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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政協副主席、全國工商聯名譽主席黃孟復15日在三亞表示，
中國經濟經過30年高速發展後已實現轉向中速發展的軟着陸，不再具
備保持10%經濟增速的優勢，但城鎮化和13億人口內需這兩大發展
驅動力將仍可在未來20年帶動中國經濟保持7.5%至8%的增速。

【本報記者毛麗娟三亞十五日電】

「三亞．財經國際論壇」於十五日
在海南三亞舉行。黃孟復在做主題演講
時指出，依靠外需拉動增長的模式已走
到極致。未來中國經濟發展的主要動力
突出顯示在兩個方面，其一是城鎮化將
給中國經濟帶來很長一段時期的驅動力
，在城鎮化追趕世界普通水平的過程中
，巨大的需求將被激活；其次是內需
的崛起，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將刺激
對物質文化的需求，文化產業、旅遊
產業、基礎服務業將有很大的發展空
間。

政府應少依賴「組合拳」
此前，十八大報告中明確提出：

「改革的首要任務是必須要繼續推進經
濟體制改革，以經濟改革再一次突破來
帶動全面改革。而經濟體制改革的核心
問題是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係，必須
更加尊重市場規律，更好發揮政府作用
。」業界普遍預期，周末召開的中央經
濟工作會議將對未來中國經濟發展中政
府與市場的關係做進一步調整。

黃孟復表示，當前中國經濟的市場
潛力還沒有得到充分發揮，政府在宏觀
調控中的主要做法仍然是打 「組合拳」
，短期可立即見效，但長期而言抑制了
市場活力：若再次遭遇經濟下滑時就需
要更狠更重的 「組合拳」，形成不可持
續的困境。因此，政府應避免再打 「組
合拳」。

他說，市場經濟體制進一步完善的
主要目標是充分激發經濟的活力，提高

政府依靠市場手段引導經濟的作用，為
中國經濟未來20年保持7%至8%增長打
下基礎。

減少國企發展民營經濟
黃孟復說，中共十八大報告提出兩

個 「毫不動搖」，毫不動搖地發展公有
制經濟，毫不動搖地發展非公有制經
濟。目前的民營經濟已佔中國 GDP 總
量近60%，在 「十三五」或者 「十四五
」可達70%。民營經濟的發展已昭示一
個基本原則，民營經濟發展得好、發
展得快的地方，老百姓收入水平就高
。政府號召發展民營經濟還要加大力
度。

黃孟復認為，應大幅度的減少國有
企業的數量。他表示，十八大已明確提
出國有資本應更多投向關係國家安全與
國民經濟命脈的關鍵領域，未來國企數
量一定會減少，體現為三個方面：其一
是只有體現國家意志的少數領域才需要
國企；其二是國家需要但民營企業不願
進入的領域應由國企來承擔資源配置；
此外，在目前民營企業無法取代國企但
將來可以取代的領域，可暫時允許國企
存在。

黃孟復認為，要保持國家對市場的
控制力，不應當是讓國有資本控股，而
主要應是讓國有資本參股，在市場裡起
很重要的導向作用，但是以民營為主，
這就避免了國有企業的一些弊病，國有
資本的保值增值也將隨着民營資本的增
長實現。

【本報訊】據財經網報道：國務院
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吳敬璉在回答關於
「投資率和消費率的變化與人口的關係

」的問題時表示，提高消費根本上還是
要推進改革，推進改革轉變增長方式。

吳敬璉認為，儲蓄率和人口的變化
是有關係的，推進改革轉變增長方式，
這是提高消費的基礎。推進改革，轉變
增長方式，才能夠使得我們的大量的勞
動者變成了有知識、有技術的勞動者，
他們的收入才能提高，這個是一個提高
消費的一個基礎。

