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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UMN 专栏

“解放思想激励浦东开发的历史经验”（二）

朱镕基定名 赵启正力挺
□马迁 财经作家

朱镕基定下的英文名

1990年6月8日至15日，朱镕基率领

上海经济代表团访港。在沪港经济合作

展望研讨会上，他发表了长篇演讲，提出

了上海开发浦东的思路，以及与香港合

作的前景。他告诉香港工商界：“中央给

了上海一个政策，这个政策将会释放上

海所蕴藏的巨大能量。中央做出开发浦

东、开放浦东的决定是一个战略性的决

策。”

朱镕基还用英文直截了当地告诉外

商，浦东还将建立 Free Trade Zone（自

由贸易区），并称，与现有的经济特区和

经济技术开发区相比较，这是浦东开发

开放第一个特点。

彼时，北京“六四风波”平息不久，在

中国“自由”仍是一个非常敏感的词，在

那个干什么都要问一问“姓资还是姓社”

的年代，“自由”一词往往会被人联系上

资本主义。但朱镕基却明白无误地告诉

世界，中国还将建立 Free Trade Zone，
可见朱镕基之魄力。

据上世纪70年代末负责筹建经济特

区的广东省省委书记吴南生回忆，那时

对深圳、珠海和汕头“先走一步”的三个

地方叫什么争议很大，“叫‘出口加工

区’，会与台湾的名称一样；叫‘自由贸易

区’，又怕被认为是搞资本主义，这些，在

当时可是天大的罪名啊！”

最后还是邓小平一锤定音：叫特区！

据原浦东新区管委会外事办公室主

任陈炳辉回忆：外高桥保税区，翻译成英

文 叫 Free Trade Zone。 我 记 得 那 是

1991年，朱镕基市长在火车上跟我说，保

税区，世界上没有这样叫的，只有保税仓

库，如果用保税区，就是叫Bonded Area，
外国人看不懂，那我们只能翻译成 Free
Trade Zone，中文就叫保税区。因此，今

天这个名字是朱镕基定的。

浦东还曾提出将中文名称也改为外

高桥自由贸易区。想了很久的朱镕基最

终还是叫秘书打电话通知：保税区的中

文还是不要更改，按国家文件就叫保税

区。所以中文名为上海外高桥保税区，

英 文 名 为 Shanghai Waigaoqiao Free
Trade Zone。

赵启正力挺英文名

但这一译名遭到有关部门的质疑，

有人还追问：你们这个翻译有什么依据，

到底是谁翻译的？

1992 年 9 月，第一次全国性保税区

工作大会在天津召开，会上浦东提出了

“三个自由”的特殊政策——贸易自由、

货币自由和货物进出自由，以及要抓住

贸易作为突破口，按照国际惯例发展保

税区的建议。为此，作为浦东代表、外高

桥开发公司首任总经理的阮延华认为，

翻译成Free Trade Zone从对外宣传、与

国际接轨等方面都有利，很容易让人接

受，毕竟自由贸易区才是国际上通行

的。

浦东的建议引发了与会十四个保税

区代表的共鸣。但是，会议主持人提出，

这“三个自由”的提法是不是可以用其他

词来替代？海关同样也提出了反对，称

应该翻译 Bonded Warehouse Zone（保

税仓库区）。

浦东代表进一步解释，这个翻译是

我们请了很多国际方面的专家，了解国

际的整体情况后定下的。而且这个翻译

是经过朱镕基同意的。

紧接着上海市副市长赵启正发言。

赵再三强调必须跟国际接轨，保税区对

外翻译应该是自由贸易区，还用了很大

的篇幅举了很多案例进行说明。多年

后，阮延华回忆：“他的发言将我们的自

由贸易区概念表述得非常清晰，而在 20
年前，在这方面的理论研究还很少。”

