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峰会茶歇时段，一位外省
记者同行来到会场外，认真整
理着会议记录。记者了解到，这
位姓朱的同行来自四川，参加
本报组织的这次活动也是他首
次山东之行。

“第一次来山东很期待，我
前天到济南的，昨天就迫不及
待地先去转了转济南的趵突
泉、大明湖等知名景点。不过，
我期待的是通过你们组织的这
次活动，到山东更多的城市，去
企业实地看一看，实地了解山
东经济的风貌。”朱先生说。

他对新成立的齐鲁晚报企
业家联盟也持十分赞许的态
度，“给企业家们提供了很好的
交流渠道，给他们提供共享资
源的平台，这是非常有价值
的！”

本报记者 王茂林

●解读

当前经济总体疲弱

下行风险增大

今 年 9 月 份 ，C P I 上 涨
1 . 6%，创下56个月以来的新低
水平；2012年1月以来，PPI增长
率一直在-3%到0之间；今年前
三季度，进口下降0 . 1%，出口
增长3 . 6%，处于较低水平；固
定资产投资增速与2013年比下
降5个百分点……这些数据释
放出当前中国经济增长阶段的
哪些信息？

“当前经济总体疲弱，下行
的风险和压力增大。”陈玉宇分
析，“新常态”将成为我国经济
走向下一个健康发展阶段的过
渡期和转换期，预计在3到5年
内，我国将“忍受”这一状态下
7%左右的增长速度。

陈玉宇说，根据国际货币
基金组织预测的2014年全球经
济形势，全球经济增长速度将
好于去年和前年，发达国家经
济增长速度也明显好于去年和
前年，除中国外的发展中国家
经济增长率也高于去年和前
年，中国经济的增长率处于下
滑状态。对于被认为是外向型
经济的中国来说，为什么会出
现“全球经济变好，中国经济变
坏”的局面？

“2008年以后，中国经济依
靠出口高增长的阶段结束了；
房地产作为经济主要拉动力量
的局面也接近尾声；制造业进
入工资与生产率赛跑的阶段；
基础设施建设也缺乏有效的长
期资本市场工具的支持，被迫
做出阶段性的调整。”陈玉宇分
析，造成“新常态”的原因，部分
来自于结构性的力量和经济发
展的长期力量；另一部分原因
是短期力量，比如商品价格市
场的波动、货币市场的突然变

化、货币政策操作效果的不确
定性。

●预判

到下一个十年

经济增速将在5%-6%

陈玉宇在演讲中提出，在
经济疲软状态下的中国经济也
有诸多亮点，比如以互联网为
代表的新产业突飞猛进，服务
业已经连续三年高于制造业增
速，生产型服务业的时代已经
来临，消费性服务业伴随城市
化的推进而稳步前进，以及居
民收入增长强劲、快于GDP增
速。不过，当前我国仍需加强对
经济断崖式下跌的警惕性，虽
然其概率并不大。

“按照购买力评价折算，中
国是人均GDP达到9000多美元
的国家，相当于韩国1986年的
水平，相当于日本1963年的水
平，中国已经成为一个标准的
中等收入国家。”陈玉宇表示，
在过去几十年，年年保持GDP
平均10%以上高速增长的情况
下，中国已经完成了经济增长
的第一阶段，从贫困进入到中
等收入阶段，用过去的30年完
成了美国用100年才完成的事
情。

实际上，从贫困到中等收
入阶段的发展相对简单，只需
要有稳定的增长环境、简单的
市场经济、正确的激励、企业家
的努力和劳动密集型产业。接
下来的问题是，中国怎样实现
第二个阶段的发展，即从中等
收入阶段进入发达水平。

在新的阶段，陈玉宇认为，
经济增速将平稳缓慢下行。他
预计，现在开始到下一个十年，
中国经济将维持5%-6%的增
速，未来第二个十年增速可能
在3%-4%。这样的增速意味着，
20年后中国的人均GDP水平将

达到2万-3万美元左右，相当于
用20年的时间完成韩国经济增
长的路径；30年后，中国的人均
GDP水平将达到4万美元左右，
也就是在2045年接近美国一半
的水平。

●对策

解决好4亿新劳动力

的城市化问题

“新常态”如何使城市化成
为中国经济增长的引擎也成为
一个不得不思考的问题，但中
国需要的不是“大干快上”、停
留在表面的城市化。

陈玉宇表示，从1990年到
2010年，中国出生了约4亿人
口，中国未来城市化的主体便
是这4亿人口。同时，中国的城
市化也是过去20年从农村转移
出来的2亿农民工的城市化。

对于中国应该“在哪儿城
市化”的问题，他指出，中国在
未来20年需要形成200个有活
力的城市，未来中国也要重点
发展这100至200个大城市，实
现这部分大中城市的城市化，
使中国经济进入高质量增长的
新阶段。

陈玉宇认为，在这待完成
城市化的4亿新劳动力中，将有
2亿人接受高等教育，中国在未
来20年将拥有全世界规模最大
的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劳动力
人群，这是中国经济的希望。

“努力解决好这4亿新劳动
力的城市化问题，中国最需要
的是一个全国性的、制度健全
的、灵活的劳动力市场，企业的
发展也依赖于这样一个劳动力
市场的建设。”陈玉宇认为，如
何“创造性地利用新一代的大
学生”、配置好这4亿新劳动力
资源，把他们配置到正确的产
业和岗位上将是企业家们需要
思考的问题。