吳敬璉還表示，政府要有政策，包
括建立社會保障體制的建立，使得老百
姓沒有後顧之憂了，可以更多地消費，
但是此前基礎的問題一定要解決，即增

長經濟發展模式的改變。
吳敬璉說，政府是一個皮包公司，

它也不生產財富，它發錢發多了怎麼辦
？徵稅不是出路。這個問題的根本原因
在於太過依賴投資，依靠投資率不斷的
提高，經濟學包括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
基本原理告訴我們，分配的結構是由生
產結構決定的，投資在這個生產要素當
中的比重越來越高，分配給資本所有者
的所得的比重也就越來越高，資本是誰
的呢？第一是國家的。第二是國企的。
第三還有一些私營企業的，所以投資驅
動的結果，就一定是國家的收入越來越
多，企業的收入越來越多，而勞動者包
括專業勞動者他們的收入在總收入中的
比重越來越低。

吳敬璉：推改革轉增長方式

【本報訊】據中新社北京十五日消息：全國人大
財政經濟委員會副主任委員、衛生部原部長高強 15
日在北京表示，解決中國醫改難題的關鍵是調整利益
關係。

由求是雜誌社指導，求是《小康》雜誌社主辦的

「2012 第七屆中國全面小康論壇」15 日在北京開幕
。高強在會上發表了題為《對經濟和社會發展幾個問
題的思考》的主題演講。

幫助醫療人員擺脫創收束縛
高強說，多年來我們實行鼓勵醫院創收的機制，

財政對醫院的投入逐年減少，醫務人員的工資和補貼
基本上要靠服務創收來解決，這將醫護人員推到了群
眾利益的對立面，醫務人員要增加工資，群眾就要增
加負擔。現在公立縣級醫院正在改革試點，方向是正
確的，但是這只是醫改一個重要環節，而不是最終的
目標。很多地方在改革以藥養醫的同時大幅度提高醫
療服務收費標準，醫院的創收渠道由賣藥改為醫療收
入，以藥養醫可能變為以醫補醫，醫院的公益性也難
以實現。

高強表示，我們應切實增加政府對醫院的投入，
對醫院實行全口徑的收支預算，控制醫院服務收費的
不合理增長，制定符合實際的醫務人員薪酬標準，切
實保障醫務人員的工資收入，並切斷醫務人員所得與

醫療服務收費的聯繫。改革醫院收入分配制度，建立
嚴格的績效考核制度，鼓勵醫務人員多勞多得，幫助
醫務人員擺脫創收的束縛，全身心投入為人民健康服
務之中，這應當是醫改最本質的問題。

公立醫院改革是世界難題
他說，從 2009 年開始，中國進入新一輪的醫療

衛生體制改革。三年來，經過多方面的共同努力，醫
改取得了成效。隨着財政收入逐年大幅度增加，覆蓋
城鄉居民的基本醫療保障體系初步形成，基層醫療衛
生機構服務條件改善，能力提高。

「同時我們也要看到群眾最關心的公立醫院改革
還沒有開展，看病難，看病貴的問題還沒有解決。」
高強指出，大家都說醫改是一個世界性的難題，究竟
難在哪裡？他認為：一是難在協調好政府、醫院和群
眾之間的關係。二是難在既要維護醫院的公益性，又
要維護群眾切身利益。三是既要體現醫療服務公平又
要體現醫療服務效率。四是優質醫療資源嚴重不足，
與群眾不斷提高的醫療服務需求之間的矛盾。

回顧歷史分析醫改難題

眼下，按照十八大報告要
求，各地正積極加快完善市場
經濟體制和加快轉變經濟發展

方式。然而，在一些地方，結構調整和增長方式轉變
並不容易，障礙可能來自地方政府本身。此間舉行的
第七屆中國全面小康論壇上，專家指出，轉方式根本
在於轉動力，這要求政府轉變在經濟發展中的角色，
「管好應該管的事情」，為企業創造規範、公平和可

預期的環境。
「當前在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方面還存在很多問題

，最突出的是產能過剩。」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
任侯雲春指出，一些地方產業結構同質化，問題出在
政府主導經濟發展力度太大。

