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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谨慎发言，“383”方案出版方沉默
相对“高调”地出现在公众眼

前的只有“383“方案——— 一份由国
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起草的《新一轮
改革的基本思路和行动方案》，因
为出自官方智囊机构且具有“唯一
性”而引起大家关注。

但给出改革路径的并不只有
“383”方案，中国经济50人论坛、中
国金融40人论坛、国情中心等研究
机构也都提交了各自的研究成果。
甚至还有个人的研究成果和改革
建议———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
会名誉会长高尚全就曾向中央提
交建议，谏言部署政治体制、经济
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和生态
文明体制五位一体的全面改革。

与国研中心“高调”推出“383”
方案不同，低调是这些研究机构和
研究者们一致的特征。在三中全会
召开前夕，无论是具有官方色彩的
智囊团还是递交建议的智库，大多
选择沉默或者谨慎发言。

“383”方案的一位主笔坚决拒
绝了齐鲁晚报记者的采访，称“一
切等三中全会结束后再谈”。国研
中心整体非常低调，一位内部人士
透露，“383”方案公布后引起了各
种解读，甚至出现误读，他们感受
到巨大压力。其他智囊机构人员也

表示，正式改革方案出台之前“不
好多说”，甚至连出版“383”方案的
出版社也保持了沉默。

“参与‘顶层设计’的智囊团常
常以集体、机构的名义对外发声，
放出的口风更注重改革的内容和
具体的细节。‘383’方案就引发了
专家、媒体、大众的热议，甚至引起
了专业人士的细致解读。”法学博
士、学者刘峰在博客中认为，“智囊
团一方面通过各种渠道宣传研究
成果、宣传中央精神；另一方面期
待扩大影响、获得民众支持，进而
又反馈给‘上面’，进一步达到献计
献策和影响政策的功效。”

专家在预测三中全会可能推
行的改革时也持谨慎态度。不少专
家表示没有看过“383”方案，并称

“383”方案只是一家之言，“可能会
被采纳一部分，但与最后出台的正
式改革方案应该有差距。”

根据以往历史经验，三中全会
只会出台一个蓝图性的纲领，不会
规定得太细致。这些纲领性的东西
可能需要各部委、地方政府再根据
情况制定细则。多数专家包括学者
型官员只是在自己所擅长的专业
领域前瞻一些改革问题，避免对具
体改革措施做出预测。

外媒提前预热，热情超国内媒体
相比前几届三中全会召开前

的平静，十八届三中全会在媒体上
早早预热。

大约两周前，国内多家媒体就
开始陆续推出报道，以解读“383”
方案、请专家预测本届三中全会将
进行哪些改革、推出专家访谈和相
关领域官员访谈等方式，提前进入
三中全会的报道。

外媒对本届三中全会表现出
的热情和关注甚至超越了国内媒
体，他们比国内媒体更早参与到十
八届三中全会和中国改革的报道
中。早在今年9月，外媒就刊发渣打
银行对十八届三中全会的预测，

“渣打在报告中表明，希望此次中
共三中全会的文件可以包含几个
方面：重新定位政府职能；改善对
地方政府干部的评价体系；在现在
或是未来，查清地方政府债务；寻
找途径允许私人部门进入基础设
施建设工程……”

10月7日，《华尔街日报》刊发
《刘鹤的艰巨任务：让中国经济再

次腾飞》，向中国读者介绍了一个
中国人之前并不熟悉的“神秘”经
济人物刘鹤，并推测“刘鹤目前面
临的最迫切挑战是督导今年11月
改革方案的制定……是中国下一
个10年经济计划的重要制定者。”

临近本届三中全会，外媒对
即将出台的改革方案的热情日
益高涨。《华尔街日报》、路透社、

《独立报》、《金融时报》、《法兰克
福汇报》等外媒频频发文，对中
国可能推出的政府职能改革、土
地改革、金融改革等具体改革措
施做出种种预测。香港的《明报》
也早早推出“三中全会前瞻”系
列报道，对三中全会改革方案进
行全方位预测。

齐鲁晚报记者曾采访一位日
本媒体记者，询问他对本届三中全
会最关心什么？这位记者回答：“所
有中国人关心的改革问题我们都
关心，像政府职能改革、土地改革、
养老、缩小贫富差距、房价能否下
降等问题我们都很关注。”

互联网上热议经济话题
“互联网上对三中全会的关注

不断升温，总体呈现‘政冷经热’的
特点。”人民网舆情监测室主任分
析师庞胡瑞告诉齐鲁晚报记者，之
前释放的关于本届三中全会的改
革信息多是经济方面的，政治改革
的内容较少，所以网上的关注大多
围绕经济热点。

