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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會看點
十二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

10:00am

全天

「經濟社會
發展情況和 『十三五』 規劃《綱要》
」 的相關問題回答中外記者的提問

● 國家發改委主任徐紹史就

●代表小組會議，審議政府工作報告

全國政協十二屆四次會議
3:00pm
新華社

全天

● 厲以寧、陳錫文、易綱、常振明、許

家印等政協委員就 「適應引領新常態
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進行討論
●委員小組會議，討論政府工作報告

李克強：今年啟動深港通
港財經官員：萬事俱備待東風
十二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5日在北京人民大會堂開幕，李克強作政
府工作報告，在報告的2016年重點工作部分， 「適時啟動 『深港通』
」 列入 「深化金融體制改革」 的工作內容當中。中國證監會主席劉士
余也表示， 「深港通」 就是今年的任務。香港業界亦認為 「深港通」
政策有利香港及深圳兩地的資本市場發展，應盡快推出。
大公報記者王嘉傑北京報道
▲

張德江主持全國人大會議開幕式 新華社

李克強在政府工作報告提到，要深
化金融體制改革；深化利率市場化改革
；以及深化國有商業銀行和開發性、政
策性金融機構改革，發展民營銀行，啟
動投貸聯動試點。同時，推進股票、債
券市場改革和法治化建設，適時啟動 「
深港通」；並且建立巨災保險制度；規
範發展互聯網金融等。

港人可買賣新三板股份
全國政協委員、香港廣西社團總會
會長鄧清河就在5日下午的香港政協小組
會議上特別提到 「深港通」的推出如何
有利內地與香港。他表示， 「深港通」
的推出，有利內地參考香港的監管條例
，以改善其監管制度；同時香港的投資

▲

一圖讀懂 政府工作報告
1. GDP 增 速 6.9% ， 在 世 界
主要經濟體中位居前列。

者亦可透過 「深港通」買賣深圳的新三
板的，這些在香港所沒有的企業股份。
鄧清河又指出， 「深港通」的落實
將反映本港及內地進一步互聯互通，意
義重大，希望有關政策愈快推出愈好。
另外，同樣受外界關注的註冊制改
革，卻意外 「缺席」政府工作報告。與
之相應的是，防範金融體系風險被提到
相當的高度。同日公布的 「十三五」規
劃綱要草案僅表示， 「創造條件實施股
票發行註冊制。」
全國政協委員、前財政部財政科學
研究所所長賈康認為，註冊制改革沒寫
入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意味着政策實
施需要暫緩，推出時間仍需斟酌。他指
出 「凡是寫入報告的都是要抓落實的，
沒寫的就是要重新考慮的。」劉士余表
示，目前首要任務就是監管，強調只有
監管才能保證改革的措施順利實施，因
此註冊制改革很可能不會在今年落地。

2. 服務業在GDP中的比重上
升到50.5%，首次佔據 「
半壁江山」 。

2015年
工作回顧

3. 消費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
達到66.4%。

4. 全國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實 際 增 長 7.4% ， 快 於 經
濟增速。

5. 實際使用外資1263億美元
，增長5.6%。

財赤2.18萬億 建國以來最高
【大公報訊】記者賀鵬飛北京報道
：面對經濟下行壓力，中國今年將加大
積極財政政策的力度，將財政赤字的規
模從去年計劃的1.62萬億元（人民幣，下
同）提高至2.18萬億元，創下1949年以來
之最。赤字率也提高到3%，首次觸及歐
盟提出的赤字率紅線。
其中，今年擬安排中央財政赤字1.4
萬億元，地方財政赤字7800億元。財政
赤字總規模比去年增加了5600億元。赤
字率也較去年提高了0.6個百分點。國務
院總理李克強強調，中國財政赤字率和
政府負債率在世界主要經濟體中相對較

1. 2020 年 GDP 和 城 鄉 居 民
人 均 收 入 比 2010 年 翻 一
番。

2. 年 均 GDP 增 速 保 持 在
6.5%以上。

「十三五」
規劃

低，今年安排3%的赤字率 「是必要的、
可行的，也是安全的」。
歐盟制訂的《馬斯特里赫特條約》
將3%的赤字率設為國際警戒線，但去年
以來，中國財政部部長樓繼偉和副部長
朱光耀均曾對這一標準提出質疑。央行
調統司司長盛松成上月亦撰文指出，可
將中國財政赤字率提高到4%。
全國政協委員、著名財稅專家賈康
接受大公報採訪時認為，近幾年中國赤
字率從2%以下提高到3%，未來如果有必
要的話還可以繼續提高，但需要相機而
行。

