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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克強稱，面臨複雜嚴峻的國際國內形勢，需要
推進金融創新管理和企業轉型調整。在金融改革和企
業改革方面，未來應大力推進制度創新，管理創新及
技術創新，在創新中轉型，在轉型中發展。

金融支持實體經濟
李克強說，企業的前途繫於國運，國民經濟發展

和實現現代化的基礎在於企業。沒有國家改革開放提
供的基本條件和歷史機遇，就難有企業的開拓創新。
沒有企業的興旺發達，國家綜合國力也不可能增強。

在金融支持實體經濟發展方面，李克強指出，實
體經濟和金融可持續發展相輔相依，百業興則金融興
。金融系統要加大對重點領域，三農和小型微型企業
的支持力度，完善金融市場體系，增強企業的綜合實
力、國際競爭力和抗風險能力。

值得注意的是，時值鄧小平南巡講話發表 20 周
年之際，開放成為李克強講話的高頻詞，出現達十餘
次之多。李克強說，歷史證明，開放能夠開拓視野，
拓展發展空間，吸收借鑒全人類文明成果。當前，世
界政治經濟格局深刻變化，國內外經濟高度融合，為
中國邁向開放型經濟提供了廣闊空間。

李克強表示，中國作為擁有十幾億人口的大國，
正處於工業化城鎮化快速推進階段，發展的戰略基點
是擴大內需，同時要堅持對外開放的基本國策。金融

和其他各類企業都應該在開放中尋求生機，參與平等
競爭，與國外同行實現優勢互補，共同發展壯大。

強調改革永無止境
李克強明確指出，改革永無止境，中國仍處於發

展的重要戰略機遇期。他說，目前改革已經進入到不
進則退的深水期，未來將以更大決心和勇氣推進改革
，在重點領域和關鍵環節取得突破。

中央財經大學改革發展研究院院長鄒東濤3日向
本報表示，李克強無論是主政地方還是在中央工作時

期，都具有濃厚的改革開放意識。近日決策層不同場
合多次提到開放問題，顯示高層內部堅持改革開放的
決心。

鄒東濤強調，受到國內許多因素的影響，現時改
革面臨重重阻力。在此情況下，繼續開放有助於倒逼
改革。他又稱，在中國參與全球經濟治理和區域合作
愈加頻繁的背景下，外部因素已成為促進中國改革開
放的又一動力。不過，鄒東濤認為，未來在資本市場
開放等問題上需保持謹慎，要守住 「自己當家」的底
線，防範金融風險。

【本報記者龐旭北京三日電】國務院國資委日前
印發《關於進一步加強中央企業負責人副職業績考核
工作的指導意見》，但由於央企負責人副職的業績考
核仍然存在薄弱環節，三日，國資委對該意見做出詳
細解讀，明確了央企負責人副職範圍以及考核標準等
問題。

國資委將授權企業主要負責人負責副職業績考核
，建設規範董事會的企業，則授權企業董事會對高級
管理人員進行考核。

國資委有關負責人表示，央企負責人副職業績考
核是推行企業全員業績考核的重點和難點。指導意見
明確，出資企業副職全部納入考核範圍，國有獨資企
業、國有獨資公司、國有資本控股公司的黨委（黨組
）副書記、常委（黨組成員）、紀委書記（紀檢組長

），也參照納入考核。

設定科學合理考核指標
指導意見要求針對每位副職的崗位職責設定科學

合理的考核指標。指標設計上突出價值創造導向，突
出分類考核，既要落實出資人關心的共性指標，又要
體現符合企業戰略發展和個人業務崗位實際的個性指
標。企業可採取每年年初由企業主要負責人與副職通
過簽訂業績責任書等形式予以明確。

在對央企負責人副職業績考核中，還要堅持定量
考核與定性評價相結合，考核結果適當拉開差距。其
中，定量考核得分的權重原則上不低於60%。定性評
價主體應由企業負責人（建立規範董事會企業的董事
）、職能部門負責人、一級子企業主要負責人等方面

組成，並分別賦予適當權重。也可直接採用依據《中
央企業領導班子和領導人員綜合考核評價辦法（試行
）》對企業副職 「績」的評價得分。

指導意見強調，要把業績考核結果和企業副職的
薪酬分配緊密掛鈎，並作為崗位、職責分工調整的重
要依據。企業副職的績效薪酬分配係數在企業主要負
責人分配係數的0.6-0.9之間確定。企業負責人副職
業績考核辦法、考核過程、考核結果要在一定範圍內
公開。企業負責人副職要在職代會或年度工作會議、
董事會會議、總經理辦公會等範圍就業績完成情況進
行述職。

