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需要加强沟通合作

面对世界经济不确定性因素不断
增加，经济学家们大多保持着审慎的
态度。如何应对世界经济的种种变
化？与会嘉宾认为，最重要的是加强
国际交流与合作。

“中国有句俗话叫‘以不变应万
变’，什么是不变？有几个层面，其中
最重要的就是国际合作，这个需要加
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世界
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张宇燕说，比
如建立区域贸易组织等。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东亚研究
中心主任肯特·凯尔德对此非常赞

同。他说，金融市场存在脆弱性，面
对政策危机和摩擦，应该通过沟通
达成一致意见，才能将负面影响降
至最低。特别是面对一些长期的不
确定性，例如养老和医疗保健等问
题，不同国家和地区应该联合起来，
合作促进共赢。

张宇燕透露，目前中国出台的外
商投资法，就是希望鼓励扩大开放、保
护产权、尊重契约、依法行政等，以积
极的姿态促进合作。

技术变革增加动能

此外，与会嘉宾们还提到，从长

期来看，真正能够拉动经济可持续
增长的因素是互联网、人工智能等
技术革命。

日本银行董事局委员、政策委员
会审议员铃木人司说，在上世纪七八
十年代，日本经济增长率也非常高，但
后来遇到了人口缩减、人口老龄化等
问题。面对劳动力市场的衰减，日本
使用了人工智能机器人等自动化技
术，使得潜在的增长率有所提升。

“现在有些人有新技术焦虑，担心
新技术会不会把我们淘汰掉？我的观
点是，技术不是一蹴而就的，它要通过
很长一段时间慢慢到位，才会让我们
的生活变得更加便捷，那我们自己也

应该作出调整，不断地去学习，保持开
放的态度，改变我们自己。”铃木人司
说，和新技术打交道，就如和很多不确
定性因素打交道一样，要通过学习进
步，慢慢地适应新的变化。

新加坡前副总理黄根成对此表
示认同。“人们不应该畏惧新技术，比
方说像一开始发明电的时候，人们担
心自己的工作受到影响，但其实新技
术只是让我们在工作中变得更加自
由，而不是消除了我们的工作。”黄根
成说，政府在这过程中要当好教育者
的角色，教育好人民去拥抱新技术，
接受新事物。

（本报博鳌3月26日电）

世界经济充满确定性与不确定性，该如何应对挑战？

合作是取得共赢的必然选择
■ 本报记者 李佳飞

今年初，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
基金组织分别下调了今明两年的全
球经济增长预期。世界经济增长动
能不足，国际形势中的不稳定不确定
性因素增加。我们该如何应对这样
的挑战？

3月26日下午，在博鳌亚洲论
坛 2019 年年会“世界经济展望
2019：确定性与不确定性”分论坛
上，与会嘉宾认为，面对不确定性因
素，需要加强沟通交流，打造一个平
台或沟通交流的机制；促进合作，是
取得共赢的必然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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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本报博鳌3月26日电（记者尤
梦瑜）3月26日下午，博鳌亚洲论坛
2019年年会分论坛——“70年与40
年的记忆：走进新时代的中国”在博鳌
举行。与会嘉宾在新中国成立70周
年之际，共话改革开放40年来的成
果，展望全面深化改革开放过程中，中
国将面临的新机遇与新挑战。

博鳌亚洲论坛理事会成员、菲律宾
前总统阿罗约，法国前总统奥朗德，博
鳌亚洲论坛咨询委员会委员龙永图，清
华大学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院
长李稻葵，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长兼总裁董明珠，中国保利集团有限公
司董事长、党委书记徐念沙以及《财经》
杂志总编王波明等人出席分论坛。中
国改革开放这一热门议题加之重量级
嘉宾们的思想交锋，使得该活动成为论
坛首日媒体争相报道的热点，吸引了大
量记者和论坛参会人员涌入会场。

论坛一开始，嘉宾们就先从“博
鳌亚洲论坛”出发，追忆当年。“我第
一次到博鳌时，这里还是一个小渔
村，我和一些朋友在畅谈关于在博鳌
建立一个世界级论坛的构想。当时
这个构想相当朦胧，但我没有想到几
年后，它变成一个现实，而且今天有
这么多的嘉宾来博鳌参加这个论
坛。”龙永图感慨道。

