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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海巖 北京報道）中央提出「十四五」及此後一段

時間，要推動形成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

展格局。國務院參事林毅夫、仇興保及國務院參事室特約研究員姚景源昨

日接受中外媒體採訪表示，中國轉向實施雙循環戰略，主要原因是當前中

國經濟的比較優勢和主要矛盾發生變化。要實現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關

鍵要依靠改革，其中，增加居民收入、擴大消費為首務。專家還建議，要

繼續推進戶籍制度、土地制度改革，提高經濟效率；繼續降低關稅、縮短

負面清單，以吸引外資擴大對外開放。

專家：國內大循環關鍵靠改革
百姓增收擴消費為首務 續推戶籍土地制度改革 降稅吸外資

專家觀點
◆增加國民收入，切政府收入的蛋
糕，增加社會保障；

◆提高經濟效率，推動戶籍、土地等改
革，提高金融等要素市場配置效率；

◆繼續擴大開放吸引外資，降低關稅，
縮短外資負面清單，給外資國民待遇；

◆繼續推進城鎮化，提高民間投資信
心和意願。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海巖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新華社及中新社報道，中共
中央政治局28日下午就中國考古最新發現及其意
義為題舉行第二十三次集體學習。中共中央總書
記習近平在主持學習時強調，當今中國正經歷廣
泛而深刻的社會變革，也正進行着堅持和發展中
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實踐創新。我們的實踐創
新必須建立在歷史發展規律之上，必須行進在歷
史正確方向之上。要高度重視考古工作，努力建
設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考古學，更
好認識源遠流長、博大精深的中華文明，為弘揚
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增強文化自信提供堅強支
撐。

要實施好「考古中國」
習近平就做好考古和歷史研究工作提出4點要

求。一是要繼續探索未知、揭示本源。中國古代
歷史還有許多未知領域，考古工作任重道遠。要
實施好「中華文明起源與早期發展綜合研究」、
「考古中國」等重大項目，加強考古資源調查和
政策需求調研工作，提高考古工作規劃水平。要
圍繞一些重大歷史問題作出總體安排，集中力量
攻關，不斷取得新突破。二是要做好考古成果的
挖掘、整理、闡釋工作。考古學界要會同經濟、
法律、政治、文化、社會、生態、科技、醫學等
領域研究人員，做好出土文物和遺址的研究闡釋
工作，把中國文明起源和發展以及對人類的重大
貢獻更加清晰、更加全面地呈現出來，更好發揮
以史育人作用。三是要搞好歷史文化遺產保護工
作。考古遺蹟和歷史文物是歷史的見證，必須保
護好、利用好。要建立健全歷史文化遺產資源資

產管理制度，健全不可移動文物保護機制，增強
歷史文化遺產防護能力，嚴厲打擊文物犯罪。四
是要加強考古能力建設和學科建設。要堅持辯證
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深入進行理論探索，
增強中國考古學在國際考古學界的影響力、話語
權。要積極培養壯大考古隊伍，讓更多年輕人熱
愛、投身考古事業，讓考古事業後繼有人、人才
輩出。

認識中華文明對人類貢獻
習近平強調，在歷史長河中，中華民族形成
了偉大民族精神和優秀傳統文化，這是中華民
族生生不息、長盛不衰的文化基因，也是實現
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精神力量，要結合新的實
際發揚光大。要通過深入學習歷史，加強考古

成果和歷史研究成果的傳播，教育引導廣大幹
部群眾特別是青少年認識中華文明起源和發展
的歷史脈絡，認識中華文明取得的燦爛成就，
認識中華文明對人類文明的重大貢獻，不斷增
強民族凝聚力、民族自豪感。要運用中國考古
成果和歷史研究成果，通過交流研討等方式，
向國際社會展示博大精深的中華文明，講清楚
中華文明的燦爛成就和對人類文明的重大貢
獻，讓世界了解中國歷史、了解中華民族精
神，從而不斷加深對當今中國的認知和理解，
營造良好國際輿論氛圍。各級黨委和政府要牢
固樹立保護歷史文化遺產責任重大的觀念，關
心愛護考古工作者，積極提供人力、物力、財
力等方面的支持，為考古事業、文物保護、歷
史研究創造良好條件。

習近平：加強中國考古傳播 讓世界了解中國歷史

中國之所以提出轉向雙循環的發展戰略，
國務院參事室特約研究員、國家統計局

原總經濟師姚景源出席國務院新聞辦吹風會上
表示，「當前逆全球化和保護主義抬頭是一個
原因，但不是主要原因，主要原因是中國經濟
比較優勢和主要矛盾發生變化。」
姚景源認為，發展戰略轉型建立在比較
優勢變化上，過去中國經濟快速增長建立在
勞動力和成本優勢上，現在最大優勢則是超
大市場規模及內需潛力，經濟主要矛盾也轉
變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
不充分發展之間的矛盾。

