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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會聚焦

「十三五」年均增長逾6.5%
創新將成為第一動力 科技貢獻率達六成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海巖 兩會報道）
十二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昨日在北京開
幕，「十三五」規劃綱要草案全文正式發
佈並提交大會審議。草案提出，中國將在
2016 年至 2020 年期間維持中高速增長，
經濟年均增速保持在 6.5%以上，到 2020
年 經 濟 總 量 將 超 過 90 萬 億 元（人 民 幣，
下同）。科技進步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達到
60%，邁進創新型國家和人才強國行列。
草案特別提出，5 年內治理大氣霧霾取得
明顯進展，地級及以上城市空氣質量優良
天數比率超過 80%。
份由國家發改委牽頭起草的「十三五」規劃綱
這要草案，全文共分
20 大篇 80 小章，闡明國家

戰略意圖，明確發展目標、任務及舉措。草案中還
具體提出了未來 5 年各領域支持發展的重大政策、
工程和項目規劃。

經濟：2020年總量超90萬億
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闡述「十三五」目標時稱，
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目標，到 2020 年國內生產總
值和城鄉居民人均收入比 2010 年翻一番，「十三
五」時期經濟年均增長保持在 6.5%以上。屆時，中
國經濟總量超過90萬億元。
「十三五」創新將是中國發展的第一動力。李克
強指出，到 2020 年全社會研發經費投入強度達到
2.5%，科技進步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達到 60%，邁
進創新型國家和人才強國行列。
「十三五」規劃綱要草案還提出，未來 5 年，中
國要實現 1 億左右農業轉移人口和其他常住人口在
城鎮落戶，完成約 1 億人居住的棚戶區和城中村改
造，引導約 1 億人在中西部地區就近城鎮化。到
2020 年，常住人口城鎮化率達到 60%、戶籍人口城
鎮化率達到 45%。規劃還提出，未來 5 年新建改建
高速公路通車里程約 3 萬公里，高鐵營業里程達到 3
萬公里、覆蓋80%以上的大城市。

治霾：地級市優良天數超80%
引人注目的是，「十三五」規劃綱要對環境污
染治理提出多個約束性指標。李克強表示，今後 5
年，單位國內生產總值用水量、能耗、二氧化碳
排放量分別下降 23%、15%、18%，森林覆蓋率
達到 23.04%。特別是治理大氣霧霾取得明顯進
展，地級及以上城市空氣質量優良天數比率超過
80%。
在民生方面，李克強提出，「十三五」努力補
齊基本民生保障的短板，現行標準下的農村貧困
人口實現脫貧，貧困縣全部摘帽。此外，實現城
鎮新增就業 5,000 萬人以上，縮小收入差距，推進
健康中國建設，實施公民道德建設、中華文化傳
承等工程。

一年前，一
位內地財經高
官放言，「未
來 5 年 至 10
年，中國滑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可
能性非常大，甚至可能是五五
開」。該判斷一反樂觀的社會預
期，不僅表達了這位高官的憂
慮，而且折射出中央決策層對未
來的危機感。
通俗講，「中等收入陷阱」是
指一國在現代化進程中陷入發展
停滯，表現為經濟增長乏力、投
資收益遞減、貧富差距加劇、腐
敗滋生等現象。歷史上，能成功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並進入高
收入階段的經濟體屈指可數，大
多數國家均闖關失敗，陷入停滯
甚至返貧。李克強總理昨日說，
今後 5 年是跨越「中等收入陷
阱」的重要階段。「十三五」規
劃被視為中國跨越「中等收入陷
阱」的「武林秘笈」。
縱觀「十三五」規劃，創新、
協調、綠色、開放、共享 5 大理
念貫徹始終；發展「新經濟」、
打造「新引擎」、增強「新動
能」、構建「新體制」均是關鍵
詞；法治中國已經起航，國家治
理現代化改革正在推進……這一
切均展現出中國力攻避免落入
「中等收入陷阱」的努力。
中國能否「闖關」成功，人們
拭目以待。
■記者 海巖

■「十三五」創新將是中國發展的第一動力。圖為深圳一間國產無人飛行器旗艦店，中國無人飛行器佔國際市場近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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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五」
主要目標任務

「十二五」vs「十三五」

經濟年均增長保持在6.5%以上；

項目

到 2020 年，社會研發經費投入強度達到
2.5%；
到 2020 年 ， 常 住 人 口 城 鎮 化 率 達 到
60%、戶籍人口城鎮化率達到45%；
地級及以上城市空氣質量優良天數比率超
過80%；
實現城鎮新增就業5,000萬人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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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生產總值（萬億元）

67.7

>92.7

常住人口城鎮化率（%）

56.1

60

戶籍人口城鎮化率（%）
科技進步貢獻率（%）
■十二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昨日開幕
十二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昨日開幕，「
，「十三五
十三五」
」規劃
綱要草案提出，
綱要草案提出
，地市以上空氣質量優良天數比率超過
80%
80
%。北京昨日見到藍天
北京昨日見到藍天。
。
中新社

