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海外學者：中國改革開放惠全球
國際社會期待共享發展紅利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

「中國經濟的高速發展給世界帶來希

望。」卡塔爾《東方報》資深記者塔

克卡馬哈雷．努沙德表示。國務院總

理李克強5日向十三屆全國人大一次

會議作政府工作報告（以下簡稱《報

告》），獲得國際社會高度評價。多

國專家學者表示，中國過去五年成就

驚人，世界期待共享中國發展帶來更

多紅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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貧困人口減少6,800多萬、城鎮新增就業
6,600萬人以上、國內生產總值增加到

82.7萬億元人民幣，年均增長7.1%……日本
福井縣立大學名譽教授凌星光表示，《報告》
以客觀而有說服力的數字闡述了中國的成績。
特別是五年來，國內生產總值佔世界經濟比重
上升，創新驅動發展成果豐碩，大眾創業、萬
眾創新蓬勃發展，向世界展示了中國經濟社會
充滿活力的面貌。
美國亞利桑那大學客座教授施永豐評價說，
中國在民生發展方面，惠民政策力度不斷加
大，還在綜合交通建設方面，建成世界上規模
最大、運行速度最快、具有完全自主知識產權
的高速鐵路網絡，成就斐然。

創新已成中國重質發展的重要動力
墨西哥普埃布拉功勳自治大學中國問題專家
拉克爾．萊昂．德拉羅薩認為，這份報告為中
國適應新環境下的新需求制定了具體舉措，
力於提出相關舉措以適應經濟轉型。報告體現
中國重視推動建設創新型國家，同時兼顧可持
續發展，關注生態環境，致力於為下一代留下
一個美麗中國。
歐洲學院中歐研究中心主任門靜認為，創新
已成為中國重質發展的重要動力，國家鼓勵創
新的舉措與「中國製造2025」發展規劃相呼
應，為實現「兩個一百年」奮鬥目標鋪路。
印度尼赫魯大學中國和東南亞研究中心教
授、漢學家巴利．拉姆．迪帕克說，中國仍然
致力於全面深化各領域改革，將全面放開一般
製造業，擴大電信、醫療、教育、養老、新能
源汽車等領域開放。
談及《報告》中有關的民生舉措，凌星光感
到讚嘆，比如明顯降低家庭寬帶、企業寬帶和
專線使用費，取消流量「漫遊」費；下調汽
車、部分日用消費品進口關稅等。
緬甸資深媒體人、《北極光》雜誌總編輯吳
溫丁說，《報告》的工作佈局全面，有助於各
項政策順利落實。中國政府將加大精準脫貧力
度、深化養老保險制度改革、提高基本醫保和
大病保險保障水準等，令人民踏實。阿根廷
《二十一世紀美洲》雜誌主編路易斯．畢爾巴
鄂說，當前國際貿易壁壘不斷增加、保護主義
呈現抬頭趨勢，中國已經成為經濟全球化、合
作共贏的有力推動者，還將繼續為世界經濟增
長作出更多貢獻。
門靜說，從政府工作報告中可以看出，在對
外開放的進程中，中國越來越自信，也越來越
積極地參與全球治理，提出了共同構建人類命
運共同體的主張，強調在國際合作中要與其他
國家共商共建共享，實現互利共贏。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陽波
兩會報道）政府工作報告提出，
今年將加大精準脫貧力度。全國
人大代表、甘肅省委書記林鐸昨
日在媒體開放日上表示，甘肅是
全國脫貧攻堅的主戰場之一，脫
貧攻堅任務重、難度大。今後三
年，甘肅省將把脫貧攻堅當作全
省的頭等大事，向貧困發起總
攻，精準施策，用「一戶一策」
確保真脫貧、脫真貧。
據林鐸介紹，甘肅全省貧困面

