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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高麗：重點消化三四線城市房地產庫存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中國發
展高層論壇 2017 年年會 19 日上午在北京
開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副
總理張高麗出席開幕式並致辭。張高麗
強調，要堅持穩中求進工作總基調，着
力穩增長、保就業、防風險，在穩的前
提下要勇於進取，保持經濟平穩健康發
展。
張高麗說，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
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提出了一系列治國理
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戰略，初步確立了適應
經濟發展新常態的經濟政策框架，對推動
中國經濟向形態更高級、分工更優化、結
構更合理的階段演進具有重大指導意義，
必將引領中國經濟發展走向更加光明的未
來。我們要牢固樹立和貫徹落實新發展

理念，堅持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
線，加快新舊動能接續轉換，推動經濟
保持中高速增長、邁向中高端水平。
張高麗強調，要着力推進供給側結構
性改革，推動「三去一降一補」取得實
質性進展。今年要再壓減鋼鐵產能 5,000
萬噸左右，退出煤炭產能 1.5 億噸以上，
同時淘汰、停建、緩建煤電產能 5,000 萬
千瓦以上。堅持「房子是用來住的、不
是用來炒的」的定位，分類指導，因城
施策，重點消化三四線城市房地產的過
量庫存。積極開展市場化法治化債轉
股，加大股權融資力度，加強企業自身
債務槓桿約束，降低企業槓桿率。加大
結構性減稅力度，大幅降低非稅負擔，
進一步降低企業制度性交易成本。推動

供給結構和需求相適應，進一步釋放國 格局的新變化，推動形成更加公平合理
內需求潛力。加快提升公共服務、基礎 的全球治理體系。
設施、創新發展、資源環境等支撐能
張高麗說，今年將召開黨的十九大，也
力，打好精準扶貧精準脫貧攻堅戰。
是中國實施「十三五」規劃的重要一年，
是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深化之年。我
推動經濟全球化 反對貿易保護 們將深入貫徹習近平總書記系列重要講話
張高麗表示，中國經濟發展與世界經 精神和治國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戰略，按
濟息息相關、相互促進。中國願與國際 照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和政府工作報告要
社會共同努力，推動世界經濟走上強 求，全面做好穩增長、促改革、調結構、
勁、可持續、平衡、包容的增長之路， 惠民生、防風險各項工作，保持經濟平穩
共同打造人類命運共同體。要堅定不移 健康發展和社會和諧穩定。
本屆中國發展高層論壇由國務院發展
推動經濟全球化，反對各種形式的貿易
投資保護主義，使全球化更好惠及各國 研究中心主辦，主題是「中國與世界：
人民。要共同建設創新型世界經濟，向 經濟轉型和結構改革」。來自國內外的
創新要動力，向改革要活力，提升世界 專家學者、企業家、政府官員和國際機
經濟中長期增長潛力。要適應國際經濟 構代表參加了開幕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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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改委：須控資金過度湧樓市
中國經濟面臨結構失衡 今年加強防範金融風險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海巖 北京報道）在 19 日的中國發展高層論壇上，多位宏
觀部門主官針對金融、房地產泡沫風險密集發聲，預示宏觀調控下一步新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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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國家發改委主任何立峰表示，當前中國經濟發展面臨三大結構性失衡，並特
別指出大量資金在金融體系內自我循環，還有大量資金湧入房地產市場，導致實
體經濟融資困難並推高成本。工信部部長苗圩則指出，社會資本「避實趨虛」的
問題必須改變，「錢生錢」將會產生泡沫和危機。何立峰表示，今年將把防控金
融風險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控制信貸資金過度流向房地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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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中國經濟所面臨的三大結構性失
衡，何立峰指出，首先是實體經濟內