45
55

60

地市以上空氣優良天數（%） 76.7

>80

記者王頔 整理

創條件實施股票發行註冊制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海巖 北京報道）今
年政府工作報告中失蹤的 「註冊制」，在
「十三五」規劃綱要草案中以一句話 「帶
過」。草案表示，創造條件實施股票發行註
冊制。此外，在「十三五」規劃綱要草案中
首次提出「規劃發展互聯網金融」，「穩妥
推進金融機構開展混合經營」，「實現金融
風險監管全覆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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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實現金融風險監管全覆蓋
■「 十三五
十三五」
」規劃綱要草案中首次提
出「規劃發展互聯網金融
規劃發展互聯網金融」
」
。 網上圖片

業內人士分析，「十三五」金融改革趨於穩
健，以防控金融風險為先，率先推進金融市場的
基礎性改革。從政府有關表述的變化看，目前註
冊制改革的條件不具備，改革時間表可能推遲到

外貿「優進優出」 服貿佔比升至逾16%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海巖 兩會報道）提交人大審
議的「十三五」規劃綱要草案表示，「十三五」中國
將擴大開放領域，開放育幼、建築設計、會計審計等
服務領域外資准入限制，並實施「優進優出」的對外
貿易戰略，服務貿易戰略達到 16%以上。同時，擴
大金融業雙向開放，有序實現人民幣資本項目可兌
換，提高可兌換、可自由使用程度，穩步推進人民幣
國際化。
從對外開放的區域佈局看，「十三五」規劃綱要
草案提出，支持環渤海、長三角、珠三角地區率先對
接國際高標準投資和貿易規則體系；支持建設寧夏等
內陸開放型經濟試驗區；支持建設中新（重慶）國際
合作產業園；探索建立舟山自由貿易港區。
在對外貿易方面，草案提出，「十三五」實施優進優
出戰略，推動外貿向優質優價、優進優出轉變，加快建
設貿易強國。大力發展生產性服務貿易，服務貿易佔對
外貿易比重達到16%以上，鼓勵發展新型貿易方式。

開放育幼會計等外資限制
草案提出，「十三五」還將開放育幼、建築設

計、會計審計等服務領域外資准入限制，擴大銀
行、保險、證券、養老等市場准入。鼓勵外資更
多投向先進製造、高新技術、節能環保、現代服
務業等領域和中西部及東北地區，支持設立研發
中心。
草案還提出，推進資本市場雙向開放，提高股
票、債券市場對外開放程度，放寬境內機構境外發行
債券，以及境外機構境內發行、投資和交易人民幣債
券。支持保險業走出去，拓展保險資金境外投資範
圍。此外，還將推動個人境外投資，健全合格境內個
人投資者制度。

「一帶一路」沿線商建自貿區
在「一帶一路」建設方面，「十三五」將推動中
蒙俄、中國—中亞—西亞、中國—中南半島、新亞歐
大陸橋、中巴、孟中印緬等國際經濟合作走廊建設，
建設新疆絲綢之路經濟帶核心區、福建「21 世紀海
上絲綢之路」核心區，打造具有國際影響力的海上絲
綢之路指數。此外，中國將積極同「一帶一路」沿線
國家和地區商建自由貿易區。

「十三五」後兩年。
草案還表示，改革金融監管框架，構建貨幣政策
與審慎監管相協調的金融管理體制，統籌監管系統
重要性金融機構、金融控股公司和重要金融基礎
設施。
草案還提出，實現金融風險監管全覆蓋。建立
覆蓋所有金融機構、金融控股公司、金融基礎設
施、各類投融資行為、互聯網金融和跨境金融交
易的綜合統計、風險監測和管理體系、應急響應
與危機救助機制。
草案也提出，實施金融穩健對外開放，構建政
策性金融、開放性金融跨境交易平台，建立國家
金融安全審查和泛金融制裁機制，完善反洗錢、
反恐怖融資系統。

新建一批沿海核電站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海巖 兩會
報道）「十三五」
規劃綱要草案提及
要建設一批能源重
大工程，以構建現
代能源儲運網絡和
智慧能系統，包括
■廣西防城港核電二期工程去
開工建設一批沿海
年動工。
年動工
。
資料圖片
新的核電項目，新
建西南、西北、東北等電力外送通道等。
草案提出，「十三五」開工建設一批沿海新的核電
項目，並積極開展內陸核電項目前期工作，加快論證
並推動大型商用後處理廠建設，到2020年核電運行裝
機量達到5,800萬千瓦，在建達到3,000萬千瓦以上。
草案還提出，構建現代能源儲運網絡，加強跨區
骨幹能源輸送網絡建設，建成蒙西—華中北煤南運
戰略通道，加快建設陸路進口油氣戰略通道。此
外，國家石油戰略儲備二期工程將在「十三五」建
成，並啟動後續項目前期工作，建設天然氣儲氣
庫，擴大天然鈾儲備規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