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望賢、胡若璋 兩會報道）在中國經濟下行壓力加大的背景下，政商關係成為

當前中國經濟面臨的最大挑戰。兩會伊始，習近平總書記出席政協分組會，提出構建「親」、「清」新

型政商關係的要求。本報隨即重磅推出三篇深度新聞專題《中國政商關係啟示錄》，全方位探討有關問

題。在昨日的政協閉幕會議後 ，不少委員紛紛表示，本報報道針對性強，新型政商關係的解讀很有必

要，民營企業亟需和政府建立良性溝通，安心發展事業。政府在進一步為權力劃清「紅線」的同時，更

好地發揮政府作用，穩定企業預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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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政商關係讓民企吃定心丸
委員：為大家指明方向 助政企良性互動

全國政協委員、清華大學中國與世界經
濟研究中心主任李稻葵表示，對新型

政商關係的解讀很有必要。很多官員在
「八項規定」後，不敢跟商人來往，習近
平總書記以「親」、「清」定義經濟新常
態下的政商關係，為大家指明了方向，讓
官員更有效地為經濟發展服務。

為權力劃定「紅線」
全國政協委員、金澳集團董事長舒心表
示，習近平提出的「親」、「清」政商關係
讓民營企業吃了定心丸，需要認真學習領
會。中央力推反腐的成績值得肯定，但在高
壓政策下，有些官員不敢和企業接觸，有時
企業反映一些問題，官員能拖則拖，能緩則
緩，令民營企業也很彷徨。他認為，對於企

業來說，能夠跟政府良性互動，才能夠安心
發展事業，希望看到更多報道進行解讀。
全國政協委員、香港新青年出版社董事
長馮丹藜也認為，在經濟發展新常態下，
「親」、「清」關係的構建，在進一步為
權力劃定清晰「紅線」的同時，有助於更
好發揮政府作用，穩定企業預期。

李彥宏：應酬少些
全國政協委員、百度公司董事長兼首席執
行官李彥宏在接受本報記者訪問時表示，習
近平用「親」、「清」二字定位新型政商關
係，令企業對未來與政府的關係充滿期許，
從個人而言，最直接的感受是應酬少些。他
續說，希望在新型關係下，政府領導也會更
積極為企業解決一些問題。

委員談新型政商關係
李稻葵：為大家指明了方向，讓官員更有

效地為經濟發展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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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記者 李望賢、胡若璋 兩會報道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俞晝杭州報道） 浙商
代表委員們紛紛表示，本報在兩會期間推出全
景式報道《中國政商關係啟示錄》，該報道具
有針對性，儘管國家出台了一系列推動民營經
濟發展的新舉措，但不公平、不平等的現象仍
時有發生，「希望民企能與國企在同一個起跑
線上，促進經濟繁榮。」新型政商關係是一種
君子之交，政府有形之手與市場無形之手應良
性互動。
浙江省政協委員、億邦房地產開發有限公
司董事長戴方國認為，本報《中國政商關係
啟示錄》這組報道很及時，有針對性。雖然

國家貨幣政策放開以後，民營企業融資成本
有所下降，但與有國資背景的房企而言，仍
有很大差距。「房地產是支柱產業，也是民
生產業，希望無論在政策還是融資方面都能
一視同仁。」

陳愛蓮：政商互動國方強盛
全國人大代表、萬豐奧特集團董事長陳愛蓮

認為，政商本就是分工不同，商是經濟基礎，
企業家要轉型升級，創造經濟利益最大化；政
是上層建築，領導幹部要有全局視野，引領與
服務企業，唯有雙方相輔相成，經濟才能繁