部結構性供需失衡，目前大部分產能只能滿
足中低端、低質量、低價格的需求，難以滿
足公眾日益升級的多樣化、個性化的高端需
求。

消除壁壘激發非公經濟活力
第二個失衡是金融和實體經濟失衡，「存
在資金脫實向虛現象，大量資金在金融體系
內自我循環，不僅加大金融體系風險，還加
重了實體經濟融資困難。」
第三個失衡是房地產和實體經濟的失衡，
「有大量資金湧入房地產市場，一度帶動了
一線城市和熱點二線城市的房價過快上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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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高了實體經濟的發展成本。」
何立峰提出，今年要着力防控潛在風險，
堅決守住底線，把防控金融風險放在更加重
要的位置，通過穩健的貨幣政策、精準的產
業政策、土地政策，深化金融體制改革，加
快建立監管協調機制，妥善處置不良資產，
確保不發生系統性的風險。
至於防控房地產風險，何立峰表示，要堅
持因城因地施策去庫存，按照「房子是用來
住的不是用來炒的」定位，分類調控因城施
策，加快健全促進房地產平穩健康發展的長
效機制，控制信貸資金過度流向房地產業。
在制度改革方面，何立峰表示，今年要加
快推進國企國資、財稅、金融、投融資、價
格、社保等重要領域和關鍵環節的改革，加

強產權保護制度的建設，消除集中隱形壁
壘，更好地激發非公有制經濟的活力。
「很多銀行資本並沒有投入到實體經濟，
而是在體外循環，以錢生錢，這種運行模式
是很危險的，這就是泡沫，如果不改變這種
現象，儘管短期內銀行的效益會非常好，但
是積累起來就是系統性風險。」工信部部長
苗圩在同一場合指出，目前，一方面社會上
有大量資本找不到投資方向，另一方面製造
業有大量資金需求找不到來源，社會資本避
實就虛的現象必須改變。
對於發生此種現象的根源，苗圩也坦言，
製造業投資收益率相對比較低，就連部分製
造業企業在賺了錢以後都想到資本市場上去
增值、獲利，而不是進一步投到製造業裡

面，這是一個很現實的問題。
苗圩說，工信部致力於鼓勵製造業從產業
鏈的價值低端向高端發展，除了創新驅動以
外，還要按照產業價值鏈的微笑曲線，鼓勵
企業更多地向兩端延伸。
對於民間投資下降的現象，苗圩表示，確
實還有很多壁壘，甚至在某些領域，民間投
資遇到的障礙比外資還要大。
「國有企業要實行混合所有制的改革，改
變國有資本一家獨大甚至獨資的狀況，這就
給民間資本、外國資本創造了一個新的機
會。」苗圩說，「在政府管理方面，也是逐
步削減對民間資本投資進入的歧視，使他們
能夠和其他類型的資本一樣受到公平的待
遇」。

山西三處「國保」古建構件被盜
香港文匯報訊 據《北京青年報》19 日報
道，有文物愛好者爆料，山西長治市的崇慶
寺、平順大雲院、原起寺三處全國重點文物
保護單位多處屋頂的琉璃瓦構件被盜。《北
京青年報》記者採訪發現，三處全國重點文
物保護單位中，始建時間最晚的一個也距今
已有千年以上。當地文物部門的工作人員表
示，三處「國保」古建琉璃瓦構件被盜一事
屬實，目前公安機關已介入調查。
今年 2 月初，一位山西文物愛好者陳一梅
（化名）到長治市尋訪古代建築時，發現平
時大門敞開供市民參觀的長治市平順縣國家
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大雲院大門緊閉，門外停
着警車。附近的村民告訴陳一梅，大雲院臨
時關閉是因為幾天前主殿的屋頂正脊一段琉
璃構件被盜。

專家稱或致建築物滲水
據悉，被盜琉璃構件學名為「正吻」，是
按照古代傳說中一種神獸形象製作的構件，
一般出現在古建的殿角、殿脊和屋頂上。
在長治市另一處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原
起寺裡，寺內工作人員告訴陳一梅，該寺也
因遭遇盜竊臨時關閉，但是因為春節期間燒
香的村民較多，陳一梅得以進入原起寺，發
現原起寺正殿和香亭的屋頂上5處琉璃構件和
正吻的位置空空如也。知情人士告訴陳一
梅，原起寺被盜的時間為今年1月初。據悉，

原起寺建於唐天寶六年，距今已有1,270年的
歷史。
長期關注山西地區古建築的建築專家鄭宇
說，正吻被偷盜後，除了建築完整性的損失
外，也可能影響到古建築的防水功能，可能
導致建築物發生滲水。
鄭宇表示，根據他的了解，此前文物部門
對山西南部部分早期建築進行了保護修繕工
程，可能部分被盜正吻是近期補配的。「但
即使這些構件是新配的，也有建築形制上的
意義。」鄭宇說。

