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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找準痛點
釋紅利補短板

■振興鄉村需引進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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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為一群小朋友在浙江
寧波滕頭村生態旅遊景區遊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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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學研合作促創新 振興鄉村政策引才

發揮港珠澳橋效益 增兩地牌完善配套

今年是中國改革開放 40 周年，「改

港珠澳大橋開通在即，如
何發揮大橋效應，促進粵港
澳大灣區協同及高效發展，
成為各方關注的焦點。全國
人大代表馮玉寶指出，目
前，大橋兩地牌配額指標還
是過少，希望通過國家和地
方逐步採取系列改革，進一
步增加指標，並對大橋相關
配套進行完善，發揮大橋應
有的作用和效益。
作為交通工程規劃領域的
專家，馮玉寶一直關注港珠
澳大橋的建設和後續運營規
劃。「如何發揮大橋在人流
物流通行效率和運行效益，
在體制機制方面的突破最為
關鍵。」馮玉寶指出，
「目前，大橋兩地牌指標
只有 1 萬多，而且以港澳車
輛為主，這對於這一超級工
程來說，是遠遠不夠的。」
他說，「在『一國兩制』制
度框架下，如何研究讓包括
內地在內，更多的車輛在大
橋通行，特別是內地車輛怎
麼進入港澳，值得期待，這
需要三地協商，在體制機制
上合理合法突破。」馮玉寶
說，相信中央會做通盤考
慮，發揮港珠澳大橋在大灣
區建設中的重要作用。

革」成為大熱詞。黨的十八大以來，
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高舉改
革大旗，銳意推進全面深化改革，在
取得舉世矚目的歷史性成就的基礎
上，發出「站在更高起點謀劃和推進
改革」的新的動員令。在今年李克強
總理所作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改
革」一詞出現 97 次，為歷屆之最。報
告在談到新一年政府工作重點建議
時，亦幾乎是句句話改革。站在新的
起點上，按照問題導向，找準痛點深
化改革，通過改革激發紅利，通過改
革補齊短板，成為來自不同領域的兩
會代表和委員們的共識，他們對此充
滿了期待。
■文/圖：香港文匯報記者
敖敏輝 兩會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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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系列改革激發全社會的創新活力。
。圖為
河北省文安縣鵬冠科技有限公司技術人員在用壓電陶瓷噴
射閥為血糖試紙塗裝生物酶進行技術檢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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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年，全面深化改革是重頭戲，十八
過去屆中央先後召開
38 次中央深改領導小組

會議，出台 1,500 多項改革措施。對於改革的
艱辛和改革所取得的成就，來自科研前沿和企
業經營一線的全國人大代表彭壽感觸頗深。

科企聯合重組去產能
彭壽是中國信息顯示材料研究領域領軍式人
物，在浮法玻璃和光電玻璃方面是當之無愧的
權威。他同時也是中國建材國際工程集團的董
事長，該集團在深圳和安徽都有研發和生產基
地。
作為中國戰略性新興產業的重要領域，信息
顯示材料技術長期被美國和日本壟斷，多年依
靠進口。彭壽認為，造成這一局面的主要原因
是科技研發方面體制機制方面的掣肘：「比如
科研經費的分配，研發項目的立項，多向高校
傾斜。而作為科技創新的主體，企業和它的科
研團隊受限較多。」
十八大以來，這方面有了明顯的改變和長足
的進步。國有企業改革，混合所有制改革，還
有科技人員持股、企業上市，一系列改革激發
全社會的創新活力。「如今，我們企業通過產
研結合，推出世界最薄 0.15 毫米手機觸控玻
璃、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 8.5 代 TFT 玻璃基板
等，一批高端產品不斷湧現，為國防軍工和光
電信息產業提供了關鍵原材料。」
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到，鼓勵企業牽頭
實施重大科技項目，支持科研院所、高校與企
業融通創新，加快創新成果轉化應用。這對彭
壽來說，無疑是一顆定心丸。他表示，他對於
接下來通過企業聯合重組去產能補短板、科研
機構與企業形成創新合力等，有了更大的期
待。