时光飞逝，博鳌亚洲论坛成为中
国改革开放大浪潮的一个“记录者”，
见证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

阿罗约认为，回顾过往，中国给世

界昭示了一个道理，那就是发展不是
只有西方资本主义一条路，中国走出
了一条新的路径，使其他国家认识到，
每个国家都能够寻找到自己的发展道

路。根据自己的历史经验与实际情
况，中国推行改革开放政策，使8亿人
摆脱贫困，40年来，中国的发展取得
巨大进步，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发展中

一个重要的合作伙伴。
谈及改革开放40年成就，深耕

民族制造业的格力掌门人董明珠更
是深有体会。在她看来，中国制造业
发展至今天，要更加具有创造力，去
创造更多丰硕的成果与世界分享。

奥朗德说，站在新起点上，中国
应富有远见，动员全国的力量，向世
界开放，通过和世界各国各地区不
断建立合作而实现经济上的进一步
增长。

“从中国这些年与世界的交往来
看，中国和世界交往得越多，对中国和
世界的益处也就越大。”龙永图说，中
国只有在同外界不断的交往和互相促
进中，才能加快自身改革，以开放促进
改革。同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往来
合作为中国带来一种健康的压力，促
进自身发展。对于中国全面深化改革
开放，龙永图希望未来，中国不仅是引
进资金，更重要是引进继续前进和改
革的动力。

李稻葵认为，新中国成立70年
来，为世界带来了有形的和无形的
影响。有形的影响是，中国已经成
为全球经济发展中最大的“发动机”
和“减震器”，无形的影响则是中国
通过以往发展所收获的经验和教
训，为世界多地提供了启示。

论坛嘉宾回顾中国40年改革开放历程

加大对外合作为全球发展添动力

“70年与40年的记忆：走进新时代的中国”分论坛现场。 本报记者 袁琛 摄

国内外嘉宾共同探讨大数据时代的
热门话题——

数据，有待开发的巨大资源
■ 本报记者 邵长春

大数据的应用在当今时代已十分普遍，物联
网时代产生的海量数据，在云计算能力的助推下，
也有望成为人类可以深入开发的巨大资源，但“数
据力”的强大穿透和无孔不入，也对个人隐私和信
息安全构成现实威胁。

26日下午，博鳌亚洲论坛2019年年会“数据：
有待开发的巨大资源”分论坛在博鳌举行，国内外
嘉宾齐聚一堂，共同讨论大数据时代的热门话题。

“很多经济学家说数据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石
油。”《第一财经日报》副总编辑杨燕青说，数据和
数字化变成了非常重要的生产力，它彻底改变了
人类的经济模式，重塑了所有的产业，也在改变经
济社会、文化以及人类本身。

京东数字科技首席执行官陈生强说，数据相
当于小麦，处理数据的公司等于把小麦磨成了面
粉，最终把面粉加上水，再加上其他的原料，做成
了包子，“虽然包子已经看不出小麦的成分了，但
包子本身是有价值的。”

在苹果全球副总裁、大中华区董事总经理葛
越看来，数据要为用户提供更好的产品体验，在设
计产品的时候，就要让设备做到智能，用户锁上设
备的时候，哪怕是专业的工程师也没办法获得用
户的数据。“要让用户相信产品，首先要有信念，就
是所生产产品的公司并不会滥用你的数据。”

雪松控股集团副总裁韩刚说，大宗商品供应链
领域非常需要数据来分析市场，“利用气象卫星观测
全世界储油罐的测量大数据，可以更精准地判断全
球的原油和成品油的库存量，进行市场分析预测。”

三星SDS总裁兼CEO洪元杓认为，区块链
会影响到供应链的管理，比如在整个供应链管理
流程当中，不同机构之间需要进行沟通，来参与到
同样的流程当中，很多数据搜集后，通过区块链，
在物联网和人工智能的支持下，不仅可以改善流
程本身，还可以建立信任机制。