疑三名或以上犯罪分子作案
《北青報》記者發現，就在今年1月底，中
國國家文物局就當時全國多地連續發生的幾
起文物被盜事件進行了通報，通報指，去年
12 月，山西長治市長子縣崇慶寺也曾遭遇過
■崇慶寺大殿的屋頂正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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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似的被盜事件。
通報還介紹，崇慶寺為第四批全國重點文
物保護單位，位於長治市長子縣。2016 年 12
月 11 日凌晨，看護人員發現千佛殿頂東北角
和西南角的琉璃伽藍仙人被盜，寶剎正脊上
的琉璃葫蘆被破壞，隨即報案。經公安機關
現場勘察，可能有3名（或3名以上）犯罪分
子剪斷後牆監控線路，毒死兩隻看護犬，架
梯翻牆進寺，盜走和破壞千佛殿建築構件，
目前該案正在偵破中。
《北青報》記者以文物愛好者的身份致電
長治市外事僑務與文物旅遊局負責文物保護
的相關部門，針對長治市的大雲院、原起
寺、崇慶寺發生琉璃構件被盜一事，負責文
物保護的工作人員表示情況屬實，目前負責
文物的科長正在處理此事。她表示，針對文
物被盜的情況，公安機關已經介入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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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面臨的三大失衡
■實體經濟內部供給和需求失衡，大部分產能只能滿足
中低端、低質量、低價格的需求，難以滿足公眾日益升
級的多樣化、個性化的高端需求；
■金融和實體經濟的失衡，存在資金脫實向虛現象，大
量資金在金融體系內自我循環，不僅加大金融體系風
險，還加重了實體經濟融資困難；
■房地產和實體經濟的失衡，有大量資金湧入房地產市
場，一度帶動了一線城市和熱點二線城市的房價過快上
漲，推高了實體經濟的發展成本。
記者 海巖 整理

洞庭湖特大鐵路橋主橋合龍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19 日，隨着最
後一片鋼箱樑吊裝到位，由中鐵大橋局承建的洞
庭湖特大橋主橋正式合龍。
據橋樑設計單位中鐵大橋勘測設計院相關負責人
介紹，洞庭湖特大橋位於湖南岳陽市，正橋全長
1,290.24米，可承載1萬噸荷載，滿足重載列車以
120公里時速通行；橋樑主桁寬14米，可抗擊百年
一遇洪水和烈度為7度地震的衝擊。
該橋結構設計形式新穎，是一座三塔斜拉雙線重
載鐵路橋樑，在國內外同類橋樑中具有多項第一：
洞庭湖特大橋主橋正式合龍。
。 網上圖片
主橋最大跨度為406米，是世界最大跨度的三塔鐵 ■洞庭湖特大橋主橋正式合龍
路斜拉橋；是世界首次在斜拉橋上採用鋼箱鋼桁結
合主樑形式。
橋主橋位於繁忙的城陵磯港口，錨地碼頭密集、
「洞庭湖特大橋施工環境和條件複雜。」中鐵 商船往來頻繁，風大浪急；另一方面橋墩區域岩
大橋局洞庭湖特大橋項目經理許斌說，一方面大 層多、易破碎、岩面傾斜，地質條件複雜。

滬外籍電商推動中藥「出海」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上海既不是中
國典型的中藥材種植地，也非中藥材集散地，但
是從法國來的23歲的弗洛里安卻在此不亦樂乎地
每天和中藥材打交道，用他的話來說：「把中藥
材傳遞到國外，很有意思。」
就職於藥材買賣網的弗洛里安說：「選擇來中
國上海，一方面是這裡的經濟和環境，比法國有
更多的發展機會，而且憑藉語言優勢，能和多國
客戶進行溝通。另一方面也是比較重要的，因為

中藥材在法國走俏，很多人認為這些大自然的饋
贈，遠比化學合成的保健品、化妝品更健康。」
記者在藥材買賣網的辦公區看到，除了這名法
國青年，這裡還有來自意大利、西班牙、越南等
國家的外籍員工。國際部負責人塔尼婭來自烏克
蘭，她放棄了在杭州做兼職模特，一門心思鑽進
中藥材行業。「來應聘的外國人很多，這不僅源
自中國近年來的快速發展，也得益於中醫藥文化
的傳播和在海外知名度的提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