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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訊
（記者 馬曉芳）第十一屆全國政
協常委、大連萬達集團董事長王健
林指出，民營企業受到的轉型壓力
是巨大的，民營企業也決定了中國
經濟轉型能否成功。民企轉型成
功，能夠產生許多真正的巨型企業
和跨國企業，最終引領中國經濟轉
型成功。

民企轉型壓力最大
王健林在「中國企業領袖年會」

上說，民營企業的轉型升級從十多
年前就已提出，最近轉型升級壓力
格外迫切，壓力最大。國有企業，
特別是壟斷的央企佔據了最好的資
源，如電信、銀行、資源類、保險
類，基本都被國有企業壟斷或佔據
絕對優勢。民營企業由於歷史原

因，大多數集中在製造業，有相當
一部分在勞動密集型的低端製造業
和低端服務業，污染比較嚴重，附
加值很低。

對民企轉型有信心
王健林指出，中國民營企業佔企

業總數90%以上，佔GDP的份額接
近60%，勞動崗位佔所有勞動崗位
的80%，已成為國民經濟主力軍。
民營企業決定了中國經濟是否能夠
轉型成功。
民營經濟從夾縫當中生存起來，

歷次調控，歷次經濟風波，民營企
業受打擊最大但是復甦也很快。三
中全會對民營企業是最大利好，加
之民營企業天生具備自我發展、自
己求生存的動力，他相信民營企業
定能轉型成功。

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
刊訊（記者 馬曉芳）在
「中國企業領袖年會」上全
國政協委員、新奧集團股份
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王玉鎖
指出，互聯網能源是發展趨
勢，網絡化逐漸取代壟斷
化，是對能源的一場革命，
20年內這一顛覆性革命將出
現。
王玉鎖指出互聯網能源有

三大特點。第一，可再生能
源將出現分佈式利用，會減

少長距離的運輸配送，提高能源利用效率。第二，氣體能
源對分佈式能源的適用性很強，可以靈活，貼近市場和消
費終端，能成為可再生能源的儲能種子。氣體能源因終端
的使用，將氣、電、熱能結合起來，使能源效率提高到
85%以上，甚至能達到90%。第三，能效管理系統將可再
生能源和化石能源融合在一起，適應客戶的各種需求進行
調節。
王玉鎖表示，當分佈式能源已進入千家萬戶，千廠萬

店，深入人心時，就會呼喚互聯網能源的到來。分佈式能
源的網絡建立起來後，基本就已去中心化，集中式能源佔
比已逐漸減少，網絡化逐漸取代壟斷化。互聯網能源的出
現是能源的一場革命，也是一個最好的環境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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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訊（記
者 何凡）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
農工黨中央主席陳竺日前在第八屆中
國生態健康論壇上指出，加快生態文
明建設，制度建設必須先行。他
建議，可考慮建立生態文明建設的縱
向、橫向協調機制，如設立國家生態
文明建設領導小組、建立陸海統籌的
生態系統保護修復和污染防治區域聯
動機制等，以進一步明確各方職責分
工，形成部門和地區工作合力。
陳竺表示要繼續探索實施大部
制改革，進一步整合加強生態環
境工作職能，明確有關部門在生
態文明建設中的關鍵地位；要合
理劃分中央與地方的生態保護事
權，凡屬於跨越區域、流域和國
界的生態環境問題，以及危害較
大和影響深遠的生態環境問題，
由中央政府負責，而地域性的環
境問題，則由當地政府來執行，
中央政府負監督和指導職責。

宜完善生態文明建設考核制
「推動生態文明建設，絕不是

環保部門一家的事情，而是要在
包括綜合決策部門和經濟管理部
門在內的各部門樹立觀念。」陳
竺強調要把生態文明建設放在突
出位置，使之融入經濟建設、政
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各
方面，形成完整的體系；完善生
態文明建設體制，建立生態文明
的決策、執行、監督和社會參與
機制；提高決策的綜合性與系統
性，實行生態文明的分區、分
類、分級、分段管理，加大經濟
激勵工作力度，完善生態文明建
設評比考核制度與社會參與制
度。
中國生態健康論壇自2004年創

