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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我们预测浦东GDP5600亿元时候，觉得自己已经是胆大包天。”近日庄崚对大河报·大河财立方记者说。他说的预测，是指
1995年底，他出版的《浦东开发开放之路—2020瞻望》一书中的一段内容。

庄崚在浦东开发之初，参与创新突破政策的制订，曾担任首任陆家嘴金融贸易区研究室主任、中国社科院金融贸易研究中心特约研
究员。4月18日，作为世纪之交中国改革开放的标志和象征，上海浦东开发开放迎来30年的纪念日。他的上述著作，近期炙手可热。

□大河报·大河财立方记者 丘眉

庄 ：浦东开发开放，艰巨而伟大

25年前的浦东2020瞻望

庄崚1946年 8月生于上
海，1965年7月支边去新疆生
产建农二师21团。“在那放羊
种地赶大车开拖拉机。我是半
个新疆人。”庄崚说。他在
1980年3月赴美国研修，1981
年4月回国，曾任新疆生产建
设兵团司令部外资办副主任
等。1993年10月，年近50的
庄崚调回上海，首先进入浦东
新区管委会办公室，此后跟随
浦 东 开 发 开 放 一 路 前 行 。
2006年8月，自陆家嘴金融贸
易区退休，成为业界口中的“骨
灰级浦东老开发”。

谈及《浦东开发开放之路
—2020瞻望》的起源，他打开
了手中一本《求是》杂志（1994
年第19期），其中刊发了他的
一篇文章《浦东开发—九十年
代中国改革开放的点睛之
笔》。“这篇文章刊发后，有关方
面觉得有必要更加系统地来立
论著作。然后就有了2020瞻
望一书。”至于当时选定25年
后2020年，“是因为考虑到25
年是四分之一世纪，是大国崛
起的一个周期，也是经济发展
的一个周期。另一个方面，当
时美国也有类似的2020年展
望相关书籍，所以就选了2020
年进行浦东的瞻望。”

最近，庄崚手中的孤本异
常火热，各方都想要了去做各
种比对。对于庄崚自己而言，
其中最为关注的是GDP的数
字：“虽然说经济发展不能单单
看数字。但是，这确实是一个
非常重要的数字，能够说明基
本发展状况。”书中第220页最
后一个段落里写道：“2020年
的浦东GDP将从1990年的60
亿元激增至5600亿元；30年
中增长93倍，平均年增速高达
16.4%。”

当年这样的预测出版后，
庄崚对于浦东每年的GDP的
关注就与常人不同了。“1997
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中国有
一段时间经济发展滞后，有外
资企业撤退，有西方媒体说‘浦
东空楼’。我们一家一家企业
做工作，最终稳定了百分之八
九十的企业，之后就进入了再
次增长阶段。”2000年，浦东
GDP年度增长率第一次突破
了20%。“突破一个百分点就
已经很厉害了！不要说一下子
比我们预测的平均增长率高出
了三四个点。”2000年，庄崚就
判断未来的数字要超出书中的
预测。

“当年我们预测5600亿元
的时候，觉得已经是胆大包天
了。现在已经万亿元。未来2
万亿元也已经可见。”庄崚觉得
这种超过预期还是喜悦更多些。

1995年，艰巨而伟大

浦东瞻望书籍的出版时间
是1995年 12月。近些日子，
庄崚向有关部门提交的一份

“参与浦东创新突破政策制订
的日夜”个人记忆资料，其中回
忆的重要事件亦是发生在
1995年。

“1995年，它在浦东开发
开放过程中确实很不一样。浦
东开发开放正式宣布的时间点
在1990年，之后的5年主要是
在打基础，尤其是基础设施的
建设。1995年，世界各方面对
浦东的关注也多起来了。基辛
格博士那一年就几次过来。当
时英国伦敦码头开发区也正在
开发。他们当时的副首相感慨

‘伦敦码头还是面向英国的，而
浦东是面向世界的’。”庄崚介
绍说。

“面向世界，服务全国，这
八个字是浦东开发开放的重要
使命，也是让各种冲突得以解
决，最终实现浦东创新突破的
根本。”庄崚认为。

1995年 3月9日的清晨，
至今在庄崚脑海里还历历在
目。当时他坐上一辆轿车从浦
东新区管委会出发。车里前座
是施芝鸿，时任浦东新区管委
会研究室主任，后任中央政策
研究室副主任。

车子拐进了竣工不久的杨
高大道，在尽头向左开进了“外
高桥皇冠大酒店”。彼时庄崚
走进的“外高桥皇冠大酒店”，
结构刚刚封顶，还在进一步装
修中。庄崚一行乘大厅旁的电
梯上到五楼，再走十多米，进到
一个尚未装修的灰色门洞中，
再往下走一层才进入房间，“这
是由于电梯还没有完全调试好
的缘故”。

房间中除了写字桌和床铺
之外，没有电视也没有电话。
当时手机还没有普及，“call机
被收走了。往好里说是‘闹中
取静’，夸张一点说就是‘与世
隔绝’。”庄崚笑言。1995年的
浦东已经并非最初的“要什么
没什么”，当然一个比较好的地
点已经不少。“这是因为我们这
次集中是当时要高度保密的事
件。还没有装修好的‘皇冠大
酒店’，让外边的人不会联想到
里面在发生什么事情。”

