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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小扎是在 9 年前的达沃斯论坛
上认识的。”3月19日，在“中国发展高层论
坛 2016”经济峰会分组会上，阿里巴巴集
团董事局主席马云和Facebook 首席执行
官马克·扎克伯格约一个小时的对话中，
碰撞出不少“火花”。两人从近期大热的

“ 阿 尔 法 围 棋 ”（AlphaGo）讲 到 虚 拟 现
实（VR），从创新谈到创业⋯⋯

近日，AlphaGo 以 4∶1 完胜韩国棋手
李世石后，引发了人们对“人工智能”的高
度关注。“这是人工智能发展的一个里程
碑事件。”扎克伯格说，目前人工智能技术
的能力依然有限，但未来 5 到 10 年将取
得更大进步，可能会在如自动驾驶、预测
气候变化、医疗健康等领域展开广泛的应
用。“在汽车领域，人工智能会让驾驶更安
全;在医疗健康方面，人工智能也能帮助
促进医疗进步，提高诊断的准确度和治疗
的有效率。”扎克伯格相信，会有更多的人
工智能应用不断涌现。

而马云则强调不必因人工智能发展
而感到担忧。“我认为未来机器会比人类
更聪明，但未必会比人类更明智。”马云表
示，他希望人类在技术上被机器战胜。但
人类的智慧是核心，应该充分使用这些机
器在应对疾病、贫穷等方面发挥作用。

互联网领域的热点并非只有人工智
能，虚拟现实（VR）领域也是近期被广泛

关注的焦点。扎克伯格认为，2016 年会是
消费级 VR 的元年。“现在人们可以用 VR
设备和另一个办公室的同事打乒乓球。未
来 15 年，大家日常戴的眼镜就能有一个
完全‘沉浸式’的体验，能感知周围的状
况。”扎克伯格说。

当主持人提出“创新就是面向未来”
时，得到了马云和扎克伯格的认同。马云

认为，人类正在经历第三次技术革命，在
接下来的三四十年中，技术在人体科学方
面会有更大的突破。“接下来的三四十年，
人类能够更好地了解自己。”马云说。

“创新是要致力于解决长期的问题。”
扎克伯格表示，Facebook 当前正是致力
于解决未来十年的问题，“一是解决互联
网互联互通的问题，因为现在世界上还有
40%的人无法连接互联网；二是解决人工
智能的发展问题，人工智能在未来 5 到
10 年将会有更大的进步；三是解决 VR 的
问题”。

作为成功的创业者，扎克伯格和马云
对于创业者又有怎样的建议？扎克伯格认
为，创业前，首先需要想清楚自己要解决
什么问题，而不是为了开公司而开公司。

“很多人还没有想清楚这个问题就直接开
公司，这并不理智。”马云则认为，作为创
业者有着与众不同的梦想，“如果你有梦
想，你就不会只为了钱做事情，假如有人
告诉我，加入阿里巴巴是要来为我工作，
如果是这样，你的未来会很糟糕；只有为
了梦想，前途才会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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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云对话扎克伯格：

创 新 就 是 面 向 未 来
本报记者 陈果静

国内外经济学家深入探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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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给侧改革如何破题

本报记者

顾

阳

京城三月，暖意袭人。3月 19日，“中
国发展高层论坛2016”经济峰会在北京钓
鱼台国宾馆召开。各国嘉宾汇聚一堂，把
脉世界和中国经济。

世界经济需要结构性改革

“改革的一些低垂的果实已被收获，
世界经济需要进行深度的结构性改革。”
欧洲复兴开发银行总裁苏玛·查克拉巴蒂
说出了与会嘉宾的一个共识：“世界经济
面临结构性改革”。

全球经济仍然处在深刻调整阶段，国
际金融危机的阴霾还未散去，一些国家采
取史无前例的货币宽松政策，但全球依然
处在低增长的困境之中，一些国际顶尖
的专家学者用“新平庸”来形容当前萎靡
的全球经济。苏玛·查克拉巴蒂表示，欧
洲复兴开发银行和世界银行一起做了一
个调查，表明全球相当一些国家的改革
落后于收入的增长，很多国家改革的措
施正在减弱，而在政治层面，民粹主义在
抬头。

“世界经济正砥砺前行。”美国哥伦比
亚大学教授、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
者约瑟夫·斯蒂格利茨表示，很多国家生
产力的提升在放缓，最核心的问题是全球
总的需求量没有获得足够提升。加强全
球合作、提高总体需求将是恢复世界经济
均衡的一剂良方。“提升全球总需求还有
很多工具。”斯蒂格利茨认为，当前市场已
经失去了方向感，没办法按照自己的速度
来修复，需要做一系列的机制性的安排和
政策的调整。

世界银行常务副行长英卓华也认
为，货币政策的效用已越来越低，世界必
须要进行结构性改革。结构改革可以使
得经济增长重新回到中高速增长的轨
道，金融系统的改革、法治建设，尤其是
对产权的保护、开放市场等，可以增加对
经济增长的支持，使得生产率提高，促进
市场竞争。“当然，结构性改革实施起来
非 常 困 难 ，新 的 改 革 肌 肉 是 需 要 锻 炼
的。”英卓华说。