據工信部披露，前三季度，在有效需求不足的情
況下，鋼鐵、水泥、平板玻璃等行業產能過剩問題進

一步顯現，庫存下降緩慢，價格低位運行，產能利用
率處於較低水平。據估測，煉鋼產能利用率不足75%
，水泥產能利用率也僅在72%左右。

然而，在一些地方經濟發展方式急需轉變之時，
「由於地方政府在經濟中管制太大，使得該調整的很

難調整，企業該兼併也很難兼併」。一位了解情況的
專家如是說。

侯雲春呼籲，轉方式的根本在於轉動力，發展動
力應真正轉到各級市場主體上去，而不是讓各級政府
再充當經濟發展主導者，各級政府應積極轉變在經濟
發展中的角色。

在一些與會專家看來，政府首先要推進行政體制
改革，真正實現政企、政資、政事分開；其二要推進
財稅制度改革；此外，要推動政府體制改革， 「瘦身
、扁平化，減少公務員，減少行政層級，提高辦理效

率」。
「在經濟活動中，政府不能既是 『運動員』，又

是 『裁判員』，該出手時才出手，出手也要慎重。」
侯雲春特別強調，各級政府應 「管好應該管的事情」
，為企業創造一個規範、公平、可預期的發展環境。

值得注意的是，一些經濟發達地區政府人士對於
職能轉變已有清醒認識。廣東中山市委秘書長殷昭舉
在接受記者採訪時表示，地方經濟綜合競爭力由微觀
競爭力和宏觀競爭力組成，提升微觀競爭力須充分發
揮企業主體作用，而宏觀競爭力主要靠政府營造軟、
硬環境。

與會專家建議，促進政府職能轉變，有必要改進
政績考核辦法，要按照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全面建成小
康社會，建設和諧社會這些要求全面衡量政府業績。

在侯雲春看來，創新政府管理不僅僅是方法問題
，而且涉及政治、體制、機制方方面面，政府職能轉
變是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突
破口和着力點，應與下一步深化經濟體制改革和政治
體制改革相一致。 （新華網）

【本報記者毛麗娟三亞十五日電】中美兩國近期都選出
了新一屆國家領導人，外界普遍關注兩個世界最大經濟體將
如何應對軍備競賽、地區爭端、貿易糾紛等摩擦。在本次三
亞．財經國際論壇上，多位與會中美政商界人士呼籲，中美
應克服各自國家的內部反對來建立起一種讓中、美共同繁榮
的關係，這也是兩國的義務和責任。

經濟領域抓三件事
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副理事長兼秘書長魏建國呼籲，

中美之間在經濟領域有三件事應該抓緊推動，首先便是盡快
啟動FTA（自由貿易協定）談判。魏建國指出，美國並不願
意推動多哈回合談判，它認為中國已經從中得到了很多，因
此，避開中國試圖與韓國、日本乃至歐盟啟動FTA。其次是
中美可以考慮合作建立中美工業園區或開發區，中國已經在
世界其他國家和地區建立了大量的工業園區，同樣可以與美
國合作。第三，中美可以聯合開發資源。中國提供資金，美
國提供技術。

不過，魏建國表示，當前中美投資最大的難題是互信。
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副總裁包道格呼籲，明年九月習近平
與奧巴馬的會晤應提前到明年春夏，雙方當前迫切需要坦誠
地坐下來對話，如果中美不抓住機會重建互信機制，兩國都
將後悔。

雙方均需政策改革
美中關係全國委員會會長歐倫斯也呼籲，兩國均剛剛選

出新的政治領導人，又都處在轉型期，應克服國內各種反對
聲音繼續讓中美關係獲得進步和發展，結束中美之間這種不
信任的周期。他指，雙方需要有一些實質性的政策改革，避
免重複常說的藉口，自由貿易的協定可以談，雙邊投資的條
約也可以談。他認為，應該追隨美國前總統卡特和中國改革
開放總設計師鄧小平之前建立起來的道路，當時他們克服了
各自國家的內部反對聲音來建立起一個讓中、美繁榮起來的
關係，這是兩國的義務和責任。

歐倫斯認為，中美有很多可以立即着手推進的合作，如
對網絡攻擊的防範、核能利用、證券投資、中國國企赴美投
資以及美國基建引入中國企業等。

對於中美關係的演變，歐倫斯保持謹慎樂觀，他指，今
年的12月13日，習近平會見美國前總統卡特時發出了積極
信號：新形勢下，中美雙方要不畏艱難，勇於創新，積累正
能量，努力建設相互尊重、互利共贏的合作夥伴關係，開創
中美構建新型大國關係新局面。

