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 中 國 新 聞 ■責任編輯：王宇佳 2018年9月18日（星期二）

國家新規打擊統計造假弄虛作假

智囊：民企產權同樣不可侵
經濟50人論壇「民營經濟離場論」引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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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海巖 北京報

道）近來中國出現「民營經濟離場

論」，引發外界對中國改革下一步的擔

憂。中國經濟50人論壇16日在北京舉

行，多位智囊建議再次深化和確認民營

經濟地位，並以此作為新一輪改革突破

口。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中財

辦原副主任楊偉民提出，新時期改革應

淡化所有制而強化產權，無論所有權是

誰，都要明晰佔有、使用、轉讓、租

賃、收益等產權。長期應逐步淡化並取

消國企、民企、外企的所有制分類，凡

是在中國境內註冊的企業，在法律上要

一視同仁，政策上要平等對待。

這一由中國經濟50人論壇主辦的「紀念中
國經濟改革開放四十年暨50人論壇成立

二十周年學術研討會」，主題為「新時代改
革開放的新使命」，作為中國經濟50人論壇
主要發起者之一，國務院副總理劉鶴出席了
此次研討會。
「今後應該淡化所有權，強化產權，如果

總是在所有制問題上爭來爭去，就很難突破

公有制、私有制這樣一些思想的束縛，像國
企、國資、土地制度、農村宅基地、科研人
員擁有科研成果的所有權等等，改革就很難
取得實質性的突破」。
楊偉民指出，目前國企、民企、外企這三

大市場主體，都面臨活力不足的問題，長期
應該逐步淡化並取消國企、民企、外企的所
有制分類，按照十九大要求，凡是在中國境
內註冊的企業，在法律上要一視同仁，政策
上要平等對待。

少一些集中力量辦大事
楊偉民當日在中國發展高層論壇專題研討

會上也提到，民營企業產權與國有企業同樣
不可侵犯，廢除對民企歧視性的法律、政策
和監管是今後中國產權制度改革的一大任
務。
楊偉民還認為，近期經濟效率下滑，根本

原因就是因為大量的資源配置還是在由政府
決定，所以必須正確處理社會主義集中力量
辦大事和市場決定資源配置的關係，少一些

集中力量辦大事，大幅度減少政府對資源的
直接干預、直接配置，多一些市場說了算。

國進民退會令民企窒息
經濟學家吳敬璉在同一場合也提到，今年
年初出現「消滅私有制」的聲音，最近又說
私營經濟要退出，「這都是一種不諧和的聲
音，當前應一項一項討論改革。」
國研中心黨組書記、副主任馬建堂則指
出，對民營經濟的認識伴隨着中國改革開放
全過程，從最早認為民營經濟是「利己的力
量」，到「有益的補充」，現在則是「有機
組成部分」。進一步確認深化對民營經濟地
位的認識，將增強民營經濟的信心，應是新
一輪改革的突破點。
對於近期頻頻出現的國企入股民企、國進
民退現象，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理事長李
揚指出，據其調查，廣東、浙江等民資大
省，確實出現國資凱歌行進、大量入股私企
的情況。之所以出現國進民退，李揚認為，
這是民企面對經濟下行壓力的一個自救措

施。
李揚認為，雖然國企入股能解民企一時之

困，但國企效率比民企普遍低，進入民企
後，國企開始派駐領導，很可能窒息民企原
有的生命力。
李揚建議，這應是推進國企改革的一個契機，

一方面應貫徹管資本不管企業的原則，另一方面
國資應在經濟低潮時介入民企，經濟好轉後再出
手，不僅救了民企還賺了錢。

推進減政減權減稅改革
此外，對於下一步改革，楊偉民建議，推進
減政減權減稅減費的改革。減政就是要減少政府
機構，同時減少行政層級。減權的核心，則是減
少政府決定資源配置的權力，在此基礎之上，才
能夠大規模地減稅減費。
對於未來減稅，楊偉民認為，減稅減費就

要重建地方稅體制，降低並簡化增值稅稅
率，降低社保的繳費率，逐步取消強制性住
房公積金，廢止各級政府、各級財政資金對
企業生產經營活動的直接補貼等。

兩中國公民剛果遭槍擊罹難
香港文匯報訊 據央視新聞報道，當地時間14至

15日夜間，剛果（布）首都布拉柴維爾一輛皮卡
車遭到槍擊，有2名中國公民在事件中遇難。
據報道，中國駐剛果共和國大使館16日公佈上
述消息時指出，事發時，車上人員3死1傷，其中2
名死者為中國公民，就職於某木業公司。此外，15
日，中國在布拉柴維爾某企業的一名員工在市區
CFAO附近，遭遇暴徒持槍搶劫。
中國駐剛果（布）大使館表示，上述案件發生

後，大使館第一時間會同剛果（布）內政部及國際
刑警組織相關官員開展調查，並將繼續加大交涉力
度，敦促剛方盡快破案，緝拿兇手，採取切實措
施，保護中國企業和僑民生命財產安全。此外，鑒
於近日該國的安全形勢情況，華使館提醒在剛企業
和公民注意安全。
公開資料顯示，中剛兩國於1964年建交。中資

企業近年先後承攬並完成了該國外交部辦公樓等建
設項目。目前，在剛中資企業主要有華為、中興通
訊、中國機械、中國路橋、江蘇國際等。

香港置地京城打造設計特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江鑫嫻 北京報道）香港置

地旗下北京王府