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世紀80年代，率先從浙
江溫州喊出「四千精神」，意指
「走遍千山萬水，想盡千方百

計，說盡千言萬語，吃盡千辛
萬苦」 ，是江浙商人闖市場的
生動寫照，成為創業的寶貴精
神財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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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訊】記者張帥北京報道：
「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在浙江和江蘇
發展個體經濟的時候，提出來四 『千』
精神：走遍千山萬水，想盡千方百計，
說盡千言萬語，吃盡千辛萬苦。」 3月13
日，李強總理在記者會上對廣大民營企
業家說，雖然現在創業條件、環境發生
了很大變化，但是當時那種篳路藍縷、
披荊斬棘的創業精神是永遠需要的。

李強稱，時代呼喚廣大民營企業家
譜寫新的創業史。經濟發展有它內在的
客觀規律，也依賴客觀條件，但也需要
很強的人的主觀能動性。民營企業家一
定要進一步弘揚優秀企業家精神，堅定
信心再出發。雖然現在創業條件、環境
發生了很大變化，但是上世紀八九十年
代當時那種篳路藍縷、披荊斬棘的創業
精神是永遠需要的。

「白天當老闆晚上睡地板」
江浙是中國民營經濟發展最發達的

地區，尤其是在李強總理的家鄉浙江，
非公經濟在GDP總量中的佔比高居全國
第一。江浙商人以 「四千精神」 聞名於
世， 「走遍千山萬水，想盡千方百計，
說盡千言萬語，吃盡千辛萬苦」 ，篳路
藍縷、披荊斬棘，成為中國最受矚目的
商業群體之一。

大公報記者採訪中了解，和 「四千
精神」 一樣，江浙地區還流傳另外一句
創業名言： 「白天當老闆，晚上睡地
板！」 創業創新從來不易，篳路藍縷，
以啟山林，中國民營企業家艱苦付出，
使得今天民營經濟成為推動經濟高質量
發展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

當日，李強在記者會上強調，兩個
「毫不動搖」 是中國基本經濟制度的重
要內容，是經濟的長久之策，過去沒有
變，以後更不會變。政府各級幹部要真
誠地關心民營企業發展，要與民營企業
家交朋友，構建親清政商關係，帶頭營
造尊重企業家、尊重創業者的良好氛
圍， 「相信在時代新征程上，我們廣大
民營企業家一定會譜寫出更加輝煌的新
的創業史。」

中國經濟前景：長風破浪 未來可期
四套組合拳深化改革開放 推動高質量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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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3日上午，在十四屆全
國人大一次會議閉幕後，國務
院總理李強在人民大會堂三樓
金色大廳出席記者會並回答中
外記者提問。李強表示，將始
終牢記 「人民政府 」 前面的
「人民」 兩字，扎扎實實辦好
每一件民生實事，集中力量推
動高質量發展，堅定不移深化
改革開放。他用 「長風破浪，
未來可期」 八個字概括中國經
濟前景，稱今年將打好宏觀政
策、擴大需求、改革創新、防
範化解風險四套 「組合拳」 ，
堅持穩字當頭、穩中求進，推
動經濟運行整體好轉。

大公報記者

張帥北京報道

◀3月13日，十四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
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行記者會，國務院
總理李強就中國經濟發展回答中外記者
提問。 大公報攝

我們任何時候都必須始
終牢記人民政府前面的 「人民」 這
兩個字，扎扎實實辦好每一件民生
實事。客觀地講，絕大部分老百姓
不會天天盯着看GDP增長了多少，
大家更在乎的是住房、就業、收
入、教育、就醫、生態環境等身邊
具體事。政府工作就是要貼近老百
姓的實際感受去謀劃、推進，真正
做到民有所盼、政有所為。