榮，國家才能強盛。

胡季強：政商要「親」且「清」
全國人大代表、浙江康恩貝集團董事長胡季

強表示，多年從商經驗告訴我們，官員和企業
家要「親」更要「清」，「親近的同時要清
白，是習近平總書記對官員的要求，也是對民
營企業家的要求。」他說，「對已有一定身家
的民營企業家而言，做大企業主要是貢獻社
會。既然為社會作貢獻，就沒有必要用違法違
規的手段，應堂堂正正做事情，挺起脊樑，平
等地有尊嚴地和官員打交道。」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李昌鴻 深
圳報道）深圳東捷

運通董事長黃鵬告訴記者，自己看了香港文匯
報《中國政商關係啟示錄》的系列報道後，覺
得重塑政商關係迫在眉睫，對企業來說也非常
關鍵，尤其是民營企業。

讓企業放手發展壯大
「政府要從當下的實際出發，學會傾聽商人

的心聲，多從我們商人的角度看問題，這樣才
能讓做企業的人減少許多顧慮，放手把企業發
展壯大。」黃鵬說，「官員和企業之間既親
厚，又彼此保持清白的關係，無論是對官員而
言，還是對企業主而言，都是最理想的一種狀
態。」
深圳三上環保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主

席徐東，也表達了同樣的看法。他告訴記者，
政府官員在親商過程中，要切實推進政府職能
轉變，深刻體會中小企為國家和社會創造巨大
的財富，作出了相當大的貢獻，也承擔了很大
的責任。

浙商盼民企國企同一起跑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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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浙江省人大代表王海英的辦公室裡在浙江省人大代表王海英的辦公室裡，，懸掛着懸掛着

她的座右銘她的座右銘「「不以殘損自卑不以殘損自卑，，不以成就自傲不以成就自傲」，」，

作為一名小兒麻痺症患者作為一名小兒麻痺症患者，，王海英曾求職被拒王海英曾求職被拒

200200多次多次，，但她並未因此退卻但她並未因此退卻，，仍堅持學習仍堅持學習、、工工

作作，，白手起家白手起家，，先後在溫州創辦三家公司先後在溫州創辦三家公司，，並聘並聘

用用2020多名殘疾人多名殘疾人。「。「我太能體會殘疾人的艱我太能體會殘疾人的艱

辛辛，，所以願盡一切可能為他們發聲所以願盡一切可能為他們發聲。」。」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俞晝俞晝 溫州報道溫州報道

王海英出生在麗水市林河村的一
個農民家庭，3歲時，因發高

燒沒有得到及時治療，患上小兒麻痺
症，留下腿部殘疾。17歲那年，王
海英考上衛校（培養護士的學校），
卻因過不了體檢被拒之校門外。為了
生存，王海英隨哥哥來到溫州，做起
駕駛殘疾人三輪車載客的生意。一次
載客中，她遇到了杭州華強職業技術
學校校長，校長被她的勤奮自立感
動，破格錄取其到杭州學會計。

求職竟被誤當乞丐
經過兩年學習，王海英以優異成
績畢業，但當她信心滿滿地回到溫
州求職時，卻因為腿部殘疾，先後
被200多家企業拒絕。「記得有一
次，我看到溫州來福門鞋城一家門
店貼着招聘啟事，要招一名會計，
我想我肯定能勝任，就去求職。」
沒想到，正當王海英在門口等候
時，忙碌的老闆娘拿出一元（人民
幣，下同）扔給她，打發她走，原
來老闆娘誤把她當作乞丐了。
一次次艱辛的求職經歷，讓王海

英腦海中閃現出了一個念頭，自己
要做一個堅強的人，用行動實現自
己人生的價值。
2004年3月，王海英籌集近10萬
元資金，帶着3名實習會計，租了
一間50平方米的辦公室，成立了溫

州金算盤企業事務代理有限公司。
為了推廣公司知名度，王海英親自
帶着員工到火車站、汽車站及各個
加油站，給來往的每位的士司機送
上一瓶飲用水，換得在車內張貼金
算盤的廣告。