農村基礎設施待完善
對改革同樣抱有期待的，還有來自廣西百色
農村基層的全國人大代表羅朝陽。
近年來，在國家扶貧政策支持下，羅朝陽帶
領鄉親，在鄉村休閒旅遊、特色農產品種植等
方面做得風生水起，一舉摘掉了「窮帽子」。
「現在，村民有想法做特色農產品種植，政
府免費給你果苗；需要資金，國家給你低息貸
款。比如我自己，通過自籌資金和國家貸款，
流轉了 50 畝土地，辦起了沃柑採摘園，發展
形勢很好。」羅朝陽欣喜地說。
今年全國兩會，習近平總書記在多個場合對
鄉村振興作出指示，李克強總理在政府工作報
告中對「三農」也濃墨重彩。
羅朝陽說，穩定和夯實農民脫貧和致富的基
礎，這特別重要。此外，鄉村振興如何吸引人
才，補齊產業振興、旅遊扶貧中出現的人才窪
地，這都需要改革。比如人才如何認定，如何
吸引他們下沉農村，需要通過系列改革措施落
實。
「另外，產業扶貧方面，基礎設施一定要跟
上，需要政府來扶持。」羅朝陽特別提到，在
他的調研中，廣大農民反映最強烈的還是基礎
設施建設。「產業園做起來了，交通配套跟不
上，客人進不來，我們的產品也出不去，是個
難題。」
他相信，今後中央對鄉村振興的系列政策會
陸續出台，人才引進、基礎設施配套一定會跟
上。

全國人大代表彭壽：
科技人員持股、企業上
市，一系列改革激發全社
會的創新活力。

全國人大代表羅朝陽：
產業扶貧，基礎設施一定
要跟上，需要政府來扶
持。

全國人大代表黃達昌：
期待通過改革，中國體育
事業在不久的將來會有一
個較大突破。

全國人大代表馮玉寶：
如何發揮港珠澳大橋運行
效益，在體制機制方面的
突破最為關鍵。

全國政協委員黃西勤：
在一些經濟發達的城市，
應該率先逐步取消路橋
費。

全國人大代表華茜：
呼籲政府出台鼓勵政策，
吸引沿海地區電商人才來
貴州發展。

全國政協委員劉紅宇：
提高了執行效率，讓司法
裁判得以落地。

全國人大代表雷軍：
政府工作報告對創新、互
聯網的重視，讓我們幹起
來更有信心、更有勁頭。

國家挺民辦體育 珠超聯老闆點讚
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中，在全民健
身、體育「互聯網+」、改革激發體育
潛能、社會力量參與體育供給、北京冬
奧會殘奧會等 5 方面提及體育事業，幾
乎是此前的 2 至 3 倍。來自體育界的委
員和代表顯得特別興奮，他們期待更多
改革辦法的出台。專注足球行業的全國
人大代表黃達昌，期待通過改革，中國
體育事業在不久的將來會有一個較大突
破。
出於對足球的癡迷，2009 年，廣東
千色花化工有限公司董事長黃達昌投

入巨資打造珠超室內五人制足球聯
賽，到目前，已經來到第 10 個年頭的
珠超聯賽，依然是中國唯一由民間力
量運營的足球聯賽，也是國內和中國
足協五人制足球聯賽並行的唯一五人
足球聯賽。

個人投資難做強 中央支持增信心
黃達昌說，目前，珠超聯賽參賽球隊
來自廣東、香港、澳門、湖南、福建、
江西、廣西等多個省市和地區，可以說
已經建立了品牌，不過仍然是個人經