辦至今已舉辦八屆，現已成為農
工黨的一個品牌活動。

■第十一屆全國政協常委、大連萬
達集團董事長王健林。記者王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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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政協常委籲探索「環保警察」

■農工黨中央專職副
主席何維。

記者何凡 攝

地產大佬隔牆頻打口水仗

王健林：民企轉型事關中國經濟轉型成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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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率市場化
商業銀行臨生死戰

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訊（記者 馬曉

芳）全國政協委員、香港永隆銀行董事長馬蔚

華在「中國企業領袖年會」上發言指出，利率

市場化對傳統銀行是一個重大的考驗，經過這

場洗禮，中國將會出現更多能夠在市場中競爭

的商業銀行。

關鍵一戰：資金價格市場化
馬蔚華強調，三中全會指出凡是能由市場形成價格的

都交給市場，金融界對此已翹首企盼多年。改革開放30
多年後，幾乎所有的商品和服務都已完成市場定價，只
有資金的價格還在管制中。所以，落實三中全會的市場
決定就是要實現利率的市場化和匯率的自由化。
普通商業價格影響的只是一個市場的局部均衡，金融

市場作為重要的生產要素，它的市場和價格機制定會影
響整個社會資源的配置。要深化改革，加快市場經濟的
進程，資金價格的市場化將是非常關鍵的一場攻堅戰。

開放利率：挑戰多風險大
馬蔚華指出，國際經驗表明開放存款利率具有重大決

定性意義，也飽含挑戰和風險。現在中國已基本具備推
進利率市場化的基礎條件，如社會的資源配置，市場化
的機制正在形成，宏觀經濟較穩定，商業銀行經過改制
上市也正在成為真正的商業企業，金融市場包括監管的
體制也在不斷完善，這些均是有利條件。

「但開放利率仍面臨很多挑戰。」馬蔚華表示，改革
阻力越來越大，中國的銀行業實際是處於政府隱性保險
制度的保護之下，缺少合理的退出機制，還沒有一個完
全可以進行貨幣調節的國債和票據市場。金融企業的管
理還有很大的提高餘地。

中小銀行：一場浴火重生的洗禮
馬蔚華指出，對於長期處於利率保護的商業銀行來

說，利率開放是一場生死挑戰，一場浴火重生的洗禮。
利率市場化，首先是盈利受到衝擊，其次是負債成本上
升。中小銀行在利率市場化過程中受到的挑戰遠比大銀
行更嚴峻。
中小銀行要加快業務結構的調整，要發展零售業務，

這將有利於銀行穩定存款和其他的業務。同時大力發展
小微企業，不僅能節約資本，且能提高利率的上浮程
度。要鍛煉員工應對風險，應對利率市場化經營的本
事。降低經營成本，大力開展流程改造。按照互聯網的
思維和經營方式改造傳統銀行的經營方式。

籲出台適應利率市場化的政策條件
馬蔚華指出，中國的商業銀行還需有適應利率市場化

的政策條件，如應修改商業銀行網，支持商業銀行在新
環境下開展綜合化經營。推出存款保險制度和金融機構
破產制度，適應利率市場化帶來的衝擊。要大力建設債
券市場，這是中央銀行在利率市場化條件下公開進行市
場調節的重要基礎。進一步完善基準利率的建設體系，
保持穩健、中性的貨幣政策。

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訊（記
者 何凡）全國政協常委、副秘書
長，農工黨中央專職副主席何維在
此間指出，生態文明制度建設的核
心環節應是法制化建設，以體現法
律的剛性約束和改革的頂層設計。
他表示，應加大環境執法力度，可
逐步探索環保警察的做法，並在總
結經驗、條件成熟後推廣。