自考高級會計師證
每天晚上，她還自學高級會計師

課程，並最終考得執照，將公司的
業務慢慢轉型到財務管理上。「我
還記得第一位客戶上門時，我連該
怎麼收費都不知道，最後還是這位
客戶幫我設立了收費標準，直到現
在我們仍是很好的朋友。」
十餘年過去了，王海英創辦的金

算盤集團旗下囊括會計師事務所、
知識產權所、投資公司，以及一家
會計學校，在麗水、瑞安、甌海等
地都設立了分公司和辦事處，成為
浙南地區財務顧問或財務管理的龍
頭企業，溫州的上市企業幾乎都是
她的客戶。
對於許多無私的人不求回報地幫

助她、支持她，王海英說：「是他們
的付出成就了今天的我，我想，回報
社會就是對他們最好的回報。」
抱着這種信念，王海英堅持對所

有來公司辦理業務的殘疾人和下崗
工人免去費用。對來會計學校就讀
的殘疾人，她也盡可能免除學雜費
用。
2007年，王海英以個人名義捐出
20萬元，設立「王海英助殘扶貧基
金」，用於救助沒錢看病的殘疾人
和特困新溫州人。在汶川地震發生
後，她第一時間向災區捐助了5萬
元。據不完全統計，自2004年以
來，王海英已向社會各界捐資捐助
逾百萬，樹立了一個殘疾人幫扶殘
疾人、殘疾人幫扶社會弱勢群體的
典範，被評為「全國自強模範」。

2014年，王海英當選浙江省人大代表，
她很珍惜這份榮譽，因為她可以借此為殘
疾人發聲。「浙江全省現在有312萬的殘
疾人，佔總人口的6.36%。雖然人數多，
但我們這個群體很薄弱，發出聲音的力量
也不夠……這樣一個群體，沒有人呼喚的
話，就會被人遺忘在角落。」

籲給予尊重而非施捨
王海英說，很多殘疾人生活條件有限，文

化程度也不高，但是對於有勞動能力的殘疾
人來說，仍然可以很好地完成工作。「所

以，我認為，政府對殘疾人最好的補貼就是
給予有勞動能力的殘疾人就業機會。」
按照《殘疾人就業條例》第八條規定，

用人單位安排殘疾人就業的比例不得低於
本單位在職職工總數的1.5%，但現實並
非如此。王海英提議，政府部門要帶頭按
照這個比例安置有勞動能力的殘疾人就
業，也應該多扶植一些福利企業，為願意
招聘殘疾人的企業適當減免稅負。「推動
殘疾人的事業非常艱難，但這種推動是要
用心去推動的，我們需要尊重，而不是居
高臨下的施捨。」她說。

王海英說，她的公司是浙江省第一家
服務型的福利企業，很多可以坐着的工
作她都盡可能招聘腿部殘疾人，例如會
計、商標設計等等，如今的百餘名員工
中，有20多位都是殘疾人。「可能因為
自身境遇，我會特別關注他們。在這
裡，我能給他們的不僅是一份工作，更
是一份自尊。」
「有了王總幫助，我也能自食其力

了。」如今已是公司知識產權部主管的
鄭曉浙因身體殘疾，一直很自卑，直到
進入公司，看到身邊的王海英，她才重
拾信心，努力工作，成為公司骨幹。
「王總儘管行走不便，卻幾乎沒坐過輪
椅，始終堅持拄枴走路，她還將自己的
兩根枴杖比作助她飛翔的翅膀。王總樂
觀與積極向上的精神，對我們殘疾人是
最大的激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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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選人大代表 為殘疾人發聲

「翅膀」喻柺杖 激勵眾員工

■王海英 本報浙江傳真

■王海英常參
加演講，呼籲
殘 疾 人 要 自
強。
本報浙江傳真

■作為浙江省人大代表裡唯一的殘疾人，王
海英會借提案為殘疾人發聲。本報浙江傳真

■■王海英曾作為殘奧火炬手傳王海英曾作為殘奧火炬手傳
遞奧運火炬遞奧運火炬。。 本報浙江傳真本報浙江傳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