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十七年後再提「企業家」
總理報告吸收黨派意見

■全國政協委員、北京漢生堂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董事長李嘉音。記者馬曉芳攝

薛亮：南京大屠殺紀念館應升格為國家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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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
人民政協專刊訊
（記者馬玉潔）
針對今年政府工
作報告中 7%的
GDP增長速度目
標，全國政協常
委、北大國發院名
譽院長林毅夫近日
表示，把增長目標
定在7%左右是合
理而且必要的，如
果將自身優勢條件
發揮出來，經濟增

速很有可能在7%之右，而不是之左。
林毅夫說，從投資來看，產業升級、基礎設施
建設都有很大的空間，在發展中解決環境問題需
要更新生產設備、改進生產方式，城鎮化的進程
也創造了很多投資機會，這些都是發達國家不具
備的優勢。同時，中國政府目前的負債率為40%
多，不到50%，加上4萬億的外匯儲備，有足夠的
財政空間進行投資建設和經濟發展。
談到中高速增長的必要性，他表示，如果經濟
增長率低於6%，很可能導致企業出現斷崖式的倒
閉崩盤，這對於保證就業率和防範金融風險都是
不利的。此外，十八大提出，2020年國內生產總
值和城鄉居民收入要在2010年基礎上翻一番，保
持一定的增長速度也將有利於兩個「翻一番」的
目標實現。

為治霾犧牲增速將使污染階段更長
林毅夫提到，現在很多人認為霧霾是發展快造
成的，因此應該犧牲速度來解決霧霾，這沒有抓
住問題的核心。他認為，製造業的發展階段，以
煤炭為主的能源結構和執法不嚴是霧霾的根源所
在。如果放緩經濟增長速度，就會減緩從低收入
的製造業階段到高收入的服務業階段轉變的速
度，受環境污染所害的階段也將更長。

■全國政協常委、北大國發院名
譽院長林毅夫。 本報北京傳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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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蒙古內蒙古
從金融層面重建「絲綢路」

地 方 動 態

天津天津
兩會兩提案獲現場協商辦理
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訊

（記者馬曉芳）由在津全國政協委
員聯名遞交的《關於強化耕地質量
保護和建設保障優質農產品有效供
給的提案》和在津全國政協委員劉
昌俊遞交的《關於應對報廢汽車相
關土地資源與環境問題的建議》列
入提案現場協商辦理。
記者近日獲悉，出席兩會的在津

全國政協委員共向大會遞交提案276
件，審查立案256件，參加小組討
論發言和聯組討論發言101人次。
會議期間，天津委員緊緊圍繞協調
推進「四個全面」戰略佈局、京津
冀協同發展、自由貿易試驗區建
設、自主創新示範區建設、濱海新
區開發開放、「一帶一路」建設、
制定「十三五」規劃等重大戰略任
務和提高社會保障水平、改善民生
等重點任務積極建言獻策。

寧吉喆揭秘：採納民主黨派與工商聯建議
面對為何今年報告會有如此新表述的追問，這位
《政府工作報告》起草組負責人說：「你們注意到
了這一點。今年2月，國務院總理李克強主持召開
座談會，在全國兩會召開前聽取各民主黨派中央、

全國工商聯負責人和無黨派人士代表對
《政府工作報告（徵求意見稿）》的建
議。當時，有在座者發言提出，宜更加注
重發揮企業家才能。總理在會上回應說，
大家的發言對做好政府工作很有啟發、很
有幫助，國務院將認真研究採納。」在之
後的報告修改定稿過程中，這句建議由此
被寫入。
記者翻閱1954年至今的政府工作報告，
「企業家」僅出現過三次。最近一次出現
是在1988年，表述是「我們歡迎有更多的
台灣同胞來大陸探親和參觀訪問，歡迎有
更多的商人和企業家來大陸做生意」。
新一屆中央政府執政以來，國務院總理

