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和巴西发展模式比较”研讨会在IBRE举行

•“中等收入陷阱：巴西和中国的视角”研讨会在FGV总部举行

• 郑秉文所长率团参加第七届中拉企业家峰会并发表演讲

会议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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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11月21日，中国社科院拉美所学术代表团访问了位于里约热内卢

的巴西著名智库瓦加斯基金会旗下的巴西经济研究所（IBRE-FGV），双方共

同举办了“中国和巴西的发展模式比较：来自中国学者的观点”主题研讨会。

参加这次活动的有：中国驻巴西前大使、拉美所巴西研究中心主任陈笃庆先

生，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资源管理研究院院长李晓西教授、北京师范大学中国

收入分配研究院院长李实教授、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刘小玄研究员，由房连

泉博士带队的拉美所8名研究人员，以及瓦加斯基金会巴西经济研究所的研究

人员和当地政府官员、部分新闻媒体人士。

主题研讨会由两部分组成，第一单元主要探讨中国和巴西的经济增长与

制度转型，第二单元则集中于中国和巴西的社会政策。第一部分由瓦加斯基金

会巴西经济研究所的费尔南多·维罗索（Fernando Veloso）研究员主持。维罗

索研究员认为中巴的经济有着极大的相似性，也有着很大的不同。学习借鉴彼

此的经验，对双方都将大有裨益。会议首先由拉美所的齐传钧博士以“成就与

转型：中巴经济增长的历史透视”为题作演讲。

“中国和巴西发展模式比较”

研讨会在瓦加斯基金会成功举行

拉美所学术代表团访问拉美系列报道之一

“中国和巴西发展模式比较”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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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传钧博士比较了中巴经济增长异同，介绍

了中巴经济奇迹。他认为：巴西经济增长水平远

高于中国，但处于中等收入阶段时间较长；中巴经

济增长面临的主要问题在于：要素积累（劳动和资

本）、全要素生产率（资源配置效率、研发和创新

能力）与企业创建难度、研发和创新能力。他指

出，解决问题的出路则在于三个方面：一是重视改

革和经济转型，二是重视基础设施建设和提升储蓄

率（巴西）、提升人力资本存量；三是加深市场改

革、提升人力资本存量、提升营商环境。齐传钧博士发言

《中巴发展模式比较：来自中国学者的观点》第一单元由费尔南多·维罗索教授主持

“中国和巴西发展模式比较”研讨会



21

会议篇

随后，拉美所的张勇博士的报告则以“从

结构视角比较中国和巴西经济增长方式转型”为

题。张勇博士从中国、巴西、韩国和新加坡的人

均GNI变化趋势谈起，由此解读中国经济增长。

他认为：进口替代工业化有助于巴西经济增长，

但无助于走出中等收入陷阱；从中国需求结构来

看，中国经济增长是外贸、投资和出口拉动的，

而巴西的经济增长方式则由消费拉动。随后，张

勇博士分析了中国和巴西的制造业和农业原料的

国际竞争力，认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着眼点在

于解决结构性失衡。

拉美所的谢文泽博士演讲的主题是“城市

化与经济增长：中国和巴西的比较”。谢文泽博

士按照行政单位与人口两个标准，分析了中国的

城市群分布情况。随后，他介绍了中国的城市化

进程，并分析了中国与巴西的城市化与经济增长

的关系——巴西的城市化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远

高于中国。最后，谢文泽博士认为中国的新城镇

化之路重点在于两点：一是继续加强基础设施建

设，重点提高小城镇与中小城市的容纳能力，发

挥城市群的容纳能力；二是为私人消费松绑，为

服务业松绑。

“中国和巴西发展模式比较”研讨会

张勇博士发言

谢文泽博士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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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第一单元最后一个发言者，中国社科院

经济研究所的刘小玄研究员以“走出经济转型的陷

阱：从中国经济中的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的发展”