全球面临结构性改革的共同挑战，使
中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更加引人注目。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王一鸣
表示，到2015年末，中国已经有10个省级
行政单位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了1万美
元，人口总数近5亿。一段时间以来，中国
经济经历了深刻调整，世界都在讨论中国
经济的减速。但过去5年中国经济年均增
长 7.8％。如果做一个对比，中国的减速，
比日本、韩国要更为缓和。中国的经济转
型在过去 5 年已经启动，突出表现在消费
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正在明显提高，2015年
达到 66.4％的贡献率。服务业的比重正
在明显的提高，2015年服务业国内生产总
值占比已经超过第二产业10个百分点，占
国内生产总值的50.5%。中国也是全球互
联网和移动互联网用户最多的国家，网络
上商品和服务的销售额已经占全球的
11%。中国城镇化也在迅速推进，常住人
口城市化率已经超过56%。

“中国经济的转型可以说是世界经济
史上规模最大的经济转型，所以它面临的
挑战和阵痛前所未有，但中国的转型对全
球具有重大的影响和意义。”王一鸣说。

在全球贸易萧条的情况下，中国的进
口规模 2015 年达到了 1.68 万亿美元，
2015 年对外直接投资达到了 1180 亿美
元，有超 1.2亿人次出境旅游，境外商品消
费超 1000 亿美元。王一鸣认为，中国的
这种变化对全球经济产生了重要的影
响，中国加快转型，将对世界经济的再平
衡作出重要贡献。

中国经济前景光明

2015年人民币汇率经历了较大波动，
但在彭博有限合伙企业董事长高逸雅看
来，相比于日元、欧元的同期波动幅度，人
民币的波动不足为奇。高逸雅表示，人民
币波动的原因很多，重要的原因是整个时
期全球经济也在波动，此外，中国的汇率
政策正在向有管理的浮动汇率政策转型，
希望让市场发挥更大的作用，这毫无疑问
会在一段时间内增加不确定性。

高逸雅认为，人民币被纳入SDR货币

篮子是中国改革进程中的一个里程碑，这
一决定反映出世界经济管理方式向前迈
进了一步。对于中国来说，要抓住这个机
会，加快改革进程。“中国已经在资本市场
改革和开放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十三五’
规划也指明了中国前进的方向，贯彻和实
施好‘十三五’规划，将增强国际市场对中
国的信心。”高逸雅说。

瑞银集团首席执行官安思杰表示，尽管
中国经济增速比过去有所放缓，但是中国
仍然能够在未来 15 年的时间里实现经济
总量翻一番，它仍然稳步走在成为世界最
大经济体的道路上，而人民币也正在通往
成为国际化货币的道路之上，一个更加国际
化的人民币对于中国和世界都是好消息。

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
员吴晓灵认为，中国经济的基本面在全球
依旧是比较好的，中国政府看到了问题
症结，面对问题，就能解决问题。“我们应
该增强对中国经济和人民币的信心。什
么叫风险？风险是不确定性，是有问题存
在而看不到问题。中国政府现在是看到
了问题，面对问题，只要我们能够凝聚共
识，把提出的改革措施真正落到实处，中
国经济会有好的未来。”吴晓灵说。

最近一段时间，人们对于中国金融风
险的关注度越来越高。对此，中国银监会
副主席王兆星表示，当前，防控金融风险
是世界各国面临的共同挑战，对中国来
说，随着利率更加市场化、融资更加多元
化，流动性管理的难度也在加大。股票市
场、汇率市场的波动也加大了风险控制的
难度。但中国的金融风险是可控的，不会
引发系统性风险，更不会引发地区性的全
球性的金融风险。“一方面，中国经济还在
深刻的调整和改革过程当中，中国经济有
巨大的回旋空间，改革会焕发出新的增长
动力和内在需求；另一方面，在过去几年
的改革当中，银行业也增强了抵御风险，
化解风险的能力”。

桥水基金创始人、首席执行官瑞·达利
欧表示，世界经济的生产效率复苏在即，因
为有了一些颠覆性的技术，比如说像人工

智能、大数据和超级计算等。中国正在做
的结构调整非常令人赞赏，“中国对于世界
经济是一个稳定剂，而不是一个风险”。

G20要加强政策协调

2016年，G20峰会将首次在中国杭州
举办，但 2016 年的全球经济仍然面对诸
多的不确定性。作为全球经济主导力量
的二十国集团如何协调宏观经济政策和
加强合作？中国作为东道主，可以发挥什
么样的作用？

