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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6月30日，中共中央政
治局常委、全國政協主席俞正聲在京主持
召開調研協商座談會，邀請民盟中央、民
建中央、民進中央、九三學社中央和全國
工商聯負責人，圍繞大力振興和提升實體
經濟建言獻策。俞正聲指出，積極參與和
服務振興實體經濟，是統一戰線的重要任
務。各民主黨派和全國工商聯要立足自身
優勢，主動順應實踐發展要求，為振興和
提升實體經濟積極獻計出力。要引導民營
企業家特別是年輕一代，立足實體經濟，

堅定發展信心，發揚工匠精神，一步一個
腳印地把企業做強做好。要鼓勵和幫助民
營企業到「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地區投
資興業，促進經濟合作。要做好脫貧攻堅
民主監督工作，推動民營企業家積極投身
貧困地區建設和發展，幫助貧困地區百姓
脫貧致富。
座談會上，民盟中央主席張寶文建議，

提升行業資源配置效益，突出產業結構調
整重點，引導企業增強創新能力，促進我
國由農機裝備製造大國向製造強國轉變。

民建中央主席陳昌智建議，加快西部地區
電力外送通道建設，落實新能源配額制，
推動新能源產業和現代高載能產業、先進
裝備製造業、高端服務業等協同發展。民
進中央主席嚴雋琪建議，從就業導向、職
業需求、技能特色出發，加快構建符合中
國國情的多層次、多形式，面向全社會開
放的「校企合作、產教融合、工學結合、
職前職後一體化、公辦民辦並舉」的現代
職業教育體系。九三學社中央主席韓啟德
建議，進一步提升支持科技型中小企業發

展的政策精準性，釋放創新創業動能。全
國工商聯主席王欽敏建議，加快建立降低
企業綜合成本的長效機制，開展金融服務
整治行動並深入落實普惠金融措施，引導
企業挖潛增效。俞正聲強調，要深入貫徹
落實關於支持民主黨派中央開展重點考察
調研的意見精神，各有關部門要積極搭建
知情平台，定期通報情況、解讀政策、回
應問題，認真研究、及時反饋黨外人士的
意見建議，支持他們更好地履行職能、發
揮作用。

俞正聲：積極參與和服務振興實體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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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政協十二屆常委會第二十一次會議在京召開
2017年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深化之年。在上周召開的全國政協十二屆

常委會第二十一次會議上，全國政協常委和委員們圍繞「深化供給側結構

性改革，促進經濟平穩健康發展」建言獻策，這也是全國政協今年的重點

協商議政活動。常委們一致認為，針對實體經濟結構性供需失衡、金融和

實體經濟失衡、房地產和實體經濟失衡的問題，必須從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上想辦法、定政策，去除沒有需求的無效供給，創造適應新需求的有效供

給，實現供求關係新的動態平衡。

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記者 王曉雪 北京報道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國政協主席俞
正聲在主持會議時指出，準確把握經

濟新常態的特點，緊緊圍繞「深化供給側結
構性改革，促進經濟平穩健康發展」建言獻
策，是發揮政協作為社會主義協商民主重要
渠道和專門協商機構作用、履行政協職能的
重要實踐。

深化改革增強內生發展動力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副總理張高
麗在報告中強調，要深入推進鋼鐵、煤炭、
煤電等重點行業化解過剩產能，妥善安置職
工，穩妥處置企業債務。要堅持因城施策，
穩步推進房地產去庫存，促進房地產市場平
穩健康發展。要推動市場化法治化債轉股，
強化企業自身債務約束，逐步降低企業槓桿
率。要加大減稅降費力度，完善收費目錄清
單管理制度，切實減輕企業負擔。要聚焦精
準脫貧等重點領域和薄弱環節，加快補上經

濟社會發展短板。
張高麗指出，要堅持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
山，推動形成綠色發展方式和生活方式。要
推進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優化農業產業
體系、生產體系、經營體系。要深入實施創
新驅動發展戰略，持續推動大眾創業、萬眾
創新，大力振興實體經濟。要深入推進簡政
放權、放管結合，深化財稅、金融、國企等
改革，不斷增強內生發展動力。

四建議促進經濟平穩發展
此前，全國政協組織委員分8路赴13個省
區深入調研，為此次常委會的召開做好充分
準備。常委們建議，要正確處理政府與市場
的關係。解決好市場自發性與生產消費社會
性之間的矛盾，形成積極的市場導向，不能
干預企業經營，同時也決不能放鬆政府的責
任。政府要避免宏觀決策、產業政策出現導
向性失誤，更好發揮政府作用。