砍政府蛋糕 政府過苦日子
國務院參事、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
名譽院長林毅夫也提出，大經濟體或高收入
經濟體出口在整個經濟中比重都較低。中國
出口佔比也在逐年下降，以國內大循環為主
體是經濟發展的必然規律。
「要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根本上靠改
革。」姚景源說，實現國內大循環，就是要
讓消費成為拉動經濟增長的最重要的一駕馬
車。去年中國最終消費貢獻率為67.8%，與
發達國家仍有很大差距。姚景源建議，用
10-15年每年提升最終消費率1個百分點，
到2035年達到70%以上，消費就成為國內
大循環的一個堅實基礎。而擴大消費，關鍵
是讓老百姓有錢。
要增加居民收入，姚景源認為，在政
府、企業和居民中，增大居民收入的蛋糕，
只能砍政府的蛋糕，政府過苦日子，觸及改
革深水區。

改造2000年前老舊小區
雙循環格局下改革的另一重點是提高經

濟效率。林毅夫指，關鍵是提高要素市場配
置效率，人才流動、戶籍障礙、城市高房
價，制約人才等資源自由流動，要推動戶籍
制度改革，推動房地產市場回歸「房住不
炒」。另外，落實中央農村集體土地入市政
策，也是提高生產力效率的重要方面。
林毅夫還強調，要繼續做大經濟蛋糕，

首先是堅持民營經濟發展的「兩個不動
搖」，給民營企業信心。
林毅夫進一步指，以國內大循環為主，

不改變中國對外開放格局。中國應繼續降低
關稅，進一步縮短負面清單，對外資實施投
資前國民待遇，從而吸引外資穩定外資。
國務院參事、住房和城鄉建設部原副部

長仇保興則認為，城鎮化仍是「十四五」期
間的重要改革內容。中央提出老舊小區改
造，目前改造目標主要是2000年前的老舊
小區，規模近100億平方米，給中國經濟提
供了新的增長空間，涉及到政府投資、民間
投資等一系列改革。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海巖 北京報
道）國家稅務總局昨日發布稅收大數據
顯示，截至9月20日，內地企業累計銷
售收入已超去年同期水平，年內累計增
速首次實現正增長，凸顯中國經濟穩定
復甦態勢。

民企銷售收入前8月增0.9%
企業銷售收入穩定增長意味着經濟主體
在疫情後逐步恢復正常經營。數據顯示，
內地企業發票銷售收入在5月份同比增長
5.6%，年內單月增速首次實現正增長，此
後6、7、8連續三個月保持9%以上的增
速，累計降幅逐月收窄，1-8月降幅收窄
至0.5%，基本與去年持平。
民營經濟是最具活力和發展韌性的市
場主體，民營企業銷售收入累計增速在
8月率先轉正，1-8月同比增長0.9%，

高於內地企業總體水平1.4個百分點。
從行業來看，製造業銷售穩步向好，
裝備製造業回升更強。國家稅務總局收
入規劃核算司司長蔡自力表示，7、8月
份，製造業企業銷售收入已連續兩個月
保持9%以上的增長。特別是裝備製造
業回升勢頭更強，連續4個月銷售收入
保持15%以上的較快增長，成為引領製
造業恢復的重要引擎。
新動能加速成長，1-8月內地高技術
產業銷售收入同比增長10.7%，高於內
地企業總體水平11.2個百分點。

三季度經濟增速料5%以上
房地產及基建投資的復甦，帶動房屋

建築、土木工程建築行業銷售收入加快
增長，1-8 月同比分別增長 13.3%和
18.6%。與此同時，新基建和新消費也

迅速增長，與新基建相關的通信電力、
節能工程施工銷售收入同比增速均超過
10%，互聯網零售收入增長20.8%。
先行指標——9月製造業採購經理指

數（PMI）和財新中國製造業PMI於30
日（今日）對外發布，市場預計製造業
指標將保持向好。中金宏觀預計，9月
中國經濟活動繼續保持較快復甦勢頭，
消費和外需繼續改善。高頻數據顯示，
9月前 20 日，乘用車銷量同比增長
12%，電影票房收入與去年同期大體持
平，出口集裝箱運價大幅增長。市場普
遍預計，三季度經濟增速可能達到5%
以上。
減稅降費方面，國家稅務總局表示，

