国家
互相发展贸易的结果；第三，亚洲人民可能已积累
大量存款，但他们选择将80%的净存款用于在亚
洲以外的国家投资。因此，亚洲经济一体化还有
很大的发展空间。

“我们要在亚洲区域内达到更深层次的经
济一体化，既要和区域外的国家密切联系，又
要避免受到外部的冲击。”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副校长赵忠秀的观点得到了与会嘉宾的认
同。他们普遍认为，经济全球化是不可逆转的
历史进程，贸易保护主义无论从长期还是短期
来看都是一条错误的路径。任何一个负责任
的大国，都应该发扬自由贸易精神，遵守多边
贸易规则，积极促进经济全球化，为世界经济
回暖“添一把柴”。

泽田康幸认为，“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能促
进亚洲区域贸易、投资和基础设施的增长，夯实亚
洲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物资基础；“一带一路”倡议
实施造就的红利，夯实了亚洲区域经济一体化的
社会基础。美国前商务部长卡洛斯·古铁雷斯认
为，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不断推进，亚洲经济一
体化的发展势头将越来越强劲，这一倡议不仅仅
会让亚洲受益，也会为全球经济平稳健康可持续
增长提供助力。

■ 本报记者 王培琳

数字经济何以被列为全球经济未
来发展的药方之一？数字经济是否简
单等同于互联网经济？在可预见的未
来，数字经济将把哪些产业推上“风口”？

今天，在博鳌亚洲论坛2018年年
会“数字经济：智慧的价值”分论坛上，
来自国内外各行业的精英人士集聚一
堂，共同探讨数字经济对人们未来生
活造成的影响。

大势所趋
数字经济时代来临

在论坛上，Beyond Imagina-
tion创始人及首席执行官哈里·托马
斯用手机为大家放了一首上世纪70
年代的歌曲，他表示，这是他大学时非
常喜欢的一首歌，之前是用刻录机播
放，现在用手机就可以播放，歌曲的内
容没有变，但是承载歌曲的平台发生
了变化，这就是数字经济给我们生活
带来的直接影响。

目前，人类社会已经以数字经济
为载体，简单来说，数字经济系统可分
为4个层次，即共识层、智能层、感知层
和执行层。共识层就是人们达成共识，
研究社会要做什么事情；智能层则深入
了解怎么去做这些事情；感知层，则通
过物联网的形式，让机器知道怎么做；
执行层就是最终做好这件事的过程。

无论如何，数字经济正在以汹涌
之势充斥着我们的生活。《连线》杂志
创始主编凯文·凯利说，未来可能我们
可以穿戴着核磁共振设备，譬如头盔
可以读取大家脑袋中的想法，手表可
以追踪大家的各种体征。甚至可以通
过数据的读取，在VR世界里打造出
人的化身。

我们会处于一个完全智能的环境，
人类出门可以不用携带任何东西，身边
环境成为可提供一切东西的环境，在世
界上所有的大城市，一小时内可以拿到
自己想要的任何东西，孩子不用买玩
具，因为你需要的东西会有人给你送
去，人类将最大程度地共享物品。

“而这个时代可能 2025—2030

年就会来到。”凯文·凯利说，届时，
VR公司会成为最大的数据公司，大
量数据将被搜集利用起来。

人们要主动转变
适应数字经济思维

虽然智能化时代已经来临，但是
人们不必过于恐慌，因为智能不是一
下子来到人们身边，它有一个逐渐发
展的过程。

“我们还有很多时间进行调整，并
不是所有的智能都会同时出现，而人
们什么都不用做了，数字经济还关乎
伦理、道德，需要一个适应的过程。”凯
文·凯利说。

而数字经济对于人们生活的影
响，最主要的是要在思想上去适应，对
此很多讨论嘉宾表示赞同。

华美银行执行副总裁本纳特·波
兹尔认为，人们现在已经广受移动支
付的影响，这也是数字经济的表现，事
实上，移动支付也正改变着资金的流
动方式。

“未来，我们可能需要虚拟租赁平
台，如何更好地获得资金，如何更好地
利用数字经济，是整个社会需要思考
的问题。不可否认，所有的人都受到
数字经济的积极影响，但如果大家不
逐渐适应这个过程，日后就会出现问
题。”本纳特·波兹尔说。

但是，当社会有了更多获取信息
的渠道和方式就要面临信息的筛选，
哈里·托马斯认为，只要你进入公共领
域，就要权衡选择，哪个数据企业有更
好的平台，人们就可以把个人主页搬
到它的平台上。

数字经济需要立法保护
区块链的应用或是出路

数字经济渐成气候，数据公司可
以随意获取人们的数据信息，这样一
来，人们的隐私和权益谁来保障？对
此，OOW创始人、独立投资人杰弗里·
霍华德认为，世界各国也要逐渐注重数
字经济时代的数据保护立法。