據悉，國資委將對考核制度不健全、執行不得力
的企業予以通報，並在中央企業負責人年度經營業績
考核中予以扣分處理。

國資委規範央企副職考核
業績和分配掛鈎 績效薪酬為正職六至九成

【本報訊】據新華社報道，針對日本媒體3日
關於中國海軍艦艇通過沖繩本島和宮古島之間水道
的有關報道，國防部新聞事務局官員表示，中國人
民解放軍海軍艦艇編隊於2月上旬赴西太平洋海域
進行訓練，是年度計劃內的例行性安排，中方在相
關海域擁有航行自由等合法權利，符合相關國際法
和國際實踐。

中國海軍艦艇赴西太訓練

【本報訊】據新華社喀土穆3日報道，中國駐
蘇丹大使館一名負責人3日說，日前發生在蘇丹的
中國公司公路項目人員遭當地反政府武裝襲擊和遭
劫持的事件之後，中國大使館一再敦促蘇丹方面在
確保人質安全的前提下盡快使被劫持人員獲釋。蘇
方對此高度重視，一直在為解救中國人質積極努力。

蘇丹反政府武裝 「蘇丹人民解放運動」（北方
局）發言人阿爾努．恩古圖魯1日晚在接受新華社
記者電話採訪時，否認該組織為釋放中方人員提出
任何條件。他說， 「蘇丹人民解放運動」已成立高
級委員會，專門研究 「在什麼時候、什麼地點、以
什麼方式把這些中國工人交給什麼人」的問題。

蘇丹正積極解救中方人質

▲江西已累計派遣905名醫師下鄉支農開展衛生服務工作。2日，派遣醫師李雪年
在大餘縣人民醫院婦產科與家屬交流新生兒情況 新華社

百業興金融興
改革入深水區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副總理
李克強3日在京出席中國銀行成立100周
年大會時表示，中國經濟發展的基本面和
長期向好的趨勢沒有改變，中國將進一步
擴大開放，實施更加積極主動的開放戰略
。李克強指出，中國是在擴大開放中擴大
內需，未來將積極參與全球經濟治理和區
域合作，推動中國和世界經濟強勁、平衡
、可持續增長。

【本報實習記者李理北京三日電】

▲國務院副總理李克強出席慶祝中國銀行成立100周年大會並講話。李克強與國務院副總理王岐山
、全國政協副主席何厚鏵等步入會場 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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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世紀之前，革
命先行者孫中山先生批
准成立中國銀行。壬辰
年伊始，作為中國唯一
連續經營百年的銀行，

中國銀行迎來了又一個嶄新的春天。
正如李克強副總理所言，中國銀行見
證了中華民族振興和崛起的歷史進程
。他說，百年老店來之不易，百年品
牌更是一個國家繁榮昌盛有說服力的
名片。

在京舉行的中國銀行成立100周
年大會上冠蓋雲集，中國銀行的新老
朋友、中外合作夥伴紛至沓來。全國
政協副主席何厚鏵在主席台就坐。中
國工商銀行董事長姜建清等同業則表
示，中國銀行與民族共命運，與時代
同步伐，百年慶典具有里程碑意義。

在港澳地區，中國銀行與兩地經
濟共同成長，並曾在香港、澳門回歸
祖國的過渡時期做出重大貢獻。1983
年初，中國銀行提出《關於收回香港
主權後繼續使用港幣的意見》，認為
中國對香港恢復行使主權後，在一個
相當長的時期內，仍應繼續使用港幣
並保持自由兌換，以利於香港金融市
場的穩定和經濟繁榮。經過多輪商談
，中國銀行香港分行於 1994 年成功

地參與發行港幣，圓滿承擔了歷史賦予中國銀行的特殊使命。
由此，中國銀行在國際金融市場的地位也進一步提高。

百年寒暑過後，中國銀行面臨全新的發展機遇，海內外一
體化格局初步建立。中國銀行是港澳地區人民幣唯一的指定清
算行，跨境人民幣業務連年攀高。2011 年全年，中國銀行跨
境人民幣結算量突破1.7萬億元，是2010年的3.4倍。

中國銀行董事長肖鋼說，經過100年的發展，中行已經具
備了加快建設國際一流大型跨國經營銀行集團的條件。未來中
國銀行將大力推進創新發展、轉型發展、跨境發展，加速構建
全球服務體系，更好地服務於實體經濟的需要，服務於國家改
革開放的大局。 【本報北京三日電】