福建省一村莊村民在觀看兩會
電視轉播
新華社

「深港通」的概念早於 「滬港通」
落實後不久就被提出，李克強更在去年
初就指出有 「滬港通」後就應有 「深港
通」，當時市場普遍預期 「深港通」會
在去年推出。不過，A股在去年中出現大
瀉後，即使本港的財經官員多次強調已
準備就緒，僅待監管批准，卻再也沒有
進一步實施消息。而 「深港通」出現在
政府工作報告，或會帶來新的轉機。
其實落實 「深港通」對於國家的意
義，亦可在今次的政府工作報告中看得
出來。在出現 「深港通」一詞的段落中
，先提及到需完善金融監管制度，以及
推進股票市場改革及法治化建設。之後
才提到適時啟動 「深港通」，反映在中
央看來， 「深港通」是有助完成以上兩
項的改革。

▲

完善金融監管股票改革

第十二屆全國
人民代表大會第
四次會議5日開幕
。圖為代表們認
真聽會
新華社

3. 科技進步對經濟增長的貢
獻率達到60%。

4. 高鐵營業覆蓋80%以上的
大城市。

5. 地級及以上城市空氣品質
優良天數比率超過80%。

6. 貧困縣全部摘帽，解決區
域性整體貧困。

總理談民生 掌聲久不息
全國人大會議開幕式
特稿 上，國務院總理李克強所
作的政府工作報告，共贏
得代表們44次熱烈鼓掌，
講到民生問題時，現場更是響起經久不
息的掌聲。
在主席台就座的中央高層對於報告
中涉及的改革、民生等表述亦特別關注
。當報告中談到 「人民群眾關心的醫療
、教育、養老、食品藥品安全、收入分
配、城市管理等方面問題較多」時，習
近平低下頭，身體前傾，認真閱讀起桌
面上的報告；當李克強講到 「這是一個
伴隨陣痛的調整過程，也是一個充滿希
望的升級過程。只要闖過這個關口，中

國經濟就一定能夠浴火重生、再創輝煌
」，習近平也舉起手與全場代表一起鼓
起掌來。
於主席台就座的還有不少 「涉港人
士」，包括全國政協副主席董建華、何
厚鏵，列席會議的香港特首梁振英和澳
門特首崔世安，身為主席團成員的譚惠
珠和范徐麗泰，以及為港人所熟悉的涉
港官員喬曉陽、張曉明、李飛等。他們
均對報告中的涉港內容特別關注，聽到
「全面貫徹 『一國兩制』、發揮港澳獨
特優勢、促進港澳提升自身競爭力」等
表述時，他們都顯然尤為認真，還不時
低頭用筆在報告上作筆記。
（記者鄭曼玲）

7. 人均預期壽命提高1歲。
1. GDP增長6.5%到7%。
2. 居民消費價格漲幅3%左
右。

3. 擬安排財政赤字2.18萬億
元，赤字率提高到3%。

2016年
重點工作

4. 安排地方專項債券4000億
元，繼續發行地方政府置
換債券。

5. 城鎮新增就業1000萬人以
上，城鎮登記失業率
4.5%以內。

6. 穩健的貨幣政策要靈活適
度。今年廣義貨幣M2預
期增長13%左右。

人幣匯率將維持穩定
【大公報訊】記者倪巍晨北京報道
：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強調，將繼續完
善人民幣匯率市場化形成機制，保持人
民幣匯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基本穩定。
匯率需有預期管理，政府工作報告
對人民幣匯率的表述，傳遞了 「未來人
民幣匯率將維持一定穩定」的信號。交
銀金研中心高級研究員劉健認為，合理
均衡水平是匯率市場化運作的結果，短
期內6.6可能是人民幣匯率相對均衡的水
平。
招行資產管理部高級分析師劉東亮
指出，決策層對匯率政策的定調，或表
明其有意放慢匯率市場化的推進速度，
其 中 蘊 含 了 「維 穩 」 的 政 策 意 圖 ， 但

CFETS指數推出後，市場化機制對匯率
定價的影響已無法忽視。
李克強在作政府工作報告時還表示
，今年廣義貨幣（M2）預期增長13%左
右，較去年提升1個百分點，這是該指標
近六年來首度上調。分析稱，上述表述
預示年內貨幣政策將 「穩健略偏寬鬆」
，預計2016年降準、降息依然可期。
至於貨幣政策方面，李克強強調，
穩健的貨幣政策要靈活適度，要統籌運
用公開市場操作、利率、準備金率、再
貸款等各類貨幣政策工具，保持流動性
合理充裕，疏通傳導機制，降低融資成
本，加強對實體經濟特別是小微企業、
「三農」等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