如果没有得到数据主人的同意，

企业擅自把数据放到信息平台上，甚
至通过数据来盈利，这样对数据主人
本身是不公平、不合理的。目前，全社
会应共同探讨限制对信息的使用，让
更多人明白部分企业或个人在用数据
做什么。

“数字经济时代，全球每个人都在
创造价值，是否能抓住这个价值，如何
打包、利用，更好地使用这些数据，这
才是问题的本质。每个人都在创造，
但是拥有技术、控制技术的人才能决
定怎么使用，如果没有法律的界定，这
很有可能对人们造成伤害。”杰弗里·
霍华德说。

与会嘉宾也纷纷提出了区块链概
念。目前对于数字经济的隐私保护和
使用透明度上，区块链的应用当仁不
让，人们可以通过区块链跟踪各种各样
的活动，同时进行加密，区块链可以保
护数据的主权性，也能保护其私密性。

数字社会不仅是数字经济，在未
来，经济数字可能意味着重新界定人
与人之间和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

（本报博鳌4月9日电）

数字经济时代来了

你做好转变思维方式的准备了吗？

■ 本报记者 尤梦瑜

4月9日晚的博鳌东屿岛大酒店
依永厅、长言厅沉浸在一片“深蓝”
光影之中，博鳌亚洲论坛2018年年
会“文化之夜”在此举行。在著名主
持人陈晓楠的主持下，《大趋势》作
者约翰·奈斯比特及夫人，故宫博物
院院长单霁翔，以色列 ICQ投资人
尤西·瓦尔蒂，著名演员、导演张国
立以及历史学家、作家张宏杰齐聚
一堂，围绕“世界人文历史中的开放
精神”这一主题，“回望过去，关照未
来”，探讨现代生活方式对今天人文
精神的影响，追溯世界人文历史中
的开放精神。

借古论今
向传统文化开放心胸

距今2000余年的中国渭南华州
皮影戏伴着古朴豪迈的碗碗腔登场，
张国立携皮影戏班登台，讲述“我从皮
影戏里悟到了什么？”。他在现场幻灯
片中以皮影戏的形式诙谐呈现了现代
人离不开手机的一天，手机所造就的
闭环生活让人们忽视了生活中的人文
精神。今天的传播方式虽变得愈加快
捷，但信仰与价值观却难以直抵人
心。张国立呼吁现场观众关注、保护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同时，去保护、珍藏
我们的人文精神，留住中国文化自信

的根脉。
张宏杰以“中国人有贵族精神

吗？”为题，讲述他心目中贵族精神的
核心。在他看来，贵族精神的核心是
干净地活着、优雅地活着以及有尊严
地活着。“今天的大众文化足够的轻、
浅、快，我们有必要向古代的优雅经典
重新开放我们的心胸，去尝试祖先文
化遗产中优雅的、有分量的东西，去继
承正面的东西。”张宏杰说。

在这场关于古与今的讨论中，单
霁翔带着故宫的现代故事来到现
场。他向观众介绍“除了珍宝，故宫
还有什么？”。伴随着文创营销大获
成功，故宫借助科技推出《每日故
宫》《故宫展览》等多款APP，故宫博

物院同时又将这些利用现代营销手
段获得的收益大量投入到青少年社
教活动中，将人们再度带回到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中。

中西对话
以开放态度吸收多元文化

古今中外，兼容并蓄。3位外国
嘉宾则用西方视角讲述他们眼中的中
西方文化差异以及现代科技与传统文
化间的关系。

90岁高龄的约翰·奈斯比特携夫
人从“西方向中国学习什么”出发，诠
释东西方之间思维方式的不同，在奈
斯比特夫妻看来，与西方国家相比，

中国更擅长背景思维、长远思考，其
优惠政策与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吸
引着越来越多世界500强企业入驻，
也让世界关注到中国文化。西方人
应以开放的视角看待和吸收中国优
秀的文化。

尤西·瓦尔蒂作为一名成功的科
技企业投资人，他认为互联网为社会
带来的利大于弊，其弊端需要全社会
影响共同承担责任，予以解决。他同
时提出，正是因为以色列人对待文化
的开放态度，使得人们敢于尝试，才能
让它成为全世界最敢于创新的地区之
一。在他看来，正是文化内涵刺激以
色列本土的现代科技发展。

（本报博鳌4月9日电）

中外文化学者论道博鳌“文化之夜”

以开放精神回归传统面向多元

影像
博鳌

4月9日，一分论坛现场台上嘉宾妙语连珠、交流热烈，
台下观众认真聆听、频频发问。 本报记者 王凯 摄

4月9日，福耀玻璃董事长曹德旺（左二）和格力电器董事
长董明珠（左一）在博鳌一同参加央视节目。本报记者 王凯 摄

4月9日，博鳌亚洲论坛2018年年会“亚洲经济预测”分论坛现场。 本报记者 张杰 摄

4月9日，在博鳌亚洲论坛新一届咨询委员会会议上，博鳌亚洲论坛
原秘书长周文重与嘉宾打招呼。 本报记者 陈元才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