營。
「我們已經把品牌做起來了，但最缺
的還是資金，還有教練、場地等方面的
資源。希望政府出台相關改革措施，鼓
勵社會參與我們的工作，希望有更多的
類似聯賽。畢竟單憑個人熱情和個人投
資，很難把這種為中國足球打基礎的事
業做大做強。」黃達昌說，此次，中央
和國家明確發出支持社會力量參與體育
事業的改革強音，讓他更有信心把這個
民間職業足球聯賽做下去，也期待更多
人參與進來。

規範路橋收費標準
呼籲政府投資修建
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深化收費公
路制度改革，降低過路過橋費用。對
此，全國政協委員、廣東國眾聯行資
產評估土地房地產估價規劃諮詢有限
公司董事長黃西勤十分贊同。作為新
任全國政協委員，降低路橋收費正是
她的重點提案之一。
黃西勤表示，包括高速公路建設方
面，很多都是由企業修建。為了收回
成本、賺取利潤，企業往往定價較
高，時限較長，這給老百姓、企業帶
來較大的負擔。
在作為省政協委員期間，黃西勤就調
研發現，降低路橋費，多年來成為百
姓、企業的呼聲。「當聽到李克強總理
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明確提到，要降低過
路過橋費用，我十分興奮的。」
她期待，收費公路制度改革今後可
以更徹底一點，對收費標準進行規
範，讓路橋收費更低一些，進一步為
老百姓和企業「減負」。另一方面，
在一些經濟發達的城市，應該率先逐
步取消路橋費，為每天跨區通勤的百
姓和往來企業人員帶來更多的便利。
黃西勤建議，對於企業修建的收費
公路，政府應該通過談判以合理的價
格回收，新建的道路應該更多地由政
府來投資，讓市民享受城市經濟發展
帶來的便利實惠，讓市民通過便利的
出行有更多的獲得感、幸福感。

農村電商發展瓶頸待破

司法裁判執行效率提高

改革讓科網企更有活力

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再次關注農村電商。來自貴州的
全國人大代表、阿里巴巴農村淘寶合夥人華茜，備受鼓
舞。她期待農村電商發展上的一些難點問題，在不久的將
來能夠得到很好的解決。
華茜是貴州銅仁萬山鎮的農民，2015 年 8 月返鄉成立公司
並申請商標，幫鄉親們把農產品賣出大山，行銷全國，帶領
一眾鄉親走上致富路。
在發展電商的具體操作中，華茜遇到了一些人才、融資等
急需解決的問題。為電商創業人員提供良好的工作環境，華
茜呼籲政府出台鼓勵政策，吸引沿海地區電商人才來貴州發
展。同時，農村本地的電商從業人員，需要到浙江、廣東等
電商發展基礎較好的地區交流和學習。另外，貸款難、物流
收費貴，都是需要解決的問題。

今年的「兩高」報告，司法體制改革是着墨的重點。對於
如何解決執行難問題，全國政協委員劉紅宇十分關心和期
待。
劉紅宇介紹，近年來，最高人民法院會同公安部、銀監會
等十多個單位以及 60 多個單位共同成立了信用懲戒機制，
讓那些失信的被執行人不能方便生活，不能高消費、不能坐
高鐵、不能坐飛機。這些都極大提高了執行效率，讓司法裁
判得以落地。
今年最高法院的報告指出，尊重和保障律師依法履職，共
同促進公正司法。確保如期實現「基本解決執行難」目標，
堅決攻克這一妨礙公平正義、損害人民權益的頑疾。劉紅宇
表示，這更讓人看到了信心，相信今後有更多相關改革措施
出台。

來自中國互聯網行業的全國人大代
表、小米科技董事長兼 CEO 雷軍
說，李克強總理報告中提到的「創
新、『互聯網+』以及製造強國」等
論述，讓他特別振奮。
雷軍特意做了筆記，發現報告中，
「創新」出現了 53 次，「互聯網」
提 了 10 次 ， 其 中 7 次 是 「 互 聯
網+」。他說，小米一直在努力將互
聯網的效率和體驗優勢賦能到製造業
領域，帶動整個行業提質增效，報告
的重視讓他們幹起來更有信心、更有
勁頭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