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委員看展會 ■馬曉芳整理

時間

2016/3/9-2016/3/12

2016/3/10-2016/3/14

2016/3/16-2016/3/19

2016/3/17-2016/3/20

2016/3/18-2016/3/20

2016/03/24-2016/03/26

2016/3/25-2016/3/28

2016/3/25-2016/3/27

2016/3/25-2016/3/27

2016/3/26-2016/3/28

活動

2016中國家電及消費電子博
覽會（原中國家電博覽會）

第51屆全國工藝品交易會

中國蘇州國際工業博覽會
（SIIE）

2016中國西部國際環衛裝備
與市政清洗設備展覽會

2016中國（鄭州）國際智慧
環保高峰論壇暨博覽會

中國武漢市國際綠色建築技術
產品博覽會WASE

2016北京春季國際珠寶玉石
首飾展覽會

2016中國（廣州）國際康復
設備暨福祉輔具展覽會

2016第十六屆中國北方國際
單車電動車展覽會

第十屆中國（內蒙古）國際乳
業博覽會

地點

上海新國際博覽中心

南京國際展覽中心

蘇州國際博覽中心

西安曲江國際會展中心

河南鄭州中原國際博覽中心

武漢國際會展中心

北京農業展覽館

廣州保利世貿展覽館

天津梅江國際會展中心

內蒙古國際會展中心

主辦機構

中國家用電器協會

中國工藝美術協會

蘇州工業園區採購與貿易
協會

中國機械工業聯合會

中國環境保護協會

武漢市城建委

中國珠寶玉石首飾業聯合
會

中國國際經濟技術交流中
心

天津市自行車電動車行業
協會

內蒙古奶業協會

香港特首梁振英在2016年施政報告中40餘次提及「一帶一路」戰略，港府年度財政預

算案亦有專門篇章呼應。多名港區政協委員日前在接受採訪時表示，「一帶一路」為香港

金融業等帶來機遇，香港需充分發揮自身優勢，將經濟發展融入到國家戰略。

香港文匯報記者馬玉潔、王頔北京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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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宿正伯

連載連載 5555

■時任政
務院副總
理兼財經
委員會主
任陳雲。
網上圖片

■在斯里蘭卡科倫坡南港碼頭，一艘貨櫃船正在裝卸貨物。該碼頭是中國和斯里蘭卡共建「21世紀海上絲綢之
路」務實對接標杆項目。 新華社

香港經濟在去年受外圍環境的影響，面臨顯著壓
力：GDP增長2.4%，連續第四年低於過去十年

3.4%的平均增幅，第四季經濟增長進一步放緩至
1.9%，內部需求成為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在外圍經
濟充滿不確定因素的環境下，「一帶一路」下的發展
機遇有望成為香港未來新的增長動力。

杜家駒：「基建辦」將加強港投資者參與
香港財政

司司長曾俊
華 此 前 表
示，「一帶
一路」沿線
新興市場對
金融服務的
需求會愈來
愈大，香港
有足夠條件
擔當這些市
場的融資和
資金管理平
台，為此金
管局將成立
基建融資促

進辦公室，推動「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基建規劃。
北京市政協常委、豐盛企業集團行政總裁杜家駒

（見上圖）向本刊指出，據亞洲開發銀行估計，2010
年至2020年間，亞洲基建發展需要約8萬億美元，
「一帶一路」在融資及資金管理上也存在重大需求。
杜家駒說，以往香港的基礎設施建設，在融資方面
均由政府或其直屬機構包攬。基建融資促進辦公室的
成立可以建立一個新的平台，匯聚投資者、銀行和金
融業界，為各類型基建項目提供全面的金融服務。透
過這個平台，融資渠道將更為清晰、有系統，也增加
了投資者參與「一帶一路」的機會。「借此機遇可為
區內金融業、商界帶來大量商機，有利於香港的經濟
趨向繁榮。」

霍啟剛：「一帶一路」為港青創就業機會
天津市政協委員、香港霍英東集團副總裁霍啟剛

（見右圖）在出席天津市「兩會」時表示，「一帶一
路」建設給香港帶來新機遇，將給香港年輕人創造更
多就業機會。
霍啟剛稱，百年歷史證明，香港作為向全世界開放
的城市非常成功，從內地改革開放一直到現在，香港
在內地的投資優勢也極為明顯。但是，如今不只是香
港在內地投資，全世界都看到了商機。在大的形勢
下，香港必須找到並發揮好自己的優勢。
他強調，現代服務業、金融、管理、法律等是香港
的優勢所在，香港的年輕人要意識到並利用好這一
點。他希望「一帶一路」能搭建起香港青年人與內地

和世界溝通的橋樑，使其看到祖國的發展，了解祖國
的進步，並積極融入其中，借助更大平台獲得成功。

劉德基：沿線基建發展需更多民間資本
北京市政協

港區委員、雅
博資本產業管
理有限公司合
夥 人 劉 德 基
（見右圖）接
受本刊採訪時
表示，「一帶
一路」沿線很
多都是發展中
國家，對基建
需求比較大。
香港政府預算
案 配 合 國 家
「 一 帶 一
路」，對金融
服務行業的發
展作了很好定位，充分發揮了香港在金融行業的優勢。
劉德基指出，要快速發展基建項目，需引入更多民
間資本。民間資本投資者能看到合理的回報，還有良
好的風險控制計劃。香港的投行、銀行、資金管理中
心和律師事務所在基建項目的推廣、評估、風險控制
及法律文件的起草上非常有經驗、非常專業。「如果
香港建立一個『一帶一路』的融資和資金管理平台，
會對香港金融行業繼續發展有很大幫助。」

