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匡官商 良性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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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配置資源 消除企業隱憂
美國著名「中國通」費正清曾這樣形容中

國政商關係：「中國商人具有一種與西方企
業家完全不同的想法：中國的傳統不是製造
一個更好的捕鼠機，而是從官方取得捕鼠的
特權。」對此，接受本報訪問的代表委員及
專家學者表示，要建立良性互動的新型政商
關係，需要釐清政府權力邊界，以法治的力
量維護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市場能做的，
政府就不要管，並通過一系列制度改革重構
政治生態、形成科學的權力結構。
■香港文匯報記者 海巖、王玨、
李昌鴻、顏倫樂、周紹基 兩會報道

中國政商關係啟示錄 三之三

未來重生篇

會期間，本報記者採訪了多位身居黨政要職的人
兩大代表和政協委員，他們均表示，「市場配置資

源」是打開政商關係之結的鑰匙，認為關鍵是要把市
場制度和法律制度執行好，為各類企業提供一個公平
競爭的市場環境。

王勇：按規則公平競爭

「只要資源稀缺和市場配置
之間有矛盾，就會存在不正常
的政商關係。」全國人大代
表、海南省政協副主席、中共
海南省委統戰部部長王勇認
為，處理政商關係的關鍵是由
市場來配置資源，同時政府發
揮積極作用。
王勇認為，習近平總書記提
■全國人大代表、海
出的構建新型政商關係，
南省政協副主席、中
「親」是指政府要了解企業需
共海南省委統戰部部
要，耐心為企業服務；「清」
長王勇。
是指政府與企業應是正常關
記者海巖 攝
係，按資源最佳配置，按國家
法律法規規章來處理市場問題，在規則下公平競爭，
而不是厚此薄彼，更不能權力尋租，權錢交易。「市
場機制和法律制度都有，關鍵是把法律法規執行好，
比如公開拍賣、競標等制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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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能做好 政府不要管

全國人大代表、清華大學教授蔡繼明
表示，建立新型政商關係的基本原則，
就是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
用，但同時更好地發揮政府的作用，
「市場能做的，政府就不要管」。
蔡繼明說，過去政府往往覺得市場
是盲目的，只有政府是自覺的，做了
很多不該做的事。對非公經濟的發展
也是這樣。「遇到困難了才大力發
展，一旦經濟好轉了，又對私營經濟
的發展加以限制。保護私有財產的力
度也不夠，雖然有法律，但不到位。
要認清保護私有財產，發展非公經濟
不是權宜之計。」

地位，最為關鍵。
至於在約束政府、約束官員、約束公
權力方面，張曙光表示，最關鍵是靠制
度約束，靠社會和媒體的獨立監督。同
時要讓法律成為保護公民財產和人身安
全的利器。
「良性互動的政商關係，不可能僅靠
『感情溝通』，從根本上還需制度建
構，尤其是改革不完善的行政管理體
系。」全國政協委員、國家行政學院教
授劉峰表示，尤其是在經濟下行壓力
大，轉型調結構的改革攻堅期，更需要
從體制、機制和方法上創造條件，真正
支持民營經濟發展。

專家：國企民企平等競爭

優化民企發展法治環境

天則研究所學術委員會主任張曙光也
認為，形成新型政商關係，首先要改善
市場環境和競爭秩序，建立平等競爭的
市場秩序，給國有經濟和民營經濟平等

國家行政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許耀
桐認為，政府改革是關鍵，目前亟需釐
清政府權力邊界，以減權限權、創新監
管等舉措減少尋租空間，剷除滋生官商

勾結的腐敗土
壤，確保公平公
正分配公共資
源。目前國務院
正大力推進簡政
放權，行政審批
改革、三證合
一、先照後證、
加強事後監管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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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等，都是正確
清華大學教授蔡繼
的方向。另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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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依靠法治的
力量，大力推進依法治國，優化民營經
濟發展的法治環境，營造公平公正的司
法環境。
著名制度反腐專家、中國紀檢監察學
院原副院長李永忠則強調，推進制度反
腐、制度監督、制度治黨，重構政治生
態，形成科學的權力結構，從而建立起
新型政商關係。

王志學：政商不應對立

全國人大代表、科技部原黨
組成員王志學則強調，政商之
間因利益紐帶聯繫在一起，就
不正常，但把政商矛盾地對立
起來，也不應該。「政是為商
服務，商是為執政創造更好的
經濟基礎。不管是什麼樣制度
下的國家，政商關係都應該是
和諧的。」
■全國人大代表、科
王志學認為，政府應該把經
技部原黨組成員王志
濟環境營造得「無論誰從商都
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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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正常發展」，而不是要商
人來求你，要資源。在法治基礎上實現政商關係制度
化非常重要，而不是誰在任，就確定什麼樣的政商關
係。