微软全球资深副总裁洪小文说，任何一个物
理世界的东西，都会有一个数字化的东西相对应，
其实最早的数字化转型的受益应用是“可预防性
的维修”，像大家非常关心的飞机安全问题，飞机
出现问题大部分都是因为维修的关系，而通过数
据收集，就可以进行异常分析。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全球关系秘书
处主任安德里亚斯·绍尔则更多关注政府数据监
管问题，在他看来，数据是一种服务，更是政策制
定的证据，是有待开发的富矿。“目前对数据的监
管很少。很少有国家层面制定的数据政策，也缺
少国际合作，希望在这个领域中能有更多国际对
话，形成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公平竞争。”

（本报博鳌3月26日电）

跨境电商和全球化相互促进

在CW澳洲大药房集团合伙人
Nancy JIAN看来，跨境电商代表着
未来，有助于促进经济全球化，“因为
贸易直接和人们的需求相关。跨境
电商之所以存在，是因为人们希望进
口和出口更加容易，这样消费者就可
以更容易获得产品，进而使跨境电商
企业更容易进入一个国家，满足人们
需求。”

中国商务部原副部长廖晓淇认为，
全球化是跨境电商的一个基础，没有全
球化就没有跨境电子商务。同时没有
科技的发展，没有互联网，也就没有跨
境电商，跨境电商是全球化和以互联网
为主的科学技术融合的结果。跨境电
商发展一定会促进全球化进程。

“目前全球化遇到一些挑战，在
这种情况下，电子商务更应该扩大和
促进它的发展，使我们的全球化不要
退潮，让它造福全球各个地方的人

们。”廖晓淇说，中国的电子商务发展
速度非常快，去年中国B2C形态的跨
境电商交易额超200亿美元，比上一
年增长了50%，其中出口是80亿美
元，比上一年增长67%，进口约120
亿美元，增长近40%。中国政府支持
推进跨境电商发展，出台了很多优惠
政策和措施，跨境电商将促进全球化
发展，同时它也需要全球化的一个大
形势来促进它，两者之间的关系是互
相促进的。

Club Factory创始人楼云认为，
跨境电商本质上是一个更高效的供应
链模式，更高效的供应链模式逻辑上
会基本让所有参与人获得好处。具体
来看，跨境电商主要从两个方面进一
步让全球化变得更好，一是跨境电商
把更好、更丰富的商品销售给海外消
费者，使他们知道通过跨境电商平台
可以买到更便宜、更好的商品，进而从
全球化当中受益。二是促进全球跨国
合作，跨境电商可以让很多海外人士

从跨境电商采购商品，无论是从让消
费者受益还是提高行业效率角度来
说，跨境电商都可以让更多的人从全
球化当中受益，进而推动全球化发展。

有利于中小企业全球化

跨境电商缩短了贸易的中间环
节，给消费者带来更多的便捷和实惠，
也使得更多的中小企业得以参与到全
球化的进程中，这有利于全球化向更
加包容、均衡、普惠方向发展。

PayPal副总裁兼全球政府关系
主管查德·纳什认为，跨境电商给全球
贸易带来了新一轮增长，全球贸易增
长也给该公司带来了很多的机会，而
且这对每一个人的机会都是巨大的。

Lazada公司首席执行官皮尔·彭
龙说，全球化已经进入了第二轮的革命
浪潮，在二三十年前，高达80%甚至
90%的贸易都掌握在10万家大型贸易
企业手中，但是未来人们将看到颠覆式

的变化，越来越多的中小型企业都从事
跨境电商，然后把产品送到消费者手
里，这一趋势已经展示出来了。

楼云认为，跨境电商有利于中小
企业全球化，之前跨境贸易更多由更
大企业做，原因是大多数中小企业根
本不知道它的货在哪里受欢迎，而跨
境电商平台通过利用大数据和人工智
能的方式，能够很好地解决这个问
题。另外，跨境电商平台可以成为一
个基础架构和基础设施提供者，通过
在海外建立仓库和客服体系，从而帮
助中国的中小企业在海外服务消费
者，真正参与到全球化当中，从全球化
当中受益。

