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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以來，溫州大量中小企業集體陷
入資金困境。浙江省副省長毛光烈今日在
浙江省代表團開放記者會上表示，將按照
「開前門、堵後門、殺邪門」的思路規範
發展小型金融機構。讓一些符合條件的小
額貸款公司組建社區銀行和村鎮銀行，同
時打擊非法集資與高利貸。與會代表表示
，溫州金融改革試點即將啟動，可為民間
資本轉化為產業資本尋找出路。

【本報記者吳昊辰北京六日電】

溫州啟動民間金融改革
開前門開前門 堵後門堵後門 殺邪門殺邪門

毛光烈表示，目前浙江民間資金的積累達到了歷
史的最好水平，另一方面，企業的資金緊張也非常突
出。這兩種情況並存，應該引起高度重視並要致力解
決。去年10月溫家寶總理前往浙江調研，提出民間金
融借貸陽光化；此次政府報告也提出，要規範發展小
型金融企業。

毛光烈說，民間金融借貸是金融體系的有效補充
。但目前中國的金融體系不完善，國外小型金融機構
的總量佔銀行總數的 80%，中國的大銀行多、小銀行
少，特別是為小微企業服務的社區銀行和村鎮銀行太
少。所以要以 「開前門、堵後門、殺邪門」的指導思
想，規範發展小型金融機構。

打擊高利貸武力逼債
他指出，要讓一些符合條件的小額貸款公司組建

社區銀行和村鎮銀行，這樣就把前門打開了；同時要
把後門堵住，對非法集資的經營行為進行及時有效打
擊；要打擊的是邪門，特別是高利貸甚至是洗錢、武
力逼債，這樣才能保證守法經營的小型金融機構的健
康發展。

據悉，備受關注的《溫州金融綜合改革試驗區總
體方案》已經由相關部門會簽完畢，預計在走完審批
程序之後即將公布。方案主要內容包括增加小額貸款
公司數量、成立股份制村鎮銀行、開展民間資本管理
服務公司試點、組建民間借貸登記服務中心等。

試點為民間資本找出路
全國人大代表、浙商創新發展研究院院長程惠芳

接受大公報採訪時表示，作為民間資本最充裕的城市
，在溫州進行金融改革綜合試點，可以為國家的民間
資本尋找出路，探索民間資本轉化為產業資本、科技
資本的道路。溫州存在許多炒房團、炒礦團、移民團
，資本的漂浮給經濟發展帶來非常大的衝擊，溫州實
體經濟這些年在浙江省屬於倒數的位置，試點之後，
可以讓資本走上一個正常的軌道。

她表示，溫州金融試驗區的改革有四方面需要加
強。一是要加強金融人才的支撐，二是要開放包容，
三是要加強誠信建設，四是加強金融監管。她說，民
間資本是以盈利為目的的，衝動性比較強，金融業的
誠信、規範經營就非常重要。

人代呼喚放活民資

俞正聲坦承沒開微博
花絮

上月底，俞正聲給癌症患者家屬回信，以 「我
們大家會盡力幫助你」予以安慰，此事件迅速佔領
各大報刊媒體的顯要位置，認為俞正聲是首位借助
微博平台給網友回信的中央政治局委員級別官員，
這種以坦誠姿態公開回應民生關切的態度得到輿論
普遍肯定。在今天接受記者採訪時，俞正聲講述了
此事的來龍去脈。

他說，雖然自己每天都上網，但這件事並非自
己首先在網上發現，而是上海市政府新聞辦以快報
的形式上傳給他，並建議他予以回應。他便寫了一
段話，並讓衛生部門相關負責人加以斟酌商定，最
後交由新聞辦發布， 「我以為他們只發布內容，沒
想到把我的手稿也登在網上了。」

俞正聲說： 「我沒有開微
博，如果開微博，後面還要有
一個龐大的團隊專門來替我寫
，寫完了還要再看，沒有這個

精力。」他表示，上
海市對網絡信息有每
日專報制度，一般都
是按照新聞辦的建議
，對重大信息予以回
應。
【本報北京六日電】

「今天趁着銀監會主
席在場，我來談個建議，
希望能放活民間資本，盡

快啟動實施溫州金融改革試點。」
5日下午舉行的十一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浙江代表