張昌平：促立法保權益
全國政協委員、福建省政協
主席張昌平說，以政府和社會
資本合作模式（PPP 模式）推
進不理想為例，民企之所以在
合作上難拿項目、難融資，
「一是預期能賺錢的項目，給
民企做怕被指責為利益輸送；
二是預期賺錢不多的項目，給
民企做，一旦出現風險，怕難 ■ 全 國 政 協 委 員 、
以收場」。他建議，盡快出台 福 建 省 政 協 主 席 張
國家正在研究制定的《政府和 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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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資本合作法》和《特許經
營條例》，消除企業對政策「朝令夕改」的擔憂。

港商共議

■楊自然
深圳港商國橋實業（集團）
有限公司董事長

■黃鵬
東捷運通
創始人

■陳東岳
香港專業人士協會副主席、
資深測量師

盼政商多交流合作

政府應設扶持機構

應為外資解釋法規

自中央推出反腐措施後，一
些官員不願幫助企業處理問
題，畏手畏腳，擔心引來不必
要的麻煩，導致企業與政府官
員之間交流和聯絡不緊密。他
認為，官員和企業應該通過協
會和商會來往，使國家和當地
的政策落地，落實到企業，推
動政府、企業和商會緊密合
作，否則企業經營和發展會受
到影響。

港府十分重視中小企業發展，
出台過許多扶持政策。香港立法
會中，也有代表行業和大財團的
議員為行業提供建議。此外，還
有政府主導的協會，包括青年事
務委員會、扶貧委員會，企業通
過此平台，與中小型創新企業和
創業青年對接，並幫助弱勢群
體。內地也應設立由政府和企業
共同合作的協會和機構，推動行
業、社會和個人發展。

習近平主席提倡官商要
「親」、「清」，內地政府可盡
量給予商界及專業人士方便，並
向外資解釋當地法規，可參考香
港對業界發出的《執業指引》。
內地亦可參考香港在網上發佈的
政府對口諮詢負責人，上行下
達，透明度高。內地專業人士組
織多具有官方背景，政府應下放
權力給專業人士組織，由民間人
士自行溝通。

■劉少華
香港跨境電子商務協會會長

■張華峰
恒豐證券董事長

■喬新江
全國人大代表、河南信陽市市長

提供中小企業擔保

官員應赴正常飯局

法無授權政府不為

香港政府官員雖然很少參與私
人企業飯局，但港企從不會覺得
與政府關係緊張。港府一直大力
服務企業，幫助和促進企業發
展，如作為半官方的香港貿易發
展局為企業提供免費場地，提供
培訓或開展論壇交流。香港政府
還會篩選一些優質中小企業，為
其做融資擔保，若企業出現壞
賬，政府會承擔90%債務。

內地官員不需懼怕正常的商務
飯局。過去一直與內地官員有良
好的接觸，在正常飯局上互相交
換想法，對做生意確實帶來很多
的方便。
習近平就政商關係表態後，相
信官商間的交流應該重新熱絡起
來，因為現時地方經濟普遍欠
佳，政商加強聯繫會使很多「卡
住」的投資項目解套。

政商關係中，政府的行為應是
兩句話：「法無授權不可為，法
定職責必須為」。
至於拿捏政商之間的相處，官
員和企業家，個人之間也可以是
朋友，但不能有不正當的經濟來
往，依法辦事、依規辦事，守住
法治、紀律這個底線。

企業家：
「親」
「清」
以法為基礎
去年曾一度陷入
「被調查」漩渦的
全國政協委員、復
星集團董事長郭廣
昌在政協小組會上
發言表示，釐清
「親」和「清」，
掃除政府官員和民
■全國政協委員、
企心中的霧霾，政
復星集團董事長郭
商關係先要建立尊
廣昌。 記者海巖 攝
重契約精神的法律
框架，政府和企業都真正做到有邊界、有
擔當、有作為。

政府要有契約精神
郭廣昌是中國商界「92 派」的代表人
物，他所創立的復星集團已成為內地最大
的民營企業之一。
他認為，新政商關係，首先要建立尊
重契約精神的法律框架，政府要有契約
精神，承認歷史上曾作出的合理、合法

承諾。其次，政府和民企都應有擔當、
有作為，比如，政府在如今經濟相對困
難的情況下，提出減稅就是有擔當的體
現；而民企應該在供給側改革、新經濟
中對未得到有效供給的需求提供支持。
此外，他還強調，「國企和民企都是共
和國的親兒子，兩者可以相互競爭、合
作」，此意在呼籲政府給國企民企公平
的競爭機會。
全國政協委員、正泰集團公司董事長南
存輝在政協會議大會發言中提出，新政商
關係，就是要求官員坦蕩真誠地與民企接
觸交往，助其解決實際困難，不搞權錢交
易；要求民營企業家講真話、說實情、建
諍言，遵紀守法辦企業、光明正大搞經
營。
全國人大代表、建業住宅集團中國有限
公司董事長胡葆森則認為，政府和企業應
「談戀愛不結婚」，「這是界限問題，利
益分配自有規範，企業只需按照國家規定
取得自己應得的那份即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