總理強音

我們任何時候都必須
始終牢記人民政府前面的
「人民」這兩個字，扎扎實
實辦好每一件民生實事。

資料來源：人民日報

李強表示，新一屆政府的工作，就是要把中共中央的決策部
署貫徹好、落實好，把中共二十大擘畫的宏偉藍圖變成施工圖，
與全國人民一道，一步一個腳印把宏偉藍圖變成美好現實。今後
工作中，第一是牢固樹立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任何時候都
必須始終牢記 「人民政府」 前面的 「人民」 這兩個字，扎扎實實
辦好每一件民生實事，貼近老百姓的實際感受去謀劃、推進，真
正做到民有所盼、政有所為。

「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已經取得了巨大成就，經濟總量穩居世
界第二，但發展還不平衡、不充分。任何一個總量指標，分攤到
14億多的人口基數上，人均水平都比較有限。」 李強稱，現在發
展更多地只是解決 「有沒有」 的問題，下一步需要更加重視解決
「好不好」 的問題，特別是提高科技創新能力、建設現代化產業
體系、推動發展方式綠色轉型等。總的來說，要完整、準確、全
面貫徹新發展理念，加快構建新發展格局，着力推動高質量發
展。

李強並強調，將堅定不移深化改革開放。改革開放是決定當
代中國命運的關鍵一招，在推進中國式現代化、在實現第二個百
年奮鬥目標的歷史進程中，還是要 「吃改革飯、走開放路」 。要
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方向，堅持高水平對外開放，在深化
改革開放中不斷增強發展的動力和活力。

實現約5%增長不輕鬆
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和全球經濟主要增長引擎，中國經濟

走勢受到廣泛關注。李強表示，今年世界經濟形勢總體不容樂
觀，不穩定、不確定、難預料因素比較多，如何穩增長對世界各
國都是一個考驗。今年，中國經濟預期增長目標定為5%左右，
這是綜合考慮各方面因素後確定的， 「當然，中國的經濟總量已
經突破120萬億元，基數很高，加上今年的新挑戰不少，要實現
5%左右的增長，並不輕鬆，需要倍加努力。」

李強明確指出，今年中國經濟政策的基本取向是堅持穩字當
頭、穩中求進，推動經濟運行整體好轉。穩，重點是穩增長、穩
就業、穩物價；進，關鍵是在高質量發展上取得新進步。要打好
宏觀政策、擴大需求、改革創新、防範化解風險四套 「組合
拳」 ，有的還會根據實踐需要不斷充實、調整和完善。

經濟全面回升態勢明朗
「從最近兩個多月情況看，我國經濟運行出現了企穩回升態

勢，一些國際組織也調高了今年中國經濟增速的預期。對中國經
濟的前景，我想用八個字來概括，就是 『長風破浪，未來可
期』 。對此，我充滿信心。」 李強說得鏗鏘有力。

內地專家指出，從去年下半年開始，中國宏觀調控政策已從
保經營主體轉向了拉動內需，疊加今年宏觀調控政策繼續加力提
效，將有利於拉動經濟。2月份中國製造業採購經理指數
（PMI）錄得52.6%，創下130個月新高，表明市場主體對今年
經濟充滿信心，經濟全面回升態勢明朗。

出自唐代著名詩人李白的《行路難．其
一》 「長風破浪會有時，直掛雲帆濟滄海」 ，
意指堅信乘風破浪的時機定會到來，到那時，
將高高掛起雲帆，在滄海中勇往直前，遠渡碧
海青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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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這裏特別想跟農
民朋友們說句話，政府所

有支持糧食生產的政策只增不減，鼓勵大家
多種糧，確保14億多中國人的飯碗牢牢端在
自己手中。」 國務院總理李強表示，中國糧
食產量連續8年超過1.3萬億斤，總體上糧食
安全是有保障的，將抓住耕地和種子 「兩個
要害」 ，不斷提高糧食生產能力。

過去五年，中國完善糧食生產支持政
策，穩定種糧農民補貼，合理確定稻穀、小

麥最低收購價，加大對產糧大縣獎勵力度，
健全政策性農業保險制度。加強耕地保護，
實施黑土地保護工程，完善水利設施，新建
高標準農田4.56億畝。推進國家糧食安全產
業帶建設。

