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9

■責任編輯：明澤宏

■版面設計：崔竣明

2017年
2017
年 3 月 7 日（星期二
星期二）
）

發改委主任何立峰首秀 回應去年GDP增速26年新低

中國經濟可保中高速增長
官員答問摘要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海巖 兩會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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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國家發改委主任何立峰昨日出席
全國人大記者會，就經濟社會發展與
宏觀調控等問題回答中外記者提問。
當被問及如何看待「去年中國經濟增
速創 26 年來新低」時，這位國家發改
委新任掌門人引用古語「文武之道，
一張一弛」，形容中國經濟穩中求
進，結構調整有較大進展、取得預期

關於去產能
國家發改委副主任寧吉喆表示，今年去
產能任務目標雖然低於去年，但量也很
大。中國的鋼鐵總產能 11 億噸，總消
費量超過 8 億噸，今年再去 5,000 萬噸
產能，鋼鐵產能利用率大體可達
80% 。 今 年 去 產 能 還 擴 展 到 煤 電 行
業。
關於京津冀
何立峰表示，要大力促進京津冀協同
發展打造「後花園」，北京河北兩地
政府牽頭達成共識，進展比預期要
好。

成效，並稱中國經濟保持中高速增長
的可能性非常大。

關於實體經濟
國家發改委副主任張勇表示，虛擬經濟
產生於實體經濟，也要服務於實體經
濟，這個原則不能變，政府制定政策要
始終堅持並貫徹這一原則。
■何立峰

中新社

6.7%的增速居全球第一，卻
去年中國經濟
為中國近 26 年來最慢，今年政府工作報

告又將增長預期目標下調至 6.5%，外界對中
國經濟前景擔憂再起。對此何立峰表示，去年
中國經濟發展結果較好，體現了穩中求進的工
作總基調，總的特點是緩中趨穩、穩中向好，
實現了平穩健康發展。

厲以寧：今年經濟增速或破 6.5%
新華社

關於「雙創」
寧吉喆表示，去年中國創業投資領域募
集資金量是前年的 1.79 倍，目前早期創
業活動指數為12.84，在全球主要國家當
中位於前列。
記者 海巖 整理

加大結構調整 取得預期成效
何立峰引用數據稱，去年中國前三季度經濟
增長率均為 6.7%，第四季度達到 6.8%，與之
相匹配的其他經濟數據也非常平穩，全年新增
城鎮就業1,300多萬人，減貧1,200多萬人，貧
困率下降到 4.5%。另外，生產和生活資料及
其他方面價格走勢非常平穩，與經濟發展趨勢
保持一致。
何立峰還稱，中國經濟增長從原來的高速向
中高速轉變，前五年大體上有三年經濟增長幅
度為 7%到 8%左右，有兩年是 6.5%到 7%之
間，去年是 6.7%，逐步緩慢回落，每一年經
濟增量和上一年的經濟增量相比，都是增加
的，這為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創造了一個很
好的環境和條件。「中國有句古話『文武之
道，一張一弛』，我們在經濟發展當中、在結
構調整過程中加大了工作力度，結構調整有了
比較大的進展，取得了預期的成效。」
另外，何立峰指出，中國對外開放的步伐還
在加快，中國自身的發展為全球經濟一體化提
供了很好的發展機遇，中國經濟總量大體佔全
球經濟總量的15%左右，但去年的經濟增量佔
全球經濟增量的比重超過30%。

增長1個百分點 可創就業170萬
對於今年增長目標下調至6.5%左右，何立峰
表示，一方面有這種必要性，因為中國是一個有
將近14億人口的大國，就業是一個很重要的問
題，沒有一定的經濟發展速度，要解決新增工作
崗位是很困難的。現在經濟每增長一個百分點，
大體可以新增就業崗位170萬個左右。中國今年
新增就業目標為1,100萬人以上，僅大學畢業生
就將近800萬人，還有其他新增的城鎮和農村就
業人口，需要保持一定的增長速度。
另一方面，中國經濟發展到 2020 年實現全
面建成小康社會，仍有很多民生及其他方面短
板要補齊，需要經濟保持中高速增長。何立峰
認為，去年經濟平穩健康發展，為今年的發展
奠定了比較扎實的基礎，特別是隨着供給側結
構性改革深入推進，將會創造更多的條件、更
好的環境。

「帶路」
論壇細節披露
外交部正牽頭落實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海巖 兩會報道）何立
峰在記者會上還首次透露了將於5月14日至15
日在北京舉辦的首屆「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
峰論壇的重要細節。
他說，論壇包括開幕式、圓桌峰會和高級別
會議，外交部正在牽頭推動具體落實。
國家發改委將牽頭舉辦論壇中的高級別會
議，這個高級別會議簡稱「1+6」，「1」是
主場會議，內容包括「一帶一路」建設過程當
中對核心價值理念、基本原則和「五通」等發
表見解。「6」是六場平行主題會議，包括政
策溝通、設施聯通、資金融通、貿易暢通、民
心相通及一個智庫會議。

關於物價
寧吉喆表示，今年要確保農產品、用水
改革、醫療交通運輸價格改革，穩定市
場預期，有效對接國際市場，緩解國際
市場波動對國內的影響，保障基本民生
不受影響。