其次要更加注重補短板。常委們認為，重
點是把中國製造業水平提高到世界先進水
平。樹立長期艱苦奮鬥的思想，反對浮躁和
急功近利。三是通過深化體制機制改革，促
進經濟社會發展、持續改善民生。四是應重
視企業家的作用。要關心、愛護企業家，包
括非公有制經濟企業家，營造良好的企業家
成長環境，造就優秀企業家隊伍。

「有去有保」着力振興實體經濟
作為國民經濟的支柱，全國政協常委張左
己認為中國的實體經濟存在內部結構失衡、

運行不暢、產能過剩、槓桿率高等問題。他
建議加快淘汰落後產能，同時「有去有
保」，保護優質產能；鼓勵科技創新，保護
知識產權；進一步放寬對民營經濟的准入限
制，改善投資預期。「我們在地方調研時發
現，一些技術落後、產品檔次低、嚴重虧
損、扭虧無望的『殭屍企業』，以及白天關
停、晚上開足馬力生產的『開關企業』，會
擠壓優質產品的生存空間。」全國政協常委
徐一帆建議，要嚴格界定「殭屍企業」的標
準，更多運用市場化、法治化的辦法讓其退
出市場，不能以任何方式「復生」。

「引導資金脫虛向實既有利於抑制資產泡
沫，又有助於實體產業走出低谷。」全國政協
常委蘭雲升認為，多渠道降低實體企業成
本，積極支持實體企業增強市場競爭力，同
時努力改善金融體系服務實體經濟的能力，
營造有利於服務實體經濟發展的監管環境。
全國政協常委吳正德則認為，虛擬經濟並

不全都是泡沫。他表示，社會財富沉澱積累
在金融等虛擬經濟領域，這是大勢所趨。只
要這些財富能有效使用在實體經濟中，用在
供給側改革發展上，用在社會、教育、醫
療、養老等基本需求上，虛擬經濟就有合理
的存在意義。「中國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
進程需要實體經濟與虛擬經濟兩者協同發
力。」
此外，會議增補李建華、楊小波、舒啟明

為第十二屆全國政協委員；任命舒啟明為第
十二屆全國政協副秘書長；增補楊衍銀為港
澳台僑委員會主任；任命李建華為提案委員
會副主任，張秋儉為教科文衛體委員會副主
任，楊小波為民族和宗教委員會駐會副主
任；因年齡原因，張秋儉、林智敏不再擔任
第十二屆全國政協副秘書長，曉敏不再擔任
民族和宗教委員會駐會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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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訊（記
者王曉雪北京報道）今年是香港回
歸祖國20周年，社會各界相繼舉行
紀念活動慶祝香港回歸。近日，由
全國政協文史和學習委員會、香港
文史編輯委員會徵集編輯，中共黨
史出版社、香港三聯書店分別出版
的《紫荊花開映香江——香港回歸
20周年親歷記》正式問世。全國政
協副主席董建華為該書作序。
該書收錄了各級政協委員和社會
各界人士對香港回歸20年來重大事
件、重要活動、重要人物親歷、親
見、親聞的回憶文章78篇和近百幅
圖片。聚焦香港回歸與發展，多角
度、多層面記述和見證了中英關於
香港問題談判、香港特別行政區籌
備、香港各界慶祝香港回歸祖國的
盛況，全面展示了回歸20年來，在
中央政府和祖國內地的大力支持
下，香港特區政府團結帶領各界人
士，認真貫徹「一國兩制」方針和
基本法，妥善應對各種挑戰，實現
經濟跨越式增長，人文建設不斷進
步，社會和諧安定，「一國兩制」
在香港實踐取得的巨大成功。
在出版座談會暨贈書儀式上，全
國政協文史和學習委員會主任王太
華表示，徵編出版香港回歸20周年
文史資料是本屆委員會的重要工

作。該書的出版，既是向香港回歸
20周年獻禮，也是向海內外展示香
港風采、講好中國故事、傳播中國
聲音的一項舉措，為全面了解香港
回歸的歷史，深入研究香港特區發
展歷程，提供資料借鑒。 他指出，
「這本書對廣泛團結香港同胞，進
一步堅定推進『一國兩制』偉大事
業的信心，繼續推進香港基本法全
面貫徹落實，更好地維護和促進香
港的長期繁榮穩定具有重要意
義。」
全國政協委員、香港新活力青年