“赵副市长力挺我的观点后，反响非

常非常大。”阮延华回忆，赵启正同志还

不放心，当晚又和他一起专门找到主持

人进一步解释，为什么我们的英文要这

么说。自由贸易区主要是按照国际惯例

让货物自由进出，接轨贸易全球化。总

之是使上海发挥像香港一样的国际自由

港的功能，同贸易保护主义相对。

这个会议以后，全国所有保税区的

英文翻译都变成了Free Trade Zone。
当然，这样的翻译，不懂中文的人不

会发现其中的问题。不过，精明的日本

人曾经发现了。据赵启正回忆，日本人

问他，为什么外高桥保税区的中英文名

称不一致？有什么深层原因？

赵答：因为一般中国人对自由贸易

区的意思不甚了然，可是对保税仓库就

了解得很清楚，知道货物进了保税仓库，

不用上税，拿出来再上税。保税仓库多

一点，就是保税区了。

如此解释，确实有些无奈。

没有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确实不太

容易理解，为什么说到“自由”一词会有

那么多的忌讳和麻烦？

上世纪 90年代初，也就是浦东开发

启动之时，中国曾经有一场思想大交锋，

有人在反思的旗号下，借着姓“资”姓

“社”等话题大做文章，甚至追问:“推行

资本主义化的改革，还是推行社会主义

的改革？”

而至今让人钦佩的是，1991 年春节

后，上海市委机关报《解放日报》发表了

署名“皇甫平”的系列评论，观点鲜明地

呼吁进一步解放思想、深化改革。其第

三篇《扩大开放的意识要更强些》称：“90
年代上海的开放要迈出大步子, 必须要

有一系列崭新的思路, 敢于冒点风险,
做前人没有做过的事”,“例如开发浦东,
设立保税区, 实行进入自由, 免征出口

税等带有自由港性质的特殊政策, 对于

这类被称为造就‘社会主义香港’的尝

试, 如果我们仍然囿于‘姓社还是姓资’

的诘难, 那就只能坐失良机。”

“皇甫平”的文章在思想界掀起了惊

涛骇浪，很多人在问：“皇甫平”是谁，有

何背景？甚至指责“皇甫平”：“把人们的

思想搞乱了。”

若干年后，人们才恍然大悟，原来那

是邓小平的意思！那年春节他鼓励朱镕

基等上海领导人：“要克服一个怕字，要

有勇气。什么事情总要有人试第一个，

才能开拓新路。试第一个就要准备失

败，失败也不要紧。希望上海人民思想

更解放一点，胆子更大一点，步子更快一

点。”

钩沉史海，有两个历史细节值得寻

味：

1991年11月1日，中国(海南)改革发

展研究院成立后举办的海南对外战略研

讨会上，鉴于历史教训和现实，与会者一

致呼吁在海南建立“特别关税区”，而不

是叫自由港、自由贸易区。

2007 年，深圳原市委书记厉有为以

全国政协委员的身份建议：适时将上海

浦东、天津滨海新区、深圳特区等地辟为

保税特区。而他所描述的保税特区的概

念几乎接近自由贸易区，但他避免了使

用“自由”一词。

立法创下若干第一

那时如何建立自由贸易区，中国地

方领导确实缺乏经验。阮延华回忆：“那

个时候保税区问题多，但又缺乏经验，很

多东西以前都没有遇到过，不知道怎么

做。赵启正就对我们说，作为第一线的

人，如果你们固步自封，想要发展是绝对

不行的。”