大、貧困程度深、自然條件差。
不僅乾旱缺雨，沙漠化高，山區
丘陵還佔據了全省土地面積的
72%。國家確定的六盤山片區、
秦巴山片區、四省藏區三大貧困
區，都涉及甘肅，而在「三區三
州」深度貧困地區，甘肅省佔了
兩區一縣。全省86個縣中有58個
貧困縣。雖然經過努力，貧困人
口由2012年的692萬人，減少到
去年的188.7萬人。但9.6%的貧
困發生率依然遠遠高於全國水
平，180多萬貧困人口中，有104
萬屬於老弱病殘等特定人口。因
此，甘肅的脫貧任務特別艱巨，
難度大。
林鐸表示，目前脫貧攻堅已經

成為全省的頭等大事，全省上下團結一心，盯
緊短板，針對深度貧困地區和社會貧困人口精
準施策。在具體實施中，該省要求鄉村幹部和
幫扶隊員，深入群眾，面對面溝通，不僅要精
確到一戶一個方案，而且還要具體到選擇什麼
脫貧方式、選擇什麼脫貧產業。「一戶一
策」，務求精準扶貧到村、到戶、到人。同
時，甘肅還將加強脫貧過程中的幹部作風建設
和資金統籌管理，確保做到真脫貧，脫真貧。

如今靠着網
上電商年收入
上百萬元（人

民幣，下同）的全國人大代表梁倩
娟，當年也曾是一名廣東的「打工
仔」。四年多前，她看到甘肅家鄉
的利好政策，毅然回到甘肅隴南市
徽縣開創「隴上莊園」網店，集中
收購、推廣、銷售，讓偏遠隴南的
農特產品遠銷全國。不僅解決了自
己的溫飽，還帶動了300多戶農戶創
業增收，包括100多戶貧困戶。像梁
倩娟這樣的「鄉村淘金者」，正在
向更多人發出創業的「邀約」。

逾700萬人返鄉「淘金」
無論是脫貧攻堅，還是鄉村振

興，這些目標的實現都需要有人去
帶動。

2018年1月，中國人力資源和社

會保障部副部長張義珍對媒體稱，
中國目前返鄉創業人員已超過700
萬。
「700萬人不夠，我們需要更多戰

友。」全國人大代表華茜在3年前放
棄了在溫州的皮鞋生意，回到家鄉
貴州省萬山鎮，當上了一名農村淘
寶合夥人。得知上述數據時，華茜
如是說，並向更多人發出創業「邀
約」。
華茜是侗族人，她一直在思考如

何打造一款富有民族文化元素的產
品，可以暢銷中國，走向海外。
「我把在大城市學到的一些理念和
思想帶回老家，但一個人的力量還
是不夠，做產品需要設計、品牌、
銷售各個方面的人才。」在她看
來，農村與城市的差距，正是農村
的機會。
如何吸引年輕人返鄉創業？「要

給大家一些機遇、信心和方向。大
家都熱愛自己家鄉，但回去後如果
找不到發展的路子，就會打退堂
鼓。」梁倩娟說。2016年11月，
《關於支持返鄉下鄉人員創業創新
促進農村一二三產業融合發展的意
見》出台，明確指出在簡化市場准
入、加大財政支持力度等方面對返
鄉創業人員予以支持。與此同時，
華茜認為，啟動資金也是一個難
題，金融方面的扶持應當加碼。
今年政府工作報告提到，大力實

施鄉村振興戰略，要科學制定規
劃，健全城鄉融合發展體制機制，
依靠改革創新壯大鄉村發展新動
能。發展「互聯網+農業」，促進農
村一二三產業融合發展，這份來自
報告的「邀約」，正吸引着年輕人
回到家鄉。

■中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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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盼更多年輕人返鄉創業

香港文匯
報訊（記者
周亞明 兩會

報道）「原來在外地打工，照
顧不了孩子和老人。現在在家
門口創業就業，又掙錢，又能
照顧家庭。」全國人大代表、
貴州神曲樂器製造有限公司總
經理鄭傳玖告訴香港文匯報記