与会的国内外嘉宾们一致表示，应对
全球经济下行压力需要 G20 成员国加强
政策协调，并且达成一致。经济合作与发
展组织秘书长古里亚表示，目前的政策组
合没有产生应有的效果，货币政策效果有
限，需要更多的财政政策支持，包括结构
性改革，“要有一个强有力的可持续的平
衡发展目标”。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则强调，各国要
意识到自己的行动都会对其他国家产生
影响，即所谓的溢出效应或者说外部性。
无论是微观还是宏观经济，都需要很好进
行协调，G20要讨论的是如何实现这种全
球决策。G20应在共识的基础上，共同推
进可持续的包容性发展，这是所有国家责
无旁贷的责任。

中国财政部副部长朱光耀表示，中国
作为 G20 峰会 2016 年度的主席国，将加
强同 G20 成员在宏观经济政策上的协调
与沟通，形成重要的政策共识，发挥全球
经济政策协调、沟通最重要的平台作用。
中国将与全体 G20成员同心协力、同舟共
济，形成应对经济挑战的政策、共识，向全
世界发出积极的信号，促进全球经济沿着
强劲、可持续、平衡的轨道发展。

美国前财政部长罗伯特·鲁宾表示，
G20 是一个非常有益的机制。“期待中国
引导 G20，并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如
果要让 G20 成为一个非常有效的机制的
话，中美两国需要共同努力、共同合作，为
全球的经济注入活力。”罗伯特·鲁宾说。

“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6”经济峰会把脉世界和中国经济——

中国是世界经济的稳定剂
本报记者 祝惠春 袁 勇

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

2016”经济峰会上，各国嘉宾

汇聚一堂，把脉世界经济和中

国经济。与会嘉宾认为，中国

的经济转型在过去5年已经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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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发展高层论坛 2016”经济峰会会场。 本报记者 崔 军摄

自去年 11 月中央财经领
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提出“着
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
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已经上
升为中国经济的热门话题之
一 。 在“ 中 国 发 展 高 层 论 坛
2016”经济峰会上，与会专家
就供给侧改革与需求侧管理如
何配合、供给侧改革的制度保
障等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对供给侧改革和供给侧
调整最经典的一个阐述，就是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

‘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
性作用和更好地发挥政府作
用’，我觉得这就是供给侧改革
或供给侧政策调整的核心。”中
国社科院原副院长、国家金融
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李扬说。

李扬认为，推进供给侧改
革，关键要减少政府对市场的
干预，减少政府直接参与资源
配置。在这个过程中，政府主
要做六件事：一是创造让企业
和市场发挥作用的制度环境，
二是要稳定宏观经济，三是加
强和优化公共服务，四是加强
市场监督，五是要促进共同富
裕，六是要弥补市场失灵。

“供应并不能提升需求，但
是如果需求结构合理的话，会
对供应产生积极影响。但如果
没有有效需求的时候，供给侧
改革会增加失业，不会促进经
济增长。”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
授、2001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
得者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发出上述警示。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表示，政府应改善国内有效需
求，但不能简单依靠个人消费，还需要加大对教育和科技
的公共财政投入，坚定金融改革的市场化方向，解决中小
企业融资难问题，同时鼓励股权融资。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纽约大学教授迈克
尔·斯宾塞表示，对于中国决策者来说，一些外部需求
是没法控制的，这不是中国的责任，但会从某种程度上
拖累中国的经济，“供给侧和需求侧是密不可分的，中
国在转型过程中要面对很多限制性因素，而在全球经
济对需求的构成和水平都构成很大限制时，更需要加
大供给侧改革”。

对于供给侧结构改革，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
授周其仁从成本的角度进行了分析。他认为，中国经验
之所以能成功，是因为通过改革开放，系统并大规模地降
低了体制成本。但在高速增长中，其他方面的体制成本
就像所有成本曲线一样，下降以后又急速升上去了。

“如果我们没有能力把这个成本曲线向下推，我们的
国际竞争力会受到损害。系统降低体制成本是我们应对
转型、争取更好未来的关键所在。”周其仁强调说。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蔡昉表示，劳动力短缺、新增
劳动率的减少等因素，导致了我国经济潜在增长率下降，
这些因素简单地用刺激政策是无法改变的，只能寄托于
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通过对资源的
重新配置，可以实现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

“中国经济的增长会是一个 L 形的趋势。更加重视
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更加重视发展的质量和效益，这正
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目标。”蔡昉说。

“ 中 国 发 展

高 层 论 坛 2016”

经济峰会“创新：

引领发展的第一

动力”分会场，马

云（右）和马克·
扎克伯格（左）展

开了精彩对话。

中国经济网
记者 施晓娟摄

雀巢首席执行官保罗·薄凯(左二)和百威英博首席

执行官薄睿拓(右二)等嘉宾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 2016”

经济峰会上交流。 本报记者 崔 军摄

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 2016”经济峰会的“2016 宏观

展望与结构性改革”分会场上，与会嘉宾正在发言。

本报记者 崔 军摄

出席“中国发展高层论坛 2016”经济峰会的嘉宾和媒

体记者在认真听会。 中国经济网记者 裴小阁摄
特 写

现 场 直 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