为题做演讲。刘小玄研究员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

经济发展分成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放开市场的阶

段，即从计划经济转化为市场经济，推动了经济增

长；第二阶段是市场化逐渐停止的阶段，其间国有

企业大量投资扩张，国进民退。她认为：国进民退

导致难以摆脱通货膨胀、产业结构畸形和低效率增

长，由此中国经济陷入了两难困境和不可持续的增

长怪圈——为了促进增长，需要投资；投资主体是

政府，低效率垄断，无法促进增长。为了解决这一问题，需要以改革促进发

展。

本 单 元 的 报 告 结 束 之 后 ， 瓦 加 斯 基 金 会

巴西经济研究所的毛里西奥·费艾利奥研究员

（Maurício Canédo Pinheiro）做了评论。他认

为：中国和巴西的经济有许多相似之处，而且双

方共同关心中等收入陷阱问题。通过报告，我的

一些问题已经得到了解答，如中国如何组织不同

级别的城市，如投资基建等等。另外，巴西是城

市化程度很高的国家，我很想知道中国通过城市

化的进展取得了哪些收益？中国打算将城市化进

行到哪一步，中国是如何提高教育成果的？中国

与巴西的关系？中国工业政策是否有特殊的政

策。由这些问题开始，展开了互动环节。在互动中，中国学者回答了关于中国

的政策语言、城市化政策、经济增长路径、公共教育质量以及腐败等问题。

毛里西奥·费艾利奥教授做第一单元点评

刘小玄教授发言

“中国和巴西发展模式比较”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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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的第二单元由瓦加斯基金会巴西经济研究所的研究员莉阿·佩莱拉

（Lia Pereira）女士主持，主题是中国和巴西的社会政策。在该单元，拉美

所的房连泉博士第一个发言，他演讲的题目是“中国的社会政策及巴西的经

验”。房连泉博士的演讲分为三个部分：中国的

社会政策演变、中巴两国社会政策比较，以及中

国社会政策展望。他首先界定了社会政策的定义

与OECD国家公共开支的范围，并以此为基础分

析了中国的社会政策演变：计划经济时期，社会

政策从属于经济政策；80~90年代社会政策的独

立性逐步增强；21世纪以来社会政策的地位得到

提升，并与经济政策相融合。随后，他介绍了中

巴两国的社会政策比较，并在借鉴巴西的经验的

基础上——福利体制、社会不平等、社会治理以

及农村养老金等社会保障政策，提出了中国社会

政策的转型和面临的挑战。

《中巴发展模式比较：来自中国学者的观点》第二单元由莉阿·佩莱拉教授主持

房连泉博士发言

“中国和巴西发展模式比较”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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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 后 ， 拉 美 所 的 博 士 后 张 盈 华 做 演 讲 ，

其题目是“发展型社会救助制度：来自巴西的

启示”。她首先介绍了巴西社会救助制度的形

成——从民间组织、天主教会开始，从政府提供

救助演进到宪法责任。随后，她介绍了巴西社会

救助制度的制度框架、覆盖面与待遇情况，并进

一步分析了巴西的社会救助制度的整合进程。她

认为，巴西的社会救助制度仍存在着一个主要问

题，即与最低工资挂钩的社会救助制度未来将给

巴西政府更大的财务压力。最后，张盈华博士后

介绍了中国社会救助制度的发展演进。

第三位发言的是拉美所的郭存海博士，他

以“中国的中产阶级及与巴西之比较”为题发表

了演讲。他首先分析了中国的中产阶级的含义与

国际定义的差异，随后介绍了中国与巴西中产阶

级的演变进程，认为二者均分为三个阶段，但中

产阶级的产生背景却截然不同。之后，郭存海博

士就中国中产阶级产生的社会背景作了阐述。

首先，他认为中国的中产阶级并不是工业化的结

果，相反，而是中国改革开放以及由此导致的社

会转型的结果，这与西方社会完全不同。随后，

他分析比较了中巴工业化与中产阶级之间的关系

以及中国中产阶级产生之路。

最后，郭存海博士分析了中国中产阶级发展的瓶颈：收入差距变大、社

会流动渠道不畅、教育提升功能弱化以及公共政策再分配效应有限。最后，他

展望了中国和巴西中产阶级的未来，并提出了双方需共同面对的三大挑战和相

郭存海博士发言

张盈华博士后发言

“中国和巴西发展模式比较”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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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的政策建议。