何維表示，目前內地環境執法力
度較差，環境違法成本較低，法律
並未賦予環保部門強制執行權，使
環境監管難以真正起到震懾違法行
為的作用。需要進一步強化環保實
績考核，落實各級各部門環保責
任，實行行政問責制。依法授予環
保部門強制執行權，加大環保執法
檢查力度和違法懲處力度。

他舉例說，德國設立了環保警
察，除通常的警察職能外，還具有
對所有污染環境、破壞生態的行為
和事件進行現場執法的職責。而9月
18日，中國首支環境安全保衛總
隊——河北省公安廳環境安全保衛
總隊成立，標誌公安與環保部門
打破行政執法壁壘，實現行政執法
與刑事司法的有序銜接。

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訊（記者 馬曉
芳）此次「中國企業領袖年會」論壇上，房地
產和城鎮化依然當仁不讓成為熱門話題，與會
嘉賓也根據自身經驗，各抒己見，口水仗隔牆
亦不斷，仁者見仁智者見智。

中國房地產還能活多久？
王健林：20年後房地產市場將倒
任志強：一手房少不等於樓市倒
第十一屆全國政協常委、大連萬達集團董事
長王健林特別指出，中國真正的房地產市場就
是20年，真正改革是1998年朱鎔基總理提出
的改革後才有真正的市場。他表示，房地產市
場高速成長時期就10年左右，可能還維持一個

勻速的平衡發展階段，並估計「從現在算起15
到20年，這個市場就倒了」。
他預計，15至20年後，中國人口75%變成

市民，農民大概只有20%左右，城市化進程基
本完成，中國的工業化也基本完成。屆時房地
產市場規模將大幅度衰減。房地產企業也將減
少至幾百家。
對此觀點，北京市第十一屆政協委員、知名

地產商任志強則在微博上回應：「一手房少
了，不等於樓市倒了。」

新型城鎮化是不是「偽城鎮化」？
胡葆森：新型城鎮化關乎國家穩定
任志強：新型城鎮化就是蒙人
第十屆全國政協委員、建業地產股份有限

公司董事長胡葆森在談到新型城鎮化時表
示，新型城鎮化關乎國家的長治久安，關乎
國家的穩定，新型城鎮化是與國家命運聯繫
在一起的。新型城鎮化一個是要把制約城市
發展的土地從農民手裡解放出來，與此同
時，城鎮化最終問題是要讓農民進城，實現
城鄉一體化。

而對於城鎮化，在年會的「城鎮化與增長動
力」論壇上，任志強延續了他的犀利風格，力
表異議。他指出歷史上從來沒有新型城鎮化和
舊型城鎮化的劃分，新型城鎮化就是欺騙人。
城鎮化的實質就是收入來源於城市還是來源於
農村。中國以人的居住地點為城鎮化的城鎮
化，就叫偽城鎮化。
任志強說，人的城鎮化不是居住的城鎮

化，而應是收入的城鎮化和公共資源分享的
城鎮化。居住地在哪並不重要，但非農就業
與社會保障非農化很重要。新農村建設中的
城鎮化如果不能解決就業與收入依賴於一
產，則不能稱為城鎮化。偽城鎮化正在於大
量非戶籍人口的收入和保障，公共資源分享
非城鎮化。
關於如何推動真正的城鎮化，任志強說，首
先要開放市場，把限制市場條件的問題取消，
市場自然可發展起來。其次放開戶籍限制，
「農民的戶口你也得放開，讓它市場化。我們
的第一部憲法是允許農民有遷徙權利，你要還
給農民遷徙權利。只要你把人權問題解決好
了，剩下的問題自然就能解決了。」

■北京市第十一屆政協
委員、知名地產商任志
強。 本報北京傳真

■第十屆全國政協委
員、建業地產股份有
限公司董事長胡葆
森。 記者王 攝

■全國政協委員、新奧集團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王
玉鎖。 記者王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