【本報記者
毛麗娟三亞十五
日電】全國人大
財經委副主任委
員吳曉靈 15 日在
談到平等保護各
類所有制企業和
保護公民的合法
財產時表示，要
激發企業創新和
公民創造財富的
動力，就要對公
民的合法財產有
寬容的界定。只
要居民和企業的
經營活動是奉公
守法、正常經營、能夠給社會帶來就業和促進經
濟發展的，就不要刻意追究第一桶金的來源。

吳曉靈分析稱，我國合法財產在法律層面的
修訂明顯落後於體制改革，過去很多法律不允許
的東西現在都是符合改革方向並且符合現實的，
對經濟發展是有利的。如果拿現在的一些做法衡
量企業家當初創業時的做法，很多人都難免是有
違反法律的問題，比如在改革開放初期，對私有
制有很大的批評，很多企業在創業的時候都要
「戴紅帽子」，財產劃定的不清晰往往成為後來

產權糾紛和原罪的來源，對這些歷史的問題應用
歷史的態度去解決它。

「但是貪污腐敗絕不在保護之列」，吳曉靈
強調。她指出，嚴格執行現有的法律制度和經濟
秩序，切實保護企業和公民的財產是法治社會和
創新國家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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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應抓住機會建互信

【本報記者黃仰鵬深圳十五日電】前海被視為中國金融
業對外開放的示範窗口，目前其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的金
融改革創新目前已取得初步進展。據前海管理局負責人透露
，截至11月底，前海已完成了註冊以及正在註冊的金融業
已達到180多家，佔整個前海引進項目和企業的76%，進一
步彰顯金融產業在前海積聚的實力。

前海管理局副局長周子友日前在深圳舉行的金博會 「城
市發展論壇」上表示，12月7日習近平總書記對深圳考察首
站就選擇前海，顯示中央對前海進一步高度關注。周子友稱
，作為深港和粵港的新合作平台，前海不能採用簡單的傳統
模式，而必須通過持續高速的機制體制的創新，深入推進深
港合作，建設具有國際影響力並具有一定輻射力的金融高地
，建設成為金融改革先行先試的示範區、國際金融高端要素
的積聚區和粵港合作開放區，支持香港的繁榮穩定，為內地
金融改革開放探索新經驗。

三層次保障金融創新
周子友指出，前海金融創新需要有三個層次的保障，即

組織機制、人才機制以及金融法制環境的保護。他也表示，
區域金融改革需要協調國家多個部門，需要在中央和地方監
管和被監管中學習和協調，不過目前在中央和相關部委的支
持下，前海金融改革創新已取得初步的進展。

周子友透露，目前跨境人民幣相關辦法正在審理過程中
，而前海的股權交易中心、金融交易所等都取得積極的進展
。記者獲悉，當前人民幣國際化以及前海金融創新及區域化
金融合作，已成為境內外經濟界關注的重要話題。有參展深
圳金博會的前馬來西亞交易所執行總裁、新加坡赤壁集團顧
問團主席拿督于斯里表示，隨着東盟貿易額的增長，中國與
東盟之間有大量資金相互流動，東盟的銀行急切期盼能在中
國設點，但獲准並不是容易的事，前海或將是很好的機會。
另有參展的外商提議仿效亞洲開發銀行的模式，在前海建立
東方開發銀行。

180金融企業進駐前海

政府應轉變發展中自身角色

▲現在公立縣級醫院正在改革試點，取消藥品加
成 網絡圖片

▲前海目前已吸引了180家金融企業進駐，圖為前海管
理局在深圳金博會上設置的展示區 本報攝

▲黃孟復表示，中國經濟改革突破口在理順政府與市場關係 毛麗娟攝

▲吳敬璉認為提高消費根本上要靠改革轉變增長模式 毛麗娟攝

▲吳曉靈強調不要刻意追究
企業第一桶金的來源

毛麗娟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