拉美所的高庆波博士作为第二单元的最后一

名报告人，其演讲的题目是“中国的养老金制度

改革与来自巴西的思考”。在分析中国和巴西概

况的基础上，他指出中巴在经济、人口与社会等

基础数据具有极大相似性的情况下，发展出了完

全不同的社会保障政策，相互比照学习对于双方

都将有裨益。高庆波博士由此提出了报告的第一

部分：中国养老金制度改革的进程。他介绍了中

国的养老金制度从现收现付制向统账结合的新型

养老保障制度转轨的进程，并介绍了当前的养老

金制度的主要组成部分以及这些组成部分——城

乡居保制度与基本职工养老保险制度——的发展情况。随后，他介绍了巴西这

一领域的制度框架。他认为，巴西的养老金制度存在两个典型特征：一是碎片

化，二是双重退休资格认定。最后，高庆波博士分析了中巴养老金制度面临着

共同的约束条件。

第 二 单 元 的 报 告 结 束

之后，瓦加斯基金会巴西经

济 研 究 所 的 费 尔 南 多 · 德

奥兰达研究员（Fernando de 

Holanda Barbosa Filho）对四

位主讲人的演讲内容进行了

评论。他首先对中国学者的

研究给予积极的肯定，并就

其中的部分问题提出了自己

的看法，之后与四位演讲人

高庆波博士发言

费尔南多·德奥兰达教授做第二单元点评

“中国和巴西发展模式比较”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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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了互动。他认为，中国和巴西当前均面临着相似的挑战和问题，中巴之间

的政策互鉴可能对这些问题的解决大有裨益。第二单元的报告结束之后，4位

演讲人和评论人回答了与会者和媒体的提问，并就相关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

论。会议最后由费尔南多·维罗索（Fernando Veloso）教授做总结，他肯定了

中国学者的发言，他总结道：作为系列研讨活动的第二场，这次研讨会，以及

今年五月在北京举行的国际论坛是成功的，这也是两大机构合作的成功。（供

稿人：高庆波）

“中国和巴西发展模式比较”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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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11月22日，拉美所学术代表团访问了位于巴西里约热内卢的世界

著名、拉美排名第一的智库——瓦加斯基金会（FGV）总部，双方共同举办了

“中等收入陷阱：巴西和中国的视角”国际学术研讨会。

出席这次会议的有中国社科院副院长赵胜轩、巴西联邦参议员兼瓦加

斯基金会副主席弗朗西斯科·多内莱斯（Francisco Dornelles）、中国社科

院拉美所所长郑秉文教授、瓦加斯基金会副主席塞吉尔·金特拉（Sergio 

“中等收入陷阱:巴西和中国的视角”

国际研讨会在瓦加斯基金会总部成功举行

拉美所学术代表团访问拉美系列报道之二

赵胜轩副院长同巴西联邦参议员兼FGV副主席弗朗西斯科·多内莱斯出席开幕式

“中等收入陷阱：巴西和中国的视角”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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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intella）、瓦加斯基金会巴西经济研究所（IBRE）所长路易斯·基耶

尔梅·施穆拉（Luiz Guilherme Schymura）、中国社科院国际合作局副

局长周云帆、巴西瓦加斯基金会国际处处长比阿诺·塞尔萨·卡瓦坎蒂

（Bianor Scelza Cavalvanti）、中国前驻巴西大使陈笃庆、巴西战略事务部

部长兼应用经济研究所所长马塞罗·耐里（Marcelo Neri）、北京师范大

学经济与资源管理研究院院长李晓西教授、瓦加斯基金会顾问艾纳尼·加

维亚斯（Ernane Galveas）、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收入分配研究院院长李实教

授、巴西竞争伦理研究所（ETCO）执行主席罗伯特·阿比德努（Roberto 

Abdenur）、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部研究室主任陈昌盛研究员、巴西

国家经济社会发展银行经济学家法比奥·吉安比阿吉（Fabio Giambiagi）、

世界银行发展经济部“金砖经济体”高级顾问奥达维亚诺·卡努多（Otaviano 

Canuto），以及来自中国社科院拉美研究所和经济研究所、瓦加斯基金会巴西

经济研究所的研究人员等共计100多人参加了这次会议。

本次会议活动由三个部分组成：一是“中等收入陷阱：巴西和中国的视

11月22日，赵胜轩副院长、郑秉文所长、前驻巴西大使陈笃庆等出席在里约瓦加斯基金会总

部举行的“中等收入陷阱：中国和巴西的视角”国际研讨会开幕式

“中等收入陷阱：巴西和中国的视角”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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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主题研讨会，二是中国社科院与巴西瓦加斯基金会签订战略合作协议，