当时，浦东研究了世界上不同类型

的自贸区，发现国外是先有法律，确定可

以做什么，有了规矩再办事。因此，为保

税区立法至关重要，于是浦东人大胆地

在立法上向前一跃。

在上世纪90年代，地方立法是“天方

夜谭”，因为国家统一税制、统一法制，地

方法只能是在国家政策没有明确的方面

加以明确。浦东就想办法说服市人大进

行调研。1994年起，由市人大财经委牵

头，市政府法制办、浦东新区管委会、市

外经委等部门组成了一个调研小组，用

时两年分赴全国和世界各地进行调研。

立法草拟中，浦东希望能借此有突

破，“于是埋了很多‘钉子’。做好后，我

们看看很满意，但还需中央的同意。”曾

任外高桥保税区管委会主任的胡炜回

忆，但是“拿回来再看，没有任何进展，没

有任何突破”。

还要不要出？有过争议，“但最终我

们认为，基于有些政策一直在变，若能将

当时条件下的看法，以法律的形式定下

来，应该也是一个进步。”胡炜回忆说。

1996年 12月，中国第一部地方性的

保税区条例正式通过。

没想到，效果大大超出了预料，很多

跨国公司纷至沓来，说这是中国第一个

保税区的法规，证明上海是按法来办事

的，我们对此有高度的信任感。

“这真的是对我一个极大的法制教

育，也强化了我们要不断敢于尝试的劲

头，不能怕‘碰钉子’。”胡炜道。

而这部法规也创下了若干第一：市

人大常委会为浦东开发制定的第一部创

制性地方性法规；第一部在人大常委会

上一次审议便全票通过的法规；第一部

为使法规符合国际惯例而需要人大代表

会同政府有关部门出国进行调研和考察

的法规。

正因为浦东人有着敢于尝试的劲

头，到了 2012 年底，10 平方公里的外高

桥保税区，贸易总额已达 1万亿元，进出

口总额超 1000亿美元，税收 1000亿元人

民币，平均每平方公里税收 100亿元，超

过了最繁华的南京路。保税区的功能发

挥到极致，成为上海服务长三角、服务全

国、面向世界的一个资源配置节点。

今昔对比更能让人感慨。

浦东开发之初，外高桥保税区老开

发舒榕斌回忆他“曾经带一个韩国商人

赴浦东的外高桥一带考察，到外高桥港

口时，只见大片的芦苇荡。韩国商人难

掩怀疑和嘲讽，问我,你们是不是真的开

发？这得要多少年啊？”

然而就是在质疑中，浦东迅速崛起，

没过多少年，就“当惊世界殊”了。

这正是思想解放的结果。

浦东开发启动后

就一直受到中国改革

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

的鼓励，他说“要克服

一个怕字，要有勇

气。什么事情总要有

人试第一个，才能开

拓新路。试第一个就

要准备失败，失败也

不要紧。希望上海人

民思想更解放一点，

胆子更大一点，步子

更快一点。”

正因为浦东人有

着敢于尝试的劲头，

到了 2012 年底，10

平方公里的外高桥保

税区，贸易总额已达

1万亿元，进出口总

额超1000亿美元，税

收1000亿元人民币，

平均每平方公里税收

100亿元，超过了最

繁华的南京路。

正是因为不断地

思想解放，浦东开发

者才敢想敢做，创下

许多第一。 中国的青蒿素生产药企，除了个别企业，大部分企业仍然

处在产业链底端，即生产原料药的阶段，而大部分中国企业的

制剂生产很难获得国际认可。

中国的研究机构早年少有专利意识，而国内企业也未能在

国际上申请到专利，这意味着别人随时可以仿制。

屠呦呦获得诺贝尔奖后，中国的青蒿素研究得到了关注，

国内早期从事青蒿素生产的几家大企业又开始了新一轮的扩

产。据报道，上海交通大学宣布，在世界上首次实现了抗疟药

物青蒿素的常规人工化学合成。

疟疾是与结核病、艾滋病并称的全球最严重传染病之一，

以致死率高著称。

2004年，世卫组织正式将青蒿素类抗疟药品列为首选指导

用药。但在国内，由于产能严重过剩，青蒿价格一路跳水。青

蒿价格主要还是靠市场推动，中国得了诺奖虽然是个好消息，

但现在市场仍处于饱和状态。

□本报记者 卫华韵/绘

屠呦呦因为青蒿素获得诺贝尔奖，标志着国际上对于中国

在青蒿素研究上的认可，这样一来也能加大A股中有青蒿素业

务的上市公司产品在国际上的认可度。但这些更多是利好长

期，投资者短期炒作需要注意风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