■厲以寧

■錢穎一

今日兩會看點

■楊凱生

人大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寶峰
兩會報道）全國政協常委、北京
大學光華管理學院名譽院長厲以
寧昨日在全國政協舉行的記者會
上，回應「中國經濟是否已到探
底拐點」時說，「中國國情表
明，我們是在不斷的轉型、不斷
的改革當中來達到新的位置，所
以，若說現在已經處在轉型階段
的拐點了，我看不一定符合中國
的實際。」
針對「今年中國經濟增速能否超
過 6.5%」的問題，厲以寧表示，經
濟中最重要的問題是效率問題，效
率有兩個基礎，一個是物質技術基
礎，就是有多少廠房、設備、原材
料等，它是增長的保證，而且是常

規的增長；另一個基礎是道德基
礎，比如人們有認同感、風雨同舟
感等，這是一個巨大的力量，道德
力量調節能夠帶來意想不到的成
果。今年能否超過 6.5%，要看我們
的效率基礎能不能使大家都感到有
新的突破。今年將召開中共十九
大，全國上下都在為迎接十九大召
開貢獻自己的力量。經濟增長有可
能會突破 6.5%，也有可能有更多的
成就。

錢穎一：政府不會猛烈「去槓桿」
針對如何平衡去槓桿與短期穩增
長之間的張力問題，全國政協委
員、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院長錢
穎一表示，政府推進去槓桿時，首

先會穩步推進，不會在短期內劇烈
調整。此外，更加積極的財政政
策、穩健中性的貨幣政策和積極的
就業政策，對穩定經濟增長也是至
關重要的。
針對「當前去槓桿的難點和重
點」問題，全國政協委員、中國銀
監會特邀顧問、中國工商銀行原行
長楊凱生表示，政府工作報告中提
出「要在控制總槓桿率的前提下把
降低企業的槓桿率作為重中之
重」，這就是去槓桿的重點。此
外，報告還說「要用改革的辦法深
入推進『三去一降一補』，要積極
穩妥地去槓桿」，所謂的難點也就
是如何有效地、順利地、盡可能平
穩地把去槓桿工作做好。

何立峰兩邀記者提建議
2014
年從天津
調任國家
發改委副主任後，何立峰很少在媒
體面前曝光，所以在昨天的記者會
上，許多同行並不識他的「廬山真
面目」。
外界對他的了解多是，這位經濟
學科班出身的發改委新主任，早年




在福建任職時與習近平多有交集，
近年「操刀」過中國第一個國家綜
合改革創新區——天津濱海新區建
設；到發改委工作後，負責的一項
重要工作是協調推進「一帶一路」
建設。
在昨天的「首秀」上，何立峰全
程答問不苟言笑，表現出嚴肅而嚴
謹的個性。令人印象較深的是在答

問期間，他連續兩次邀請中外記者
對中國的發展多提建議。
在向記者們闡明中國為何下調增
長目標後，何立峰發出邀請，「你
們來自四面八方，對全球經濟發
展、對各地發展都有很多很好的看
法，如果有什麼好的建議，希望及
時跟我們溝通，我們共同努力。」
■記者 海巖

上午9時

代表團全體會議，審查計
劃報告和預算報告

上午9時

記者會：財政部部長肖捷
等就「財政工作和財稅改
革」答中外記者提問

上午
10時45分

記者會：農業部部長韓長
賦等就「推進農業供給側
結構性改革」答中外記者
提問

下午3時

代表小組會議，審查計劃
報告

下午
4時15分

記者會：國務院扶貧辦主
任劉永富就「脫貧攻堅工
作」答中外記者提問

政協
上午9時

小組會議，討論計劃報告
和預算報告

下午
2時30分

記者會：劉長樂等全國政
協委員談堅定文化自信講
好中國故事

下午3時

界別聯組會議，聯繫本界
別實際討論政府工作報告
記者 張帥 整理

華對「帶路」沿線國投資逾 500 億美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海巖
兩會報道）何立峰表示，近三
年來，中國對「一帶一路」沿
線國家的對外投資超過 500 億
美元，建設成果好於預期，推
動共建的印尼雅萬高鐵、匈塞
鐵路、中老鐵路等標誌性的合
作工程，目前進展良好。

核心理念獲認可
何立峰稱，自中國提出「一

帶一路」倡議至今三年多，
「一帶一路」建設進展快速，
且成果好於預期。倡議已經得
到世界上 100 多個國家響應，
先後和沿線國家簽訂了將近 50
份政府之間合作協議、70 多份
包括一些國際組織在內的部門
之間的合作協議。
何立峰還指出，經過共商，
推動共建了一批標誌性的合作
工程，如印尼的雅萬高鐵、匈

塞鐵路、中國和老撾之間的中
老鐵路及一批港口和其他設施
等，現在進展情況良好。另
外，現在到中國留學的青年學
子超過一半是來自「一帶一
路」沿線國家的學生。
何立峰還表示，隨着「一帶
一路」建設的推進，其和平合
作、開放包容、互學互鑒、互
利共贏的核心價值理念，越來
越被沿線國家和人民所認同。

■中國與
印尼共建
的雅萬高
鐵進展良
好。圖為
中國高鐵
在雅加達
展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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