三是中国社科院拉美所和瓦加斯基金会巴西经济研究所的合作成果《中等收

入陷阱：巴西和中

国的视角》葡文版

发布式。作为“中

等收入陷阱：巴西

和中国的视角”主

题研讨会的第一项

议程，巴西联邦参

议员兼瓦加斯基金

会副主席弗朗西斯

科·多内莱斯首先

致 辞 。 他 表 示 ，

“中等收入陷阱”是我们共同关心的问题。本次会议所讨论的内容及即将发布

的成果，是由中巴两国学者共同努力的结晶。其中第一部分是在中国完成的，

展示了来自中国的视角；第二部分在巴西完成，展示了巴西的视角。随后，多

内莱斯副主席介绍了瓦加斯基金会的历史，以及当今的地位与作用。他表示，

中国和巴西当前正努力构建的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是双方共同努力的成

果。在此大背景下，中巴双方可以合作的前景广阔，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等

诸方面。在双方合作进程中，瓦加斯基金会在科研与文化领域发挥了积极的作

用，我们高兴地宣布，今天的瓦加斯基金会国际部已经成功地提供了汉语课

程。中巴双方的交流将向着更深层次发展。今天即将举行的中国社科院和瓦加

斯基金会合作协议签约仪式，正是双方加强合作的体现。

随后，由中国社科院副院长赵胜轩致辞。赵胜轩副院长首先回顾了中国

经济增长的历程及中国在当前国际经济舞台上所处的位置。其次，他介绍了中

国人民生活水平的大幅度提高和取得的举世瞩目的成就。不过，他提醒说，

巴西联邦参议员兼FGV副主席弗朗西斯科·多内莱斯致辞

“中等收入陷阱：巴西和中国的视角”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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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中国取得了一

系列的成就，但我

们清楚地认识到，

中国各项经济指标

的人均水平还比较

低，人民生活水平

还不高，而且存在

着诸多问题，如城

乡收入差距较大等

等。如果中国不能

成功解决这些问题，就有可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赵胜轩副院长表示，中国当前正处在中等收入阶段，中国政府提出的目

标是在2020年走出这一阶段，到本世纪中叶实现中国民族的伟大复兴。为实现

这一目标，未来将主要采取以下措施：一、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破除体制弊

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能力的现代化。二、保持一定的经济发展速度，坚持

质量与效率的统一。三、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发展，推进经济走协调发展的道

路。四、促进民

生事业发展，着

重解决教育、医

疗等问题。五、

保持政治稳定。

赵胜轩副院

长特别指出，巴

西的发展经验值

得中国借鉴。中

巴两国有着类似 赵胜轩副院长在开幕式上致辞2

赵胜轩副院长在开幕式上致辞

“中等收入陷阱：巴西和中国的视角”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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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经历，当今也面临着共同的诉求和立场。巴西起步早于中国并取得了举世瞩

目的成就。巴西的经验不仅是本国的财富，也是包括中国在内的各个发展中国

家可供借鉴的宝库。国际学术界普遍认为，巴西将在不久的将来走出中等收入

陷阱。在这里，我高兴地告诉大家，中国十八届三中全会的胜利召开成为中国

人民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行动指南。最后，赵胜轩副院长高度评价了瓦加斯基

金会和拉美所的两次合作对于加深中巴双方的合作交流所起的积极作用。

紧 接 着 ， 中

国 社 科 院 拉 美 所

所长郑秉文教授以

中国经济成长的四

个阶段为题，描绘

了中国跨越“中等

收入陷阱”的历程

与蓝图。他认为，

1978~2000年，中国

走出了贫困陷阱，

这是中国经济增长

的第一阶段。第二阶段是要素驱动的阶段，时间发生在2001~2009年，这是中

国的下中等收入阶段。第三阶段是从2010年到十四五规划，中国政府的目标是

进入上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最后一个阶段发生在此之后，也是跨越“中等收

入陷阱”的阶段。最后两个阶段，是对中国经济未来的预期。

郑秉文教授随后解释了预期中国可以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理由。他

认为，这主要在于中国具有三个法宝：一是好的制度，尤其是中国共产党第

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为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指明了方向；二是有好

的政策，这体现在宏观政策、微观政策、社会政策，以及公共政策等诸领域；

三是好的基础设施，目前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排名居世界第27位，这也是中国

郑秉文所长在“中等收入陷阱：中国和巴西的视角”国际研讨会致辞1

“中等收入陷阱：巴西和中国的视角”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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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增长最重要的