根據政府工作報告，今年將繼續穩定糧
食播種面積，實施新一輪千億斤糧食產能提
升行動。

李強稱，中國是一個農業大國，現在還
有近5億人常住在農村，沒有農業農村現代

化，社會主義現代化是不全面的， 「要通過
深化農村改革來促進鄉村振興，廣大農民是
鄉村振興的主體，必須充分調動他們的積極
性，要讓他們積極參與改革，並更好分享改
革發展成果。」

他並強調，中國地域遼闊， 「十里不同
風、百里不同俗」 ，要因地制宜，打造各具
特色的鄉村風貌，保護和傳承好地域文化、
鄉土文化，不能千村一面。

大公報記者張帥

四千精神勉民企披荊斬棘

今年全國兩會，讓民
營經濟、民營企業，感受

到了強勁的 「好聲音」 與充沛的 「正能
量」 。李強總理的記者會 「首秀」 ，再度凸
顯了這一點。

曾經長期在民營經濟比較發達的地方工
作，讓李強對民企的所思、所盼、所急，有
着深切的了解。無論是信手拈來的「四千」精
神等典故，還是「尊重創業者、尊重企業家」
的承諾；無論是旗幟鮮明地對那些關於民企
的不正確言論說 「不」 ，還是語重心長地激
勵民企「堅定信心再出發」「譜寫創業史」，都
充分表達了新總理對民企的深情厚愛。

高層坦率、真誠、平實的表態，對症下
藥，為民企服下 「定心丸」 ，撫平了焦慮，
廓清了迷霧，提振了士氣。而這顆珍貴的

「定心丸」 的兩面，一面是來自高層的真
心、暖心，一面是民企的信心、恆心。這是
一個有機轉換、良性互動的過程。在當下，
更有着別樣的新意。

正如李強總理所言： 「經濟發展有其客
觀規律，也依賴客觀條件，但更需要很強的
主觀能動性。」 一方面，政府需要為民營企
業發展營造市場化、法治化、國際化營商環
境，平等對待各類所有制企業，依法保護企
業產權和企業家權益，促進各類經營主體公
平競爭。通過這些 「組合拳」 ，為民企敢闖
敢試擔當堅強後盾。同時，中國經濟韌性
足、活力強、空間大，則為民企創新創業提
供了廣闊平台。

另一方面，民企自身在新起點上應有新
作為。當前，國家進入新時代，中國式現代

化邁向新征程。經濟進入新常態，隨着發展
動能轉換、經濟結構升級、科技創新迭代，
新領域、新業態也不斷湧現。生產方式、價
值鏈條、經濟結構、產業格局，都在不斷調
整重構。民企發展，既要繼續傳承 「篳路藍
縷、披荊斬棘」 的創業精神，也要打破傳統
路徑依賴，跳出 「舒適圈」 ，在國家高質量
發展大局之中尋找新定位，開闢新賽道。

在稅收、GDP、技術創新、吸納就業、
市場主體數量方面佔據 「五六七八九」 地位
的民營經濟，是國家經濟的重要引擎，是社
會財富的重要來源。

今年兩會，凝聚起了聚精會神發展經濟
的高度共識，堅定了民營經濟的預期。民營
企業家譜寫新的創業史，也將同時譜寫中國
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新篇章。 馬浩亮

總理的暖心與民企的信心

「兩個毫不動搖」是我國基本經濟制度
的重要內容，是長久之策，過去沒有變，
以後更不會變。民營經濟的發展環境會越
來越好，發展空間會越來越大。

支持糧食生產政策只增不減

記者會要點
發展環境會越來越好，發展空

間會越來越大民
營
經
濟

我這裏特別想跟農民朋友們說句話，
政府所有支持糧食生產的政策只增不減，
鼓勵大家多種糧，確保14億多中國人的飯
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確保14億多中國人的飯碗牢牢
端在自己手中糧

食
安
全

資料來源：人民日報

時政透視

▲在黑龍江省佳木斯市郊區鄉村的棚室內，
村民展示準備移栽的西紅柿秧苗。 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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