本报济南10月27日讯（记
者 张頔） 27日上午，齐鲁晚
报企业家联盟揭牌仪式在济南
举行，大众日报社社长梁国典、
东阿阿胶副总裁尤金花、沃尔
德集团董事长林擘、山东凯瑞
酒店管理咨询有限公司董事长
赵孝国等，共同为齐鲁晚报企
业家联盟揭牌。

齐鲁晚报企业家联盟是由
齐鲁晚报发起，齐鲁晚报客户、
与齐鲁晚报关系紧密的企业及
山东省内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
优秀企事业单位自愿组成的非
营利性社会团体。企业家联盟
是在我国经济步入新常态、传
播格局发生新变化的情况下，
主动适应市场、大胆创新的产
物。齐鲁晚报企业家联盟旨在
为山东优秀企业和企业家搭建
舆论宣传平台、思想交流平台、
合作共赢平台和公益活动平
台。

企业家联盟将依托齐鲁晚
报广泛的影响力和社会资源，
为联盟单位整合政、学、媒、社
等各种资源，帮助企业发展；联
盟将定期举办联谊、商务交流、
商务考察活动，协助联盟单位
之间进行交流学习、促进企业
间的交流与对话。

同时，企业家联盟还将邀
请国内外知名学者，定期举办
企业家沙龙，分享前沿商学院
智慧；联盟还将组织中外企业
家交流、山东企业家不同行业
的交流碰撞，以及访问学习中

国一流企业等活动；联盟将与
权威机构联合编制发布信心、
景气、创新等各种企业指数，供
企业经营决策参考；为联盟成
员提供公益途径和支持，会员
企业可通过联盟开展各类社会
公益活动。

此外，齐鲁晚报还将利用
自身优势，为联盟成员提供高

品质的生活服务。培养了多名
世界冠军的齐鲁晚报棋院，可
以为相关爱好者提供国际象
棋、围棋培训；齐鲁晚报“乐拍”
俱乐部可组织企业家发烧友提
高摄影技术；齐鲁晚报连续多
年举办的新年音乐会，为联盟
成员品味生活提供了优雅去
处。

凡是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
我省企事业单位，都可申请加
入齐鲁晚报企业家联盟。您可
登录齐鲁晚报官网（h t t p : / /
www.qlwb.com.cn/2014/1023/
232326 .shtml）进行注册申请。
“齐鲁创富”微信公众号还将发
布齐鲁晚报企业家联盟的动
态，敬请关注。

齐齐鲁鲁晚晚报报企企业业家家联联盟盟成成立立
企业家可登录齐鲁晚报官网注册申请

北大经济政策研究所所长陈玉宇分析宏观经济

未未来来2200年年经经济济增增速速将将平平稳稳下下行行

现场花絮

27日上午9时，“齐鲁晚报
企业家联盟”成立仪式及“首届
齐鲁企业家峰会”活动正式开
始。由于活动在周一举行，不少
参会的企业代表遭遇了早高峰
时段，活动签到处，企业代表们

“扎堆”签到的情景持续了半小
时。

9时30分左右，省内优秀企
业家演讲环节开始没多大一会
儿，省城一家房地产企业的负
责人高女士一路小跑进入会
场，来不及找到自己的席位，她
好不容易在靠近走廊处找了个
座位坐下。

听了大约10分钟，高女士
又急忙找到工作人员，询问是
否有纸笔提供。“人家讲得太好
了，我太匆忙了，连笔和本子都
没带，得赶紧记下来，不然得错
过多少精彩内容啊！”高女士
说。

本报记者 王茂林

“光入场的时候，就遇到十
多位熟人，看来你们活动的影
响力真是不小。”在齐鲁晚报企
业家联盟成立仪式上，有不少
参会企业家都像山东省广东商
会常务副会长李辉贤一样，是
来自外地的客商。

李辉贤介绍，自己1997年
大学刚毕业就来到了济南，经
过多年的奋斗，逐渐成为了一
名事业有成的粤商。“虽然已经
在济南做了多年生意，但还是
希望能加入一些企业家组织来
抱团发展。”在李辉贤看来，齐
鲁晚报企业家联盟正是这样一
个交流平台。

“联盟成立之后，我会持续
关注后续开展的活动。如果活
动效果好的话，我计划说服广
东商会的其他会员单位一起来
加盟。”李辉贤已经有了组团加
盟的打算。

本报记者 张頔

迟到半小时

急坏企业代表

外地客商

打算组团加盟

四川媒体同行

期待了解山东

大众日报社社长梁国典(左二)，东阿阿胶副总裁尤金花(右一)，沃尔德集团董事长林擘(左一)，凯瑞酒
店管理咨询有限公司董事长赵孝国(右二)，共同为齐鲁晚报企业家联盟揭牌。 本报记者 陈文进 摄

陈玉宇在峰会上发表
精彩演讲。
本报记者 陈文进 摄

当经济增速回到
7 . 5%时代，经济增长步
入缓慢下行的“新常
态”阶段，当前中国的
宏观经济形势呈现出
哪些特征？未来中国经
济高质量增长的希望
在哪里？“新常态”的局
面下，企业又该如何进
行产业和技术的革新？
27日的首届齐鲁企业
家峰会上，北京大学光
华管理学院教授、北京
大学经济政策研究所
所长陈玉宇与山东企
业家们分享了他对新
常态下中国宏观经济
形势的分析。

本报记者 王茂林 窦静

直直击击首首届届齐齐鲁鲁企企业业家家峰峰会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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