数据安全成焦点

中国是电子商务发展最早的国家
之一，在我国电子商务规模不断扩大的
背景下，广受关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电子商务法》于2019年1月1日正式实

施，从此，电商活动有了新的法律进行
规范。其中，数据安全是一大焦点。

楼云认为，无论是对于公司，或者
是对于企业来说，数据保护都应该要
符合当地要求。只有把数据放在当
地，确保当地政府有需求时可以尽快
把数据交出来。同时从消费者角度来
看，企业也有责任保护数据不被第三
方拿走。换一个角度看，数据共通有
助于大幅度提高跨境贸易效率。

廖晓淇说，在数据安全的问题上，
各国政府都在做适当的工作，电子商
务企业要遵守这个国家的规则。如果
一个国家过度保护数据，将不利于这
个国家开展电子商务，也不利于货物
的流动和贸易的发展。

皮尔·彭龙也认为，企业必须遵守
当地的规则，更好地满足当地政府和
市场的监管条例，“很重要的一点是确
保数据的安全，确保个人数据没有被
泄漏或者和别人分享。”

（本报博鳌3月26日电）

国内外嘉宾围绕跨境电商如何跨越全球化中的新挑战展开智慧碰撞

跨境电商让全球化更加包容均衡普惠

经济全球化推动了跨境电商的发展，跨境电商也给经济全球化带来新的动力。在经济全球化进程遇阻的当下，跨境电商
面临怎样的挑战，又将如何促进贸易的增长？跨境电商会对传统贸易形成怎样的冲击？跨境电商在多大程度上可以缓解对全
球化的负面情绪……3月26日下午，在博鳌举行的“跨境电商如何跨越全球化中的新挑战”分论坛上，与会嘉宾和代表围绕上
述焦点和问题展开智慧碰撞和探讨。

■ 本报记者 梁振君

国际投资者和中外企业负责人
讨论跨境投资的机遇与挑战——

跨境投资终要开放合作
■ 本报记者 孙慧

近年来，借助“一带一路”倡议，很多中国企业
跨出国门进行海外投资，并且投资方式更加多样
化。跨境投资，哪些经验和教训值得借鉴与分
享？3月26日，在博鳌亚洲论坛2019年年会“绿
地投资，还是跨境并购”分论坛上，来自亚洲、欧
洲、北美洲等地区的国际投资者和中外企业负责
人共同指出，无论是采取哪种投资方式，最终目的
是要开放合作，方能实现多方共赢。

目前，跨境投资的方式大体上有两种，一是绿
地投资，二是跨境并购。欧洲咨询联盟-安博思
集团高级合伙人博吾乐认为，无论选择哪种投资
方式，都要密切关注东道国的政策走向，甚至对当
地的文化背景都要有所了解。他发现一些中国企
业跨境投资欧洲市场，却不愿意主动去了解欧洲
市场的复杂性，以直接收购方式进行投资，并以中
国企业管理理念去运营管理，导致发展遇到阻力，
造成了很大成本的损失。

远东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创始人蒋锡培认为，
中国是一个很大的市场，全球看好中国市场，中国
企业首先要做好国内市场，先抓住家门口的机会，
再考虑跨境投资。此观点得到了波士顿咨询公司
全球主席汉斯·保罗·博克纳的认同，他觉得中国
企业首先在本土市场上要夯实基础，如果做不到
这点，跨境投资也可能会产生系列问题。

境外资本进入中国投资，最为看重的是什
么？汉斯·保罗·博克纳认为，在中国投资最看重是
否有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外资企业与中国本土企
业能享有同等的投资机遇，在知识产权保护、市场
监管等方面得到平等对待。同时，外资企业也应该
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促进当地经济社会发展。

无论是国内企业走出去，还是国外资本进入
中国，在场的嘉宾一致认为，跨境投资最重要的是
要组建国际化的投资人才团队、管理团队。嘉宾们
认为，跨境投资要打造一个国际化的团队，还要取
得当地人才的信任，制定适宜当地的发展战略，才
能实现长久的合作共赢。（本报博鳌3月26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