者，「過去錢是賺了點，但造
成了親情缺失的痛苦，現在這
一狀況正在改變」。

建成世界最大結他生產地
鄭傳玖的家鄉貴州省遵義市

正安縣，在他的示範引領下，
已入駐相關企業39家，產銷結
他510萬把，成為世界最大的

結他生產基地。全球知名結他
品牌，在此均有授權生產。
20多年前，該縣20多萬農民
赴廣東打工，鄭傳玖是其一。
2013年，響應家鄉號召，帶頭
返鄉創業，在正安縣經濟開發
區辦起了第一家結他生產工
廠。現在，鄭傳玖在家鄉的工
廠有400多名工人，絕大多數

都是返鄉的農民工，還有相當
部分是貧困戶。
因為鄭傳玖他們返鄉創業就

業成效明顯，正安縣被國家有
關部門授予「中國農民工返鄉
創業就業示範縣」。更重要的
是，這裡解決了 9,242 人就
業，其中解決貧困人口就業
1,160人，帶動4,640人脫貧。

鄭傳玖代表：返鄉做老闆 掙錢又顧家

■鄭傳玖
香港文匯報記者周亞明 攝

■全國人大代表、甘肅省委書記林
鐸。 香港文匯報記者李陽波 攝

■■外媒記者紛紛表示外媒記者紛紛表示，，中國政府工作報告獲得國中國政府工作報告獲得國
際社會高度評價際社會高度評價。。圖為中外記者在採訪一名與圖為中外記者在採訪一名與
會者會者。。 彭博社彭博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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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 國家主席習近平參加廣東代表團審議時強
調，發展是第一要務，人才是第一資源，創新是第一動
力。中國如果不走創新驅動道路，新舊動能不能順利轉
換，是不可能真正強大起來的，只能是大而不強。廣東
省是改革開放的排頭兵，銳意創新，成績顯著，為國家
發展累積寶貴經驗。中國經濟正處於轉型升級的關鍵階
段，習近平強調走創新驅動之路，顯示中央不忘改革初
心，堅持發展是硬道理，全力推動科技創新和經濟社會
發展深度融合，把中國建設成為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
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
夢。這一偉大進程，也為香港爭取突破性發展提供引領
和無限機遇。

創新，是習近平治國理政的核心理念之一，他曾指
出：「面對日益激烈的國際競爭，我們必須把創新擺在
國家發展全局的核心位置。」眾所周知，廣東省是中國
改革開放的最前沿，發展經濟、對外開放、解放思想等
方面都走在全國最前列，擔當了歷史責任和光榮使命。
多年來，廣東堅持新發展理念、堅持改革開放，特別是
大膽創新，創造良好條件吸引海內外優秀人才，培育了
騰迅、華為、中興等一大批創科巨企，在振興實體經
濟、推動製造業轉型升級等方面遙遙領先全國。

十八大以來，習近平多次對廣東工作作出重要批
示，不僅體現中央對廣東發展的高度重視，對廣東改革
發展的充分肯定，更是希望廣東堅持新發展理念、堅持
改革開放，為全國推進改革、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
構建開放型經濟新體制提供支撐，努力在全面建成小康
社會、加快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方面提供示範。

近年來，隨着創新創業的蓬勃發展，一大批充滿活

力、具有高成長性的初創企業和中小企業脫穎而出，移
動支付、共享單車等新業態更成為享譽世界的「新四大
發明」，有力推動了中國的經濟轉型升級。但與此同
時，中小企業創新面臨諸多掣肘，缺乏精準化政策支
持，缺少公共服務平台支撐，融資難、融資貴問題仍然
存在，仍需要國家、社會加大對企業創新的支持力度。

今年是全面貫徹十九大精神的開局之年，是決勝全
面建成小康社會、實施「十三五」規劃承上啟下的關鍵
之年，也是改革開放40周年。今年的兩會意義重大而
深遠，習近平在廣東代表團強調創新的重要性，就是要
傳遞明確而強烈的信息，要求全國堅持改革開放，向改
革開放要動力、要空間，要堅持新發展理念，崇尚創
新，努力破解發展面臨的深層次問題，實現更高質量、
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續的發展，強力推動走創
新驅動之路、加快經濟社會發展轉型升級。