【本報實習記者李理北京三日電】龍
年伊始，小微企業融資難問題備受關注。
北京市長郭金龍（見圖）在中行百年慶典
間隙回答本報記者提問時指，今年北京市
將着眼於風險分擔及差異化管理兩方面創
新小微企業金融，並會出台知識產權質押
等針對科技企業的融資創新辦法。

國務院總理溫家寶早前召開的國務院
常務會議上提出，未來要進一步支持小型
和微型企業健康發展。除了加大財稅政策
及銀行信貸支持等方面，會議還提出加大

支持小微企業上市融資，對符合條件的中
小用擔保機構免徵營業稅等措施。

郭金龍說，在小微企業金融創新方面
需解決兩方面問題。第一是在各項政策的
推動下，組織社會各方面的資源，解決風
險分擔的問題。第二是在金融管理方面，對
中小型企業和微型企業要有差異化管理。

郭金龍強調，在風險分擔的問題上，
近年來融資性擔保機構得到了規範的發展
，特別是一些中小型融資性擔保機構能夠
為小微企業融資，帶來與銀行風險共擔的

作用。
至於差異化管理，銀監會早前多次發

布通知，要求商業銀行加大對小微企業的
金融扶持，提高小微企業不良貸款率的容
忍度。與此同時，對於獲准發行小微企業
金融債的商業銀行，此債項所對應的單戶
授信總額500萬元（含）以下的小型微型
企業貸款可不計入存貸比考核。

郭金龍表示，近幾年來，北京中關村
開展的文化金融和科技金融創新均取得成
效。他又稱，針對中關村科技企業聚集的
特點，未來將出台包括知識產權質押等多
方面的金融創新辦法。統計數字顯示，截
至2011年9月末，多家銀行累計為489家
中關村科技企業發放知識產權質押貸款
1288 筆，累計 76 億元。其中，2011 年新
增142筆，共計13億元。

風險分擔 差異化管理

京兩手解決小微企融資難

▲國務院副總理王岐山3日在北京會見出席慶祝中國銀
行成立100周年大會的境外代表。這是王岐山與英國勞
合銀行董事會主席溫弗萊德．比斯喬夫親切握手

新華社

【本報訊】據中新社北京3日報道，中國外交部
發言人劉為民3日表示，中方對日本政府高官近日
有關中國天外天油氣田的錯誤言論表示強烈不滿。

劉為民表示，中方在東海問題上的立場是明確
和一貫的。天外天油氣田位於無爭議的中方管轄海
域，不涉及東海問題原則共識，中方在天外天油氣
田的活動是正當合理的。中方敦促日方正確理解東
海問題原則共識，為雙方落實原則共識創造必要條
件。

另外，去年12月19日被日方逮捕的中國漁船
「浙象漁16」號船長鍾進音於3日被遣返回國。據

了解，鍾進音於日本當地時間 13 時搭乘中國東方
航空公司的航班回國，計劃抵達上海浦東機場。

【本報訊】據新華社海口 3
日報道，海南省住房和城鄉建設
廳披露，《洋浦經濟開發區總體
規劃（2011-2030）》已獲海南
省政府審批實施，規劃的地域範
圍約120平方公里。

根據規劃，洋浦經濟開發區
空間結構概括為 「四帶兩廊、一
心多園」。其中 「四帶」是指港
航物流產業發展帶，臨港石化、
漿紙及下游產業發展帶，現代加
工製造配套產業和保稅倉儲物流
發展帶，居住和配套公共服務發
展帶等四條南北向主要功能發展
帶。 「兩廊」是指洋浦大道市政
防護綠化走廊和開源大道環境綠
化走廊等兩條南北向綠化廊道。

「一心」是指開發區的公共
服務中心。 「多園」是指多個功
能園區，包括南部港口物流園區
、北部港口物流園區、南部石油
化工產業園區、北部石油化工園
區、石油天然氣儲備中轉園區、
修造船及海洋裝備製造園區、漿
紙一體化產業園區、保稅港區及
配套加工產業園區和居住綜合服
務區等。

規劃總的要求是，要堅持可
持續發展戰略依託港口優勢，不
斷完善開發區功能，將洋浦經濟
開發區建設成為立足環北部灣經
濟圈、背靠華南腹地、面向東南
亞的新型臨港工業基地、區域性
航運樞紐和物流中心。

海南批准洋浦開發總體規劃 外交部駁日方謬論
天外天與日不相干

▲中銀香港 2008 年在港展示北京奧運會港幣紀念鈔
票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