團全體會議上，在審議總理溫家寶所作的《政府工作
報告》時，趙洪祝代表話鋒一轉，向前來聽取討論的
銀監會主席尚福林 「說起了心裡話」。

「浙江經濟發展，主打的就是 『民』牌。為什麼
要放活民資？首先因為民營經濟從生成的那天開始，
就沒有離開過民間資金拆借。」趙洪祝說， 「民資拆
借在浙江太普遍了，親朋好友之間，一個電話打來，
你要多少，兩百萬元，再談談利息多少，這樣就成了
，連字據都不立。但現在民資已經是一個比較大的量
，如果不監管好，特別是碰到金融危機，就容易出問
題。」

「我再補充一個數字，現在有600萬浙商在省外，
150萬浙商分布在世界各地。現在的浙江尤其需要加大
金融改革力度，而且盤活民資的意義應該遠遠不止局
限於浙江。」夏寶龍代表說。

融資成本吞噬利潤
娃哈哈集團董事長兼總經理宗慶后代表用一組數

據對比來說明問題。 「看看現在的融資成本，林林總
總加起來，年利息能達15%到20%，但傳統製造業的實
際利潤往往在3%到5%之間，金融業不放開，各大銀行
賺得盤滿缽滿，製造業的日子越來越難過。」

「更要命的問題是，即使付出這麼高的融資成本
，民營中小企業仍然很難從銀行貸到錢。」正泰集團
董事長南存輝代表接過話說，全國工商聯近日發布的
一份報告顯示，90%以上的中小企業難以從銀行獲得貸
款，62.3%的中小企業融資來自民間借貸。

一番發言打開了在座其他代表的話匣子，代表們
踴躍談論之間還提供出兩組數據：

——到 2011 年底，浙江省存款總量突破 6 萬億元
，貸款餘額超5萬億元。而目前浙江全省大約有320萬
家企業，除了個體工商戶，純粹的民營企業也有72萬
戶，這些企業需要資金，需要民間資本。

——即使去年經濟發展環境惡劣，整個銀行業在
浙江的不良貸款率也只有0.93%，已經是國際先進水準。

「從數字來看，浙江已經具備了民間資本 『浮』
上來發展的條件。」台州市委書記陳鐵雄代表說，
「中小企業活則經濟活。當前發展實業的目的是保民

生、保發展，同時也要保穩定。應當加大幫扶力度。」

開關有序 水暢其流
發言中，代表們把民間資金比作是水——萬物生

長都離不開水，用得好了，可以滋潤萬物，用得不好
成為洪水，也能沖毀一切。當下應該做的是把水疏導
起來，建水庫、建水渠，再建個閘門，開關有序，讓
水流到該去的地方。

儘管尚福林並未當場作出回應，但一場關於 「放
活民資壯大實體經濟」的討論持續了大半個下午，充
分而熱烈。 新華社

本報記者 鄭曼玲

「我參加工作已整整45年，其中在甘肅時的印
象最為深刻，因為從 26 歲到 40 歲，是一個人成長
最重要的時期。」

中國總理溫家寶 6 日來到甘肅代表團，同代表
們一起審議政府工作報告。

45年前，溫家寶從北京地質學院被分配到甘肅
酒泉，一幹就是14年。他表示，自己對甘肅的山山
水水都非常有感情， 「特別是這些年，年紀越大，
惦記和思念的心情就越強烈。」

今天的討論中，每當有代表提及具體地區，溫
家寶總能迅速說出當地的自然環境特點。

第一個發言的是保安族代表馬曉琴，她希望能
改善東鄉縣的道路問題。這讓溫家寶回憶起一件印
象深刻的往事。

在一次從東鄉前往蘭州的路上，溫家寶走入一
戶農民家中。女主人是一個盲人，屋子卻收拾得特
別乾淨。當溫家寶問她有什麼要求時，這位女主人
拉着溫家寶的手說，想讓自己的孩子上希望小學，
將來不做個 「睜眼瞎」。