智庫總監楊志紅有2篇文章收錄書
中。她回憶，中英香港政權交接儀
式當晚，香港大雨滂沱，但沒有影
響市民迎接回歸的激動心情。1997
年7月1日這一天，香港像遊子一樣
終於回到了祖國的懷抱。
她指出，20年來，不論香港經歷
順境或逆境，中央政府對香港的支
持與關懷始終如一。回顧和總結歷
史對香港的未來發展具有深遠意
義。「相信我們每個作者都是以自
身經歷和獨特視角在『重播』當年
香港回歸，真實地反映大家對香港
回歸祖國後的主人翁意識以及對
『一國兩制』的堅定信念。」
全國政協文史和學習委員會在會

後向國家圖書館贈送該書。

陝政協聚焦農業供給側改革
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訊（記

者張仕珍西安報道）政協第十一屆
陝西省委員會常務委員會第二十六次
會議上月底在西安召開，會議圍繞
「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進行專題
議政協商。為推進農業供給側結構性
改革，促進一二三產業融合發展，陝
西將在提高供給質量、促進農民增收
方面着力，並將集中培育10萬名新
型職業農民，推動農業職業化。

集中培育10萬新型職業農民
近年來，通過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

革，陝西省農業發展生產體系趨於優
化，經營體系不斷健全，產業體系加
快建立，改革創新持續深化，基礎保
障能力增強。未來，陝西省將立足三
產融合，催生新型業態，並將培育發
展新產業、新業態作為農業供給側結
構性改革的重要內容，推動產業全環
節升級、全鏈條升值、多功能拓展，
實現「農業有效益、農民有業創、農
村有活力」。陝西省副省長馮新柱表
示，陝西省將創新基層農技推廣服務
方式，深化現代種業體制改革，並培
育10萬名新型職業農民，推動農業從

業主體職業化。

加快農業科技創新
陝西省政協主席韓勇稱，深入推進
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新時期「三
農」工作重大創新，是各級組織落實中
央「三農」決策部署的政治責任。
韓勇強調，要適應市場需求，發展

適度規模經營，壯大特色產業，培育
農業優勢品牌，提高供給質量效益；
要培育新型業態，促進農村產業融合
發展，積極培育壯大龍頭企業，大力
發展農村電子商務，加快推進外向型

農業發展；要強化創新驅動，加快農
業科技創新，搭建農業信息化平台，
加強農業科技人才隊伍建設，增強農
業科技支撐；同時，要推進農村承包
地「三權分置」，推進農村集體產權
制度改革，壯大村級集體經濟，改革
財政支農投入使用機制，培育農業發
展新動能。
他並希望全省各級政協組織和廣大

政協委員積極探索助推精準扶貧、精
準脫貧的方法和路徑，發揮調研協商
作用，匯聚起推進農業供給側結構性
改革的強大合力。

盧展工調研華為北京研究所
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訊（記

者王曉雪北京報道）全國政協副主席
盧展工近日率全國政協文史和學習委員
會考察組赴華為技術有限公司北京研究
所考察。在此前召開的全國政協十二屆
常委會第二十一次會議上，華為公司應
邀作題為《不在非戰略機會點上消耗戰
略競爭力量———華為的制度創新和

理念創新》的學習講座，考察組在此基
礎上深入實地，了解華為公司在制度、
研發、理念等方面的創新實踐。
考察組一行參觀了華為北京研究所

的展示中心、研發中心及員工生活
樓，並現場體驗了智慧公共服務、先
進應急通訊、數字化通訊業務、運維
運營、IT基礎設施、數字企業、創新

願景、智能終端等多個方面的動態展
示和有關技術。
考察組認為，創新是引領發展的第

一動力，要把創新貫穿於供給側結構
性改革的全過程，在制度創新、人才
創新、公司創新、市場創新等方面邁
出實實在在的步伐，推動經濟社會發
展再上新台階。

■■曾是曾是「「殭屍企業殭屍企業」」的寧夏中衛市美利紙業公司的寧夏中衛市美利紙業公司，，通過混合所有制改革變身成上市公通過混合所有制改革變身成上市公
司司「「美利雲美利雲」，」，除造紙外除造紙外，，產業還拓展至數據中心項目建設產業還拓展至數據中心項目建設、、雲計算等雲計算等。。圖為美利紙圖為美利紙
業公司工人在車間內操作機器設備業公司工人在車間內操作機器設備。。 新華社新華社

■《紫荊花開
映香江——香
港回歸20周年
親歷記》出版
座談會暨贈書
儀 式 在 京 舉
行。

香港文匯報
記者王曉雪攝

■■政協第十一屆陝西省委員會常務委員會第二十六次會議現場政協第十一屆陝西省委員會常務委員會第二十六次會議現場。。
香港文匯報記者張仕珍香港文匯報記者張仕珍 攝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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