創新驅動是大勢所趨，在日新月異的發展態勢和激
烈的競爭環境中，不進則退。香港在創新方面有不少獨
特的有利條件，包括「一國兩制」的制度優勢、完善的
法律及金融體系等等，只要急起直追，完全可以後來居
上。今年新出爐的財政預算案，大手撥款500億元支援
創科發展，特首林鄭月娥更表示，將親自主持督導香港
創新科技及智慧城市發展的委員會。

推動創科單靠政府、資金並不足夠，香港最重要的
是彌補人才不足的短板；更需政府坐言起行，與業界、
學術界共同努力，抓緊國家「十三五」規劃、「一帶一路」
及粵港澳大灣區的機遇，營造鼓勵、推動創新創科的環
境，大力培育、吸引人才，推動本港經濟發展，提升市
民的生活質素，為年輕人創造更美好前景。

國家走創新驅動之路 為香港提供引領和機遇
今日是「三八婦女節」。昨日工聯會發起

簽名行動，爭取落實全薪產假及延長產假至
14周。香港作為經濟發達富裕地區，在職婦
女的生育福利、待遇卻遠遠落後於全球主要
國家和地區。落實全薪產假、延長產假、改
善待遇，有鼓勵生育、刺激經濟、紓緩人口
老化等多重作用，更可提升員工士氣，老
闆、僱員、社會三方均可得益。商界應平衡
社會公平與企業效益，多作承擔；政府更應
推出政策，支持企業實施家庭友善措施，促
進社會和諧發展。

縱觀全球發達國家和地區，均延長產假以
應對人口老化加劇問題。香港政府早已呼籲
市民多生育，但鼓勵生育政策多年未見配合
優化。現時本港在職婦女根據法例享有「前
4後6」共10周產假，期間支取80%薪金，
男士們則由2015年起有3天侍產假，同樣支
薪80%。相比之下，很多國家和地區，如法
國、德國、韓國、新加坡、內地等等，在職
婦女均享有全薪產假，大部分的產假日數較
本港多，內地產假最少的省份亦有128天，
英國則可長達1年。延長產假、提升生育福
利是大勢所趨。但是，本港自1995年將產
假薪酬比例由三分之二上調至五分之四後，
過去22年來再無修訂，明顯落後於人。

本港人口老化加劇，65歲及以上長者的比
例，將由2016年的17%增加至2036年的
31%，對經濟社會發展構成巨大壓力，鼓勵

生育正是紓緩人口老化、提升競爭力的不二
途徑。影響生育意慾的原因眾多，諸如工作
壓力大、收入兩極化、樓價高企等等都是制
約因素，而這些因素很難一時三刻可改變。
相對而言，修改法例延長產假、提升生育福
利待遇，則能在短期內達至，發揮鼓勵生育
的效果，值得政府和商界多作努力和承擔，
加大力度推行。

延長產假和全額支薪，表面看增加了企業
成本，但必須看到，良好的生育福利體現企
業對員工的關懷，增強員工對企業的歸屬
感，有利提升工作效率，為公司創造更大價
值，更重要的是為香港未來發展提供人力資
源。本港不少大型企業已主動提供比政府規
定更長的產假，藉此增加對優秀人才的吸引
力，樹立良好的企業文化和企業形象。政府
可以研究為延長產假的企業提供適當補貼，
減輕中小企業的壓力。

本屆政府積極改善生育福利，行政長官林
鄭月娥上任後發表的首份施政報告，就建議
男士侍產假由現時3天增加至5天；承諾研
究法定產假由現時10周增加至14周，與國
際勞工組織的公約和日本、歐盟的水平看
齊。5天男士侍產假有望在年內落實。改善
生育待遇是政府的施政方向，受到民意支
持，社會希望僱主積極響應，早日落實14
周法定產假和全薪產假， 達至老闆、僱員、
社會三贏。

改善生育待遇 勞資社會三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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