保障。

不过，郑秉文

教授也特别提醒了

中国跨越“中等收

入陷阱”面临的四

个风险。一是经济

转型风险：中国正

面临着增长方式的

改变；二是社会转

型风险：核心目标

在于防止两极分化，实现包容性增长；三是金融系统风险：如房地产泡沫、地方

债风险等等；最后是城市化转型的风险：如何推动城市化与市民化同步，是摆在

中国政府面前的重要问题。

最后，郑秉文教授总结了拉美坠入“中等收入陷阱”的三个特征：一是国

家最多；二是持续时间最长；三是起点比宗主国高，但被宗主国赶超。他认为，

基于拉美坠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前车之鉴，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应注意

做到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应当抓住历史机遇，搭上经济增长快车；二是使社保制

度成为经济增长助推器；三是加

大转移支付，发挥制度创新的作

用。

随后，瓦加斯基金会巴西经

济研究所所长路易斯·施穆拉教

授、瓦加斯基金会国际处处长比

阿诺·塞尔萨·卡瓦坎蒂，中国

前驻巴西大使、拉美所巴西研究 瓦加斯基金会巴西经济研究所所长路易斯·施穆拉教授

郑秉文所长在“中等收入陷阱：中国和巴西的视角”国际研讨会致辞2

“中等收入陷阱：巴西和中国的视角”研讨会



33

会议篇

中心主任陈笃庆先生先后致辞。

他们在发言中回顾了中巴合作的

历史，介绍了中国投资进入巴西

市场的现况。他们一致认为中国

社科院和瓦加斯基金会的合作标

志着中巴两国的深化，这种合作

比经贸合作更加重要；而在如何

推动经济发展、优化社会治理体

制等方面，两国都有更多的互相学习空间。会议的第二项议程是由巴西战略事

务部部长兼应用经济研究所（IPEA）所长马塞罗·耐里致开幕词。马塞罗先

生首先介绍了中巴经济增长的情况，展示了巴西自2003年开始的贫富差距缩小

的经验。随后，他介绍了瓦加斯基金会，特别是瓦加斯基金会的研究方法与目

标，最后，他提出了巴西未来发展的四个目标：经济增长、公平、幸福感与包

容性，以及可持续发展。

会议的第三项议程是两国学者从巴西和中国的视角谈“中等收入陷阱”

问题。在第一单元，瓦加斯基金会经济研究所的莉阿·佩莱拉研究员分析了巴

西的经济增长态势。她介绍了巴西经济增长的历史，着重分析了不同时期的经

济增长的动力。她认为，巴西经济增长已从进口替代模式，向创新要素转化，

巴西战略事务部部长马塞罗·耐里致开幕辞 瓦加斯基金会经济研究所莉阿·佩莱拉研究员发言

中国前驻巴西大使陈笃庆致辞

“中等收入陷阱：巴西和中国的视角”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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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巴西的增长主要在于农业和投资。

随后，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陈昌盛研究员做了“中国经济会减速

吗？”的主题发言。陈昌盛研究员认为，中国是追赶型的典型代表，因而发

展更快，增速更快。当前中国在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道路

上，尽管已经迈过了最危险的阶

段，但并没有走上稳定增长的道

路。他认为，中国改革的红利依

旧很大，城镇化潜力也很大，竞

争优势可能形成（高端价格便

宜），消费潜力巨大，以及全球

化的新机遇，而这将成为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保障。

在会议的第二单元，瓦加斯基金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费尔南多·维罗索

教授和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资源管理研究院院长李晓西教授分别就巴西和中

国的营商环境进行演讲。维罗索教授介绍了巴西经济与营商环境的历史发展

进程，并分析了当前巴西的竞争

力与营商环境中存在的主要问

题，他认为：巴西的基础设施供

应不足，税法、税负、政府低

效、劳动力市场缺陷，以及贪腐

等问题是巴西亟待解决的。李晓

西教授则分析了中国改革开放

三十年来，营商环境发生的巨大

变化及其背后的原因。

在第三单元，巴西国家经济社会发展银行的法比奥·吉安比阿吉先生和

中国社科院拉美所齐传钧博士分别就巴西与中国的社会保障制度进行演讲。

瓦加斯基金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费尔南多·维罗索教授演讲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室主任陈昌盛研究员发言