“最受网民关注的内容里，排
在第一位的是改革本身，这次改革
力度能有多大、能否涉及深水区等
备受关注；第二是房价问题，还有
土地制度改革；第三是民生问题；
第四是医疗、社保这些讨论了多年
的老大难问题；第五才是反腐问
题。”庞胡瑞说，网民关心的还是一
些多年解决不了、期望经常落空的
民生问题，他们对本届三中全会抱
有很高期望，希望能是一次“破冰”
会议，多年的壁垒能在此“融化”。

庞胡瑞也注意到，此次互联网
舆论场趋于理性和建设性，讨论问
题的深度也比以前更深。网络舆论
场出现这样的变化，一是因为改革

已取得一些成果，不断刺激舆论对
此有期待，这释放了一个良性信
号；二是因为“反谣战”之后，网络
上一些不良声音被去除，网民更关
心自身的生活，集中到发展的议题
上。

“如果分层次来看，大V们已
经开始走向理性、温和、建言这一
方面；中V在专业领域有话语权，
而且有些中V是体制内的大V，比
如陈里。普通民众关注点虽然是飘
忽不定，但殊途同归，最终关心的
也是自身生活和民生话题。”庞胡
瑞说，现在互联网上绝大多数声音
都希望本届三中全会的改革能成
功，而不仅仅是一个话题。

本报深度记者 张洪波 陈玮 发自北京 外媒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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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十八届三中全会的临近，
围绕中国改革的讨论在海内外掀起
热潮。许多海外媒体将本届三中全
会的重要性和十一届三中全会相提
并论。本届三中全会之所以备受关
注，是因为中国经济改革已到关键
时刻：改革开放以来的红利渐尽，中
国经济若想持续较快速增长，必须
通过变革激发新的活力。

《经济学人》

国企改革阻力更大

利润应为民所享

在促进竞争以激发市场活力方
面，佳能全球战略研究所研究主任
濑口清之认为，国企改革也是重要
看点。英国《经济学人》杂志也认为，
和上世纪九十年代相比，目前国企
盈利而非亏损，因此改革阻力会更
大，但本次会议应更关注国企利润
为国民所享的问题。

激发新活力，首先离不开政府
角色转变的顶层革新，尤其是重新
界定政府和市场边界。新一届中国
领导人已明确了市场化改革方向，
简政放权，更多发挥市场“无形之
手”作用，避免政府“有形之手”演变
为“闲不住的手”是改革关键。日本大
和总研常务理事金森俊树认为，从上
海自贸区就可以看出中国政府的思
路转变：放弃政府介入市场提供政策
优惠的传统方式，转而取消政府管
制，让市场发挥自主调节功能。

华盛顿智库布鲁金斯学会

在中央政府层面

统筹社会福利

对于财税改革，华盛顿智库布
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杜大伟建
议：在财权上，应确立地方主体税
种。例如美国地方政府税收就由房
产税、销售税和个人所得税组成，稳
定的地方财税收入将引导地方政府
抑制过度投资和提升居民消费。在
事权上，他建议中国可考虑在中央
政府层面统筹社会福利项目，这将
有利于提高运作效率并促进劳动力
自由流动。

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
国中心资深研究员李成也认为，金
融改革是中国下一步经济改革的重
点。金融改革还能为中产阶级提供
更多投资渠道，也有利于解决房地
产市场过热、影子银行和地方债务
风险等问题。

《华尔街日报》

人口城镇化成

下一个主要驱动力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亚太部主管
阿努普·辛格撰文指出：“中国面临
越来越大的经济挑战。”英国巴克莱
银行的一份研报则认为：“中国经济
已经到达必须实施改革才能释放增
长潜力和减少风险的阶段。”

《华尔街日报》分析文章预测
说，“作为中国经济增长的下一个主
要驱动力以及再平衡驱动因素，城
镇化无疑会在本次三中全会上得到
支持……中国需要通过实现人口城
镇化来获得成功。”日本大和总研常
务理事金森俊树对新华社记者说：

“中国经济实现结构转变，转向消费
主导的可持续增长，有必要推进真
正意义上的城镇化。”

据新华社

界定政府市场边界

才能激发活力

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在即，因为本届三中全会可能推出一场“范围之广、力度之大都是空前的”改革，因此
国内外对此热切关注，这种关注形成了一种公众热切期待的舆论氛围。

智囊团、专家、媒体、大众以及互联网都在评说即将召开的三中全会，但是，各自不同角度也透露出不同的
细节。分析他们发出的不同声音，也能窥见一个重大改革蓝图推出前夕特殊的社会舆论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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