前8月新增減稅降費累計達18,773億元
人民幣，完成全年減負2.5萬億元計劃
的75%。

人大常委會下月中審議國旗法國徽法修正草案前9月企業銷售收入轉正

■專家指，要實現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關鍵要依靠改革，其中，增加居民收入、擴大消費為首務。圖為 9月26日市民在海口市一
家超市選購月餅。 新華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朱燁 北京報道）
商務部外資司司長宗長青昨日在國新辦發
布會上表示，針對簡化市場准入程序、便
利進出口業務、給予外國人更多國民待遇
三方面，商務部共取消6項、減少2項、
下放1項行政許可。其中包括取消「外商
投資經營電信業務審定意見書核發」、
「限額以下外商投資民航項目建議書和可
行性研究報告審批」、「合格境外機構投
資者投資額度、賬戶、資金匯出審批及外
匯登記證核發」等。他相信，以上料將為
外資進入中國電信、民航、金融等市場，
促進外貿發展起到積極作用。

對外資落實「非禁即入」
宗長青透露，今年四季度乃至明年，

穩外資形勢依然嚴峻複雜，中國將持續
擴大市場開放。他表示，下一步將繼續

落實2020年全國版和自貿試驗區版負面
清單，全面清理清單以外的外資准入限
制措施，落實「非禁即入」。會同國家
發展改革委加快修訂發布鼓勵外商投資
產業目錄，進一步擴大鼓勵目錄的範
圍。推進北京市「國家服務業擴大開放
綜合示範區」建設，增加服務業擴大開
放綜合試點。
他指，還將發揮重大開放平台作用，比

如深入推進海南自由貿易港和全國自貿試
驗區建設，抓好各項改革任務的落實。推
動國家級經開區創新提升，完善考核評價
辦法，強化穩外貿穩外資帶動作用。

《中國外商投資指引》將發布
《外商投資企業投訴工作辦法》將於10

月1日起實施，宗長青透露，將公開發布
全國外商投資企業投訴中心辦事指南和全

國31個省、市、自治區投訴工作機構的名
稱、聯繫人、聯繫方式等信息，為外企提
供操作指引，並更好地保護外商投資合法
權益。
此外，為落實外商投資法有關規定，商

務部近期還將在商務部網站和中國投資指
南網發布《中國外商投資指引》。他表
示，這份指引將分為「走進中國」「投資
中國」「外商在華投資的法律制度」「外
籍人士在華生活」「辦事流程」共五個章
節，詳細介紹中國的投資環境、法律法規
以及外商投資企業設立流程等相關情況。
此外，指引還以附件的形式提供了中國重
大發展戰略規劃、自貿試驗區基本信息、
投資促進機構聯繫方式、外商投訴受理機
構名錄等內容。宗長青相信，《中國外商
投資指引》的發布將為外商在華投資經營
提供更多便利。

商務部減多項行政許可 促外資投電信民航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十三屆全
國人大常委會第七十二次委員長會議昨日上
午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行，栗戰書委員長主
持。會議決定，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
十二次會議10月13日至17日在北京舉行。
此次會議將審議國旗法修正草案、國徽法修
正草案。
委員長會議建議，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
第二十二次會議審議專利法修正案草案、生
物安全法草案、未成年人保護法修訂草案、
出口管制法草案、國旗法修正草案、國徽法
修正草案、長江保護法草案、退役軍人保障
法草案、刑法修正案（十一）草案、行政處
罰法修訂草案；審議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
會議關於提請審議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
各級人民代表大會選舉法修正草案的議案、
關於提請審議個人信息保護法草案的議案；
審議全國人大環境與資源保護委員會關於提
請審議野生動物保護法修訂草案的議案；審

議國務院、中央軍事委員會關於提請審議國
防法修訂草案的議案；審議中央軍事委員會
關於提請審議海警法草案的議案等。

審議中國和塞浦路斯引渡條約議案
委員長會議建議，常委會第二十二次會議
審議國務院關於提請審議批准《〈巴塞爾公
約〉締約方會議第十四次會議第14/12號決
定對〈巴塞爾公約〉附件二、附件八和附件
九的修正》的議案、關於提請審議批准《中
華人民共和國和塞浦路斯共和國引渡條約》
的議案、關於提請審議批准《中華人民共和
國和比利時王國引渡條約》的議案；審議國
務院關於2019年度國有資產管理情況的綜合
報告和關於2019年度財政部履行出資人職責
和資產監管職責企業國有資產管理情況的專
項報告、關於2019年度國資系統監管企業國
有資產管理情況的專項報告、關於股票發行
註冊制改革有關工作情況的報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