借鑒香港經驗 構建國際規範
港府年初成立「一帶一路」督導委員會及專項辦公
室，香港首個相關研究機構「香港一帶一路研究院」
也掛牌成立。全國政協委員、香港世貿組織研究中心

主席王貴國認
為，「一帶一
路」戰略的成
功實施有賴於
良好的法治環
境，研究院將
把 香 港 的 經
驗、制度和價
值 觀 融 入 到
「 一 帶 一
路」，並致力
於 構 建 一 套
「 國 際 規
範」，供中國
和其他沿線國
家和地區政府
參考。

■1950年6月，出席中共七屆三中全會的中央委
員、後補中央委員在中南海合影。 網上圖片

「一帶一路」拓港市場
抓機遇融入國家戰略

港
委
員
：

1950年初的穩定物價工作取得了立竿見影的成效，
國家財政經濟狀況開始好轉，但也給工商業發展帶來
了新的問題。過去商人和工廠因為害怕物價飛漲而大
量囤積商品和物資，物價平抑並穩定後，出現拋售潮
和短期的供大於求，造成資金周轉困難。政府為治理
通貨膨脹而收縮銀根，為增加財政收入而提高稅收，
使得資金問題雪上加霜。同時，一些不適應新社會、
新生活、新需要的產業，如奢侈品、迷信用品等，瞬
間失去了市場，一時又難以轉型。此外，一些黨政幹
部對新民主主義政策把握不準，也存在重視國營經
濟、忽視私營經濟的左傾思想。種種因素匯集，造成
了工商業的蕭條，帶來了經營者的冰河期。到1950年
春夏之交時，出現了全國性的工廠倒閉、工人失業、
市場凋敝問題。大城市，特別是上海，問題尤其嚴
重，失業人數達到二十萬之眾，再現動盪不安的苗
頭，當地人稱之為「四月危機」。
1950年3月，政協全國委員會財政經濟組召開座談
會，一些工商界委員如實反映嚴峻困難，並指出有些
幹部在執行公私兼顧的政策上有忽視私營經濟的傾
向，有悖《共同綱領》約定。《共同綱領》指出，中
華人民共和國經濟建設的根本方針，是以公私兼顧、
勞資兩利、城鄉互助、內外交流的政策，達到發展生
產、繁榮經濟之目的。國家應在經營範圍、原料供
給、銷售市場、勞動條件、技術設備、財政政策、金

融政策等方面，調劑國營經濟、合作社經濟、農民和
手工業者的個體經濟、私人資本主義經濟和國家資本
主義經濟，使各種社會經濟成分在國營經濟領導之
下，分工合作，以促進整個社會經濟的發展。
1950年4月12日，政協第一屆全國委員會常務委員

會舉行第四次會議，毛澤東在會上首提根本好轉的三
大條件，「財政收支接近平衡，通貨停止膨脹和物價
趨向穩定，只是財政經濟情況開始好轉，還不是根本
好轉；要獲得根本好轉，還要靠土地改革的完成，現
有經濟和工商業的合理調整以及行政經費的大量節
減。」他還強調，目前公私兼顧還沒有徹底解決。公
顧得多，私顧得少。他說，「全國委員會財經組座談
會有人說私營經濟感到自己是私生子，即無合法地
位。其實《共同綱領》中已經規定五種經濟成分要各
得其所，在經營範圍、原料、市場、價格、周轉資金
等方面，將私營經濟看成是國家五種經濟的一個組成
部分，是一隻手上的五個指頭，雖然指頭有大小，都
應給予合理安排。」
這次會議後，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馬上於4月13日

召開第七次會議，毛澤東在會上正式提出使國家財政
經濟狀況根本好轉的三個條件，並確定以調整工商業
為政府財經領導機關的工作重點。他再次強調，必須
認真執行《共同綱領》的各項規定。
毛澤東在政協會議和中央人民政府會議上發出的明確

信號，令工商業者人心安定。中央人民政府和各級政府
及時跟進推出各項調整措施，以上海「四月危機」為標
誌的嚴重經濟問題得以緩解。為了鞏固成果，切實推動
國民經濟盡快實現全面恢復與發展，1950年6月6日，
以財經問題為中心議題的中共七屆三中全會在北京召
開。毛澤東作《為爭取國家財政經濟狀況的基本好轉而
奮鬥》的書面報告並講話。在談到改善公私關係時，他
再次強調熟悉和認真實行《共同綱領》有關規定的重要
性。他說，「許多地方現在不是公私合作，而是公私打
仗；不是各得其所，而是一得其所。國營經濟和私人經
濟，應當在地位上有所不同，在待遇上一視同仁，這樣
才能長久。不看僧面看佛面，我們要看工人，就是對資
本家，也是有利的。」
1950年6月14日至23日，政協第一屆全國委員會舉
行第二次會議， 在《關於經
濟形勢、調整工商業和調整
稅收諸問題》的報告中指
出，人民政府已經根據公私
兼顧、勞資兩利、城鄉互
助、內外交流的政策，開始
對工商業進行合理調整。到
當年秋季，調整工商業的工
作基本完成，國民經濟邁入
全面恢復階段。

持續深入討論工商業問題

■作者宿正伯作者宿正伯

■1950年
6 月，毛
澤東主持
召開中共
七屆三中
全會。
網上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