“中等收入陷阱：巴西和中国的视角”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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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安比阿吉先生介绍了巴西社会保障体系的历史背景、改革进程，以及巴西社

保制度与其他国家之异同，并阐释了为什么巴西的社会保障如此重要，以及巴

西社会保障与国内储蓄之间的关系。齐传钧博士则介绍了中国社会保障的伟大

成就与面临的挑战。他首先介绍了中国社会保障的十二字总方针“全覆盖、保

基本、多层次、可持续”，并用此十二字阐述了中国社会保障体系发展进程中

的成就与问题。

在会议的第四单元，瓦加斯基金会巴西经济研究所研究员费尔南多·德

奥兰达和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收入分配研究院院长李实教授分别就巴西与中国的

收入分配之演变做主题发言。费尔南多·德奥兰达研究员介绍了巴西的收入差

距现况，认为巴西的贫富差距正在减小，但依旧是个大问题。不过，一个积极

瓦加斯基金会巴西经济研究所费尔南多·德奥兰达发言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收入分配研究院院长发言

巴西国家经济社会发展银行经济学家比奥·吉安比阿吉 拉美所齐传钧博士演讲

“中等收入陷阱：巴西和中国的视角”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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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态势是，巴西贫困人口的显著下降。他将这种下降归结为三个因素的作用：

一是农村养老金、持续福利金、家庭救助金等社会保障项目的积极作用；二是

最低工资的持续提升——18年来，最低工资提升了100%，而实际工资提升了

10%；三是劳动力市场的发展与完善。李实教授则从中国收入分配差距的变动

趋势、收入分配的不断恶化、收入分配改革的难点和关键点，以及收入分配政

策的落实与评估等方面进行了阐述。

最后，世界银行发展经济部“金砖经济体”高级顾问奥达维罗诺·卡努

多先生以“‘中等收入陷阱’：结论方式”为题作了闭幕发言。卡努多先生比

较了2008年世界各国人均收入与美国的人均收入对比情况，并以此为基础，探

讨了刘易斯过程，提出了从中等收入到高收入国家的几个重要工作，包括创

新、教育、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基础设施、产权和创新。他认为，少些“结

构改革”，多些“无形资产的累计”（人力资本和制度资本）是跨越“中等收

入陷阱”至关重要的因素。最后，他分析了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的技术水平和收

入水平，认为拉美“中等收入陷阱”更多的是由不完整的转型所致，“中等收

入陷阱”议题的相关分析十分重要，但这并不是一个预测——中拉都将走过这

世界银行发展经济部“金砖经济体”高级顾问奥达维罗诺·卡努多致闭幕辞

“中等收入陷阱：巴西和中国的视角”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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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阶段。

作为主体的会议研讨结束后，开始举行中国社科院拉美所和瓦加斯基金

会巴西经济研究所的合作成果《中等收入陷阱：巴西和中国的视角》发布式。

该专著共分两卷，第一卷由巴西专家完成，主要介绍巴西的经验；第二卷由中

国专家完成，主要介绍来自中国的思考。本次发布的是著作的葡萄牙文版，中

文版已于2013年5月在北京发布。 (供稿人：高庆波)

图书发布会现场

“中等收入陷阱：巴西和中国的视角”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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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11月26日，拉美所所长郑秉文教授率领代表团参加了在哥斯达黎

加首都圣何塞举办的第七届中国-拉美企业家高峰会并发表演讲。

郑秉文所长率团参加

第七届中拉企业家峰会并发表演讲

拉美所学术代表团访问拉美系列报道之三

第七届中拉企业家峰会会场

郑秉文所长在第七届中拉企业家峰会发表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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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拉美企业家高峰会是由中国贸促会、哥斯达黎加外贸部、美洲开发

银行、哥斯达黎加外贸协会和哥斯达黎加投资促进署共同举办的。全国政协副

主席王钦敏和哥斯达黎加总统钦奇利亚出席高峰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中

国贸促会副会长于平、美洲发银行行长莫雷诺、哥斯达黎加副总统利伯曼、哥

斯达黎加对外经贸部部长冈萨雷斯、墨西哥奇瓦瓦州州长杜阿尔特、洪都拉斯

财政部部长塞拉多和副外长奥巧阿等嘉宾也出席了本次高峰会。来自23个国家

的800余名外国企业家，以及来自中国22个省、直辖市和香港、台湾地区的近

500名中国企业家参加了高峰会各项活动。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文汇报等中国媒体，以及路透社、埃菲社、国家报、共