庄崚他们来自浦东新区管
委会，这次还集中了来自市委、
市府、市社科院、人民银行上海
分行、外经贸委、海关、部分高
等院校的人员。“虽然部门众
多，但人员总数只有四五十人，
可称得上很精干。”研究并起草
向国家上报的浦东开发创新突
破政策建议是这支团队的使

命。时任浦东新区管委会的领
导包括胡炜、黄奇帆、吴承麟、
王安德、阮延华等都参加各组
的讨论。“1995年的浦东已经
举世瞩目，涌入浦东的各路机
构对于之后五年规划的创新政
策突破异常关注，削尖脑袋打
听。因此，我们当时这次集中
被要求高度保密。”

政策的研究和起草主要采
用小组形式进行。“我们小组所
涉及的只是上海浦东‘九五’政
策建议体系中的一小部分内
容，即有关外资银行人民币业
务试点和中外合资外贸公司两
项。”这两项功能政策如今已遍
及我国中西部。“当时，外行本
币、外汇管制、对外贸易等无一
不是国家相关主管部门力
hold的‘禁区’。”

“冲撞异常剧烈，针锋相
对。记得有一次提到中国银行
外高桥支行反映担心外资银行
人民币业务开放后现有存款会
流失，同时会影响对外汇的管
制时，有人提出不同看法，外汇
管理局的一位主任，边气乎乎
地大声说‘跟你说不清，跟你说
不清’，边起身就往外走，对方
赶紧笑着将他拖回按下。时任
市委常委、副市长兼浦东新区
管委会主任的赵启正微笑着
说，‘现在企业一笔款项在我们
中资银行划拨流转时要停留二
至三天，而不少外资行当天即
可拨付。开放外资行本币业务
试点后，的确有可能会出现部
分存款从中资银行流出现象，
这其实并不一定是坏事，不正
可以倒逼我们的银行提高效率
吗？’”

再如关于是否允许举办
中外合资外贸公司，以及能否
让全国各省市到上海浦东开
设外贸自公司的政策也受到
一些质疑。当时浦东新区的
进出口总额都只在千亿美元
的台阶。“市属某外贸集团的
一位老总摊着双手叹气说，

‘现在要三十个人来吃，只怕
是抢都抢不过来’。主管外经
贸的沙麟副市长听了摇摇头，
笑着说，‘上海人嘛，海纳百
川，胸怀和肚量都要大一些。
众多兄弟省市外贸自公司汇
聚上海是多好的事，我们要多
学学他们的长处，领他们一起
发挥独特优势，向世界迈进，
将浦东外贸做大迈上万亿美
元 台 阶 ，到 时 就 怕 你 吃 不
动。’”

“冲关首先是思想政治解
放和破关，首然是我们这些政
策制订人员的自身思想观点。”
庄崚串门时印象深刻的除了成
堆的参考资料和到处探头探脑
的稿纸外，就是装在形形色色
药瓶中的各色药丸。“很多人不

是牙痛就是喉咙痛加头痛。每
个人的压力都非常巨大。”

在“外高桥皇冠大酒店”集
中7天后，1995年 3月16日，
庄崚与大家互相道别，“都带着
一双红眼睛”。之后各起草组
的初稿经向李岚清、汪道涵、季
宗威等领导征求意见后，由黄
菊书记和徐匡迪市长向朱镕基
副总理作了报告。1995年 6
月，国务院颁发《关于“九五”期
间上海浦东新区开发开放有关
政策的通知》（国发95年61号
函），赋予浦东“九五”计划期间
一系列新的功能性政策。

之后，再也没有那般高度
保密高度集中的封闭研讨了。

“那次的讨论出台了诸多开创
性的创新突破政策。但是不能
说就完全定下了浦东创新突破
的主要脉络。之后我们还是不
断遇到新的问题。”

站在世界之巅

“这不是我个人预测多么
神奇，而是因为我站在浦东这
片面向世界的开放高地上。”在
浦东大道1200号巨洋大厦23
楼里，庄崚对大河报·大河财立
方记者说。

从巨洋大厦西边的窗户望
出去，隐约可见黄浦江。巨洋
大厦位处浦东新区陆家嘴片
区。1990年6月，国务院命名
陆家嘴金融贸易区，这也是目
前中国唯一以“金融贸易区”命
名的开发区。“在浦东四个功能
开发区里面，陆家嘴的规划是
最周密的。”赵启正曾经对媒体
表示。浦东陆家嘴，现已是上
海最具魅力的地方，同时也是
中国改革开放的象征。

退休后，庄崚多了一个特
别的头衔：“上海浦东宋氏家族
研究中心主任”。最近几年，他
还有一个重要的事宜，就是经
常返回常州武进的老家，创建

“家史陈列馆”。“中华文化更源
头的部分，在黄河流域，在河
南。”庄崚说，“如今河南成为黄
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国家战略的‘开路先锋’和‘排头
兵’，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期待进一
步提升河南自贸区与郑商所能
级，发起创建‘黄河流域生态保
护和水资源银行’‘黄河流域治
理资源交易中心’，制订‘中原经
济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在成
功阻击疫情的前提下率先拓展
5G场景、工业互联网等线上新
经济，创办‘黄河流域生态保护
和高质量发展合作论坛’，提出

‘黄河流域各省市联合治理倡
议’等创新举措，为全面实施这
一国家战略添砖加瓦。”

在上海浦东开发之初，他曾参与创新突破政策的制订

“我自己手中只有这一本了，还被借来借去。”庄崚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