李克強已七次邀企業家作客中南海。會上傳
出強有力的聲音：中國企業興，市場旺，才
能經濟強。實現經濟持續穩定增長、向中高
端水平邁進，歸根到底要靠企業。翻看日
曆，李克強總理在中南海與企業家的七次
「相約」，時間分別為2013年的4月12日、
7月16日、10月 31日，2014年的1月17
日、7月14日、11月3日，2015年的1月26
日，過去兩年每年3次，分別安排在年初、
年中、季度末、年末和全國兩會前等重要的
時間節點。

人大代表：表述破題激發內生動力
全國人大代表、連雲港集團董事長白力

群向香港文匯報表示，企業如果持續發展
起來，中國實體經濟就不愁沒有希望，有
效抵禦經濟風險就不愁沒有辦法。「最根
本的是企業的作用能否發揮，企業的地位
能否得到重視；而再深一層講就是企業
家。很多人都把國有企業當做跳板，某種
程度上其價值體現就是要麼現在有級別，
要麼能跳進政府當副部長、部長。這次寫
入『注重發揮企業家才能』是破題，是從
價值導向方面激發內生動力。」
全國政協委員、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

主任劉世錦也指出，在市場經濟中，組織
資源的很大程度上就是要靠企業家，那肯
定要進一步發揮企業家的積極性。

今年《政府工作報告》中，在「把改

革開放扎實推向縱深」一章節，提到

「注重發揮企業家才能」。這句話是沿

襲去年底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精神

中的最新表述，也是企業家這個詞彙近

27年來在報告中首次提及。全國政協委

員、國務院研究室主任寧吉喆向香港文

匯報透露，報告此處表述，乃是充分吸

收、採納了民主黨派、工商聯提出的有

關建議。

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 記者何凡

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訊（記者楊明
奇趙勇許娣聞）全國政協委員、江蘇省國
畫院副院長薛亮近日建議，將侵華日軍南京
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升格為國家級館。
薛亮接受本報記者採訪時表示，國家公祭

活動是高規格的國事活動，但該紀念館目前
只是南京市級層面的紀念館，故紀念館在公
祭活動的組織、協調、管理等方面存在諸多
不便和瓶頸，其地位與國家公祭日活動主辦

地身份不相適應。「經過調研後，我建議將
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從南京
市屬館升格為國家館。」
他認為，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
念館在軟硬件、館藏數量及國內外知名度上
都已經具備升格為國家館的綜合條件，在世
界範圍內具有廣泛的影響力和知名度。該館
如能升格為國家館，將有利於與二戰史同類
型場館的國際間交流，早日實現與國際二戰

史主題紀念館並駕齊驅，將便捷地搭建更高
平台，從國家層面對二戰史料及歷史資源進
行進一步整合利用，牢記人類發展史中的慘
痛教訓，推進世界和平。
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是國

內唯一一座有關南京大屠殺的專史陳列館。
2014年十二屆全國人大七次會議通過決定，
將每年的12月13日設立為南京大屠殺死難
者國家公祭日。在首個國家公祭日當天，國

家主席習近平親自出席並發表了重要講話，
在全世界引起了廣泛影響。
目前，南京大屠殺紀念館已成功申報《中

國記憶遺產名錄》，正在申報世界記憶遺產
名錄。中國已有的7項《世界記憶遺產名
錄》中，尚無一項與中國近代歷史相關。薛
亮說，大屠殺紀念館升格有利於實現中央與
地方的共管共建，有利於申報世界記憶遺
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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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政協委員、江蘇省國畫院副院長薛亮。
本報北京傳真

■全國政協委員、國務院研究室主任寧吉喆。 本報北京傳真

■■李克強主持召開座談會李克強主持召開座談會，，聽取專家學者和企業界人士對聽取專家學者和企業界人士對《《政府工作報告政府工作報告（（徵求意見稿徵求意見稿）》）》的意見建議的意見建議。。 中新社發中新社發