說完這個故事後，溫家寶繼續了馬曉琴的話題

。他表示，路對少數民族尤其關鍵，沒有通路的偏
遠山區要盡快通路，還應發展職業教育讓孩子們能
夠就業。

隨後溫家寶提到了扶貧、災後重建等多項民生
話題。他強調， 「不能把民生工程搞成脫離實際的
形象工程」。

來自西北師範大學的劉基提出要將甘肅建成文
化大省。當他說起《讀者》已成為亞洲最大刊物之
一時，溫家寶插話說， 「我還訂了一本」。

溫家寶表示，甘肅雖然是貧困地區，但有深厚
的文化底蘊。他提到甘肅境內的幾個著名古遺址，
並表示自己最惦記生態環境問題， 「一定不要讓敦
煌成為第二個樓蘭。」

溫家寶詢問說，他在酒泉生活時，出城就能看
見一大片濕地，不知現在還有沒有？

看到有代表搖頭，溫家寶表示，河西走廊的生
態環境十分關鍵，他對坐在不遠處的水利部長陳雷
強調，黑河調水工程要避免破壞河西走廊的生態環
境。

兩個多小時的討論時間不知不覺過去，代表們
排起長隊等待和總理握手話別。溫家寶說， 「能跟
大家討論，心裡非常高興。」

中新社

【本報記者扈亮、喬輝北京六日電】2011 年，中
國政府將農村貧困線標準大幅提高至2300元，在國家
制定新標準的同時，內蒙古自治區亦將其標準提升至
3100 元。內蒙古自治區黨委書記胡春華今天在兩會團
組開放日上表示，內蒙古制定上述標準參考了國際通
行標準，希望通過5到10年努力，在2020年解決所有
人的脫貧問題。

胡春華解釋說，內蒙古扶貧標準高於全國平均扶
貧標準，一是參考了國際通行的標準，另外也是從內
蒙古地處高寒，生活費用比較高的實際出發。在此標
準下，自治區的貧困人口將達到266萬。

胡春華指出，2011年，內蒙古人均GDP達到8900

美元，在明年或者後年，人均GDP將超過1萬美元。
在此情況下，如果還存在這麼大量的貧困人口是說不
過去的，希望用5-10年時間解決貧困問題。到2015年
解決 150 萬人的脫貧問題，貧困人口平均收入達到
3000元，2020年解決所有人脫貧問題，人均收入達到
6000元以上。

他介紹，內蒙古將採取四方面措施實現上述目標
。繼續加大投入改善生產生活條件，自治區扶貧專項
資金提高至2012年度20億元；鼓勵農牧民向第二、第
三產業轉移；對於部分自然條件比較惡劣，不太具備
生存發展條件的地區實行搬遷；對於喪失了勞動能力
的貧苦人口，採取社會保障的方式解決貧困問題。

【本報記者王志民、鄭曼玲北京
六日電】定位相似是否會引發香港、
上海兩地惡性競爭，六日下午全國
人大上海團開放團組會上，上海市
委書記俞正聲在回答大公報記者的
提問時強調，滬港之間完全可以互相
協作支持，找到自己的位置，不會造
成內耗。

對於上海、香港均將國際金融中
心、國際航運中心作為發展目標，外
界擔心較為相似的定位容易引發兩地
惡性競爭，俞正聲表示，沒有感受到
滬港之間出現內耗現象。香港的離岸
人民幣業務有了很大的發展，已經成
為國際上離岸人民幣交易中心，而上
海目前還只是國內的金融中心，希望
能在未來建設成為國際金融中心，
「中國這麼大，一個在南邊，一個在

北邊，兩地會找到自己適當的位置，
互相協作，互相支持，共同為中華民
族的發展繁榮作出貢獻。」

有媒體問及滬港兩地在文化領域
的合作，上海市長韓正表示，2003 年
他 與 時 任 特 首 董 建 華 先 生 簽 訂 了
CEPA 框架合作協議，一個多月前又
和現任特首曾蔭權先生簽訂了經貿合
作協議，這裡面有很大一部分內容就
是關於滬港文化方面的交流。韓正表
示，非常願意在適當時候再次訪問香
港，促進兩地間的溝通合作。

溫家寶憶溫家寶憶最重要最重要1414年年
特寫

▲六日，總理溫家寶來到全國人大甘肅代表團，同代表們一起審議政府工作報告。會議結束後，代表向
溫家寶贈送玉米 中新社

◀六日，中國國
家副主席習近平
來到參加十一屆
全國人大五次會
議的浙江代表團
駐地看望人大代
表。圖為習近平
（中）與國務院
副 總 理 張 德 江
（左）在代表團
駐地門口交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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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蒙古提升扶貧標準

▲六日，上海代表團舉行全體會議審議政府工
作報告。上海市委書記俞正聲、市長韓正會議
開始前傳閱會議簡報 中新社

胡春華：2020所有人脫貧

▲六日，內蒙古代表團舉行全體會議審議政府工
作報告，內蒙古自治區黨委書記、人大主任胡春
華（左）笑對蜂擁而至的媒體提問 中新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