和国报等18家国际及哥斯达黎加媒体围绕高峰会进行了深入报道和系列专题访

问。

大会以全体会议和中拉城市经济合作论坛的形式进行了五场专题会议，

这些会议围绕“变革中前行：拓展中拉新型伙伴关系”的主题，就完善市场机

郑秉文所长参加全体会议第一单元的演讲活动

郑秉文所长在第七届中拉企业家峰会发表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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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建设、推动产业升级，抓住技术革命机遇创新商业与合作模式，中拉粮食安

全和农业经济，经济快速发展对气候变化的影响，以及在城镇化建设中开发可

持续发展项目等议题展开讨论。

哥 斯 达 黎 加 总

统钦奇利亚在主旨演

讲中表示，中拉经贸

关系起步晚，但发展

很快，中拉在文化和

经贸等各个领域的交

流日益增长。随着中

国中产阶级的日益壮

大，中国将成为世界

最大的消费市场。中

拉企业应充分利用机

遇 ， 促 进 贸 易 多 元

化、扩展合作空间、推进科技创新，应对国际市场的强大竞争。她认为，中拉

贸易和投资领域已经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中哥合作开展哥斯达黎加开发区建

设，体现出双方发展目标的趋同。中哥双方应当充分利用各自优势，共同推进

经贸合作和经济开发。

郑秉文所长受邀参加全体会议第一阶段的发言。这个单元的主题是“变

革：打开中拉经贸合作新局面”，哥斯达黎加对外经贸部部长安娜韦列·冈萨

雷斯作为主持人，向郑秉文所长提出“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给中拉经贸发展带

来哪些新机遇”的问题。郑秉文所长将随身携带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摘要（英文

版）赠送给冈萨雷斯部长，并对其问题做了详细分析和解答。郑秉文所长表

示，中国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后的中拉关系将会得到进一步发展：此次全会最大

的亮点是改革。首先，最大限度地发挥市场作用，厘清政府和市场的关系，

郑秉文所长参加全体会议第一单元的演讲活动

郑秉文所长在第七届中拉企业家峰会发表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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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 场 对 资 源 配 置 的 作 用 由 基

础性转变为决定性，作用更加

重要。其次，进行行政改革，

减少审批环节，这不仅有利于

中国企业到拉美投资，也将有

利于拉美企业到中国投资，对

鼓励和刺激中拉经贸关系是一

项巨大的利好消息。再次，此

次三中全会提出要完善市场体

系，与以往文件不同的是，提

出凡是市场能够决定的政府不

要干预，将定价权还给市场，

推动市场经济体制逐渐走向成

熟。最后，完善社会体制改革

和公共服务改革，市场经济地

位更加明确。在总体方案的引领下，中拉经贸关系将再上一个新台阶，预计未

来10年内，中拉贸易总量将增加2倍。

冈萨雷斯部长进一步向郑秉文提问，“中国公司在拉美投资过程中应如

何承担社会责任”？郑秉文所长从两个方面予以回应：一是中国企业“已经做

了不少”。在计划经济时期，中国企业承担了大量的社会责任，由此形成了中

国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历史传统。例如，中国国家开发银行作为特大型国有企

业，将在哥斯达黎加承担建立开发园区的重要责任，这项工作具有很强的公益

性。二是中国企业“还有很多做得不够”。尽管承担了许多社会责任，但中国

企业对所承担的社会责任没有透明的报告发布机制，或者仅发布中文报告，造

成信息未被充分公开，企业所承担的社会责任未能很好地被当地民众了解。因

此，郑秉文所长强烈建议：进军拉美的中国企业应在继续履行社会责任的同

郑秉文所长回答主持人、哥斯达黎加经贸部长冈萨雷斯的提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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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拓宽报告发布渠道，用当地语言发布社会责任报告，以得到当地社会的充

分了解；与此同时，当地政府也应通过配套的财税体制改革，引导和鼓励中国

企业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

本次拉美所学术代表团参加中拉企业家峰会，真正地使高悬浮的科学研

究得以接地气、近距离接触中拉企业并与企业家们进行面对面的沟通和交流，

这必将进一步增强拉美所学术研究的客观和务实性。（供稿人：张盈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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