織嚴密保護網打擊假冒品牌李李

音音
嘉嘉 香港文匯報‧人民

政協專刊訊（記者
馬曉芳）全國政協委
員、北京漢生堂生物
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長
李嘉音近日表示，政
府有關部門應在銷售
渠道上加強監管，防
止假冒品牌「魚目混
珠」，在網絡銷售渠
道方面也要加強審查
力度，編織一張嚴密
的品牌保護網。
李嘉音表示，「製

造大國、品牌小國」
是中國品牌格局的現
狀。「之所以被扣上
了品牌『小國』的帽

子，不僅僅說的是名牌企業少，更與國內品牌保護不力，假
貨橫行不無關係。」作為企業的象徵，品牌蘊藏着一種力
量，培育品牌就是培育企業的戰略資源。在當前全球經濟一
體化背景下的競爭，已不是簡單的產品互逐、商品競賽，而
上升到了品牌競爭。

對品牌保護不力致假冒商品氾濫
她強調，近年來被一些經濟學家喻為「黑色經濟」的假

冒品牌商品在中國日益氾濫，從生活日用品到生產資料，
從普通商品到高檔奢侈品，從內銷商品到出口商品，偽造
品牌幾乎無處不在。隨着互聯網、電商的興起，假冒商品
問題愈演愈烈，有向大商品和高科技產品方向蔓延的趨
勢，形成了生產、運輸、走私、批發、銷售的嚴密網絡。
她指出，假冒品牌現象的存在，與政府對造假、售假沒有

系統的整體監管與處罰有關，各有關部門沒有用足夠力量進
行監管，更沒有一個權威機構負責統籌，缺乏整體部署與有

效監管，對假冒偽劣產品沒有立法與處罰措施，在打假執法
中，沒有建立起一個有效的機制系統監管。「對打擊食品、
藥品的假冒偽劣產品立法，加強監管已迫在眉睫。」

建議各部門分段負責打假
她建議，運用行政檢查監督、法律、社會輿論、市場規

則等多種手段，自上而下形成比較規範的品牌保護體系。
「工商、質檢、衛生、公安、監察等有關部門必須要分清
責任，分段負責，上級統籌，快速破案，對製假造假的查
處形成一套完善的監管制度。同時將仿冒與正牌產品嚴格
區分，不應讓正牌產品來『陪葬』。」
她表示，隨着聚美、京東、阿里等先後上市，中國電商

市場已經被放在了顯微鏡之下，困擾各大電商平台的假貨
問題，正引起社會廣泛關注，「互聯網具有開放性和匿名
性，由此帶來了前所未有的挑戰，網絡成為欺詐、品牌濫
用和『天然』的未授權渠道。」
「要增強政府監管職能，還要大力發揮新聞媒體的市場

監管功能，讓媒體對假冒產品予以曝光。」她表示，打擊
侵犯知識產權和製售假冒偽劣商品工作緊迫，要編織一張
嚴密的品牌保護網，包括品牌的經營保護、法律保護和社
會保護三部分，是一項涉及面廣、系統性強的工程，需要
政府、企業和社會各方面的相互配合、通力協作。

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訊
（記者 張鵬宇 內蒙古報道）自
「絲綢之路經濟帶」建設正式寫入
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決議以來，甘
肅、新疆、上海等地紛紛把重建
「絲綢之路」提上日程。內蒙古作
為向北開發開放的戰略通道和溝通
東北、西北的交通樞紐和物流集散
地，亦於不久前獲國家發改委同
意，納入國家「一帶一路」戰略規
劃，並把向北開放特別是對俄蒙開
放作為絲綢之路經濟帶建設的重要
戰略方向。內蒙古「兩會」期間，
委員們建言稱，可借助絲路基金，
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等多元融資
平台，提高融資效率。
自治區政協常委馬健認為，當
前，內蒙古發展機遇疊加向好，處
於難得的歷史機遇期，「一帶一
路」建設是全區加快經濟轉型升級
與擴大開放的重要契機。金融作為
現代經濟的中樞和血液，服務「絲
綢之路經濟帶」建設，是金融部門
的重要工作。

■■被查處的假冒偽劣藥被查處的假冒偽劣藥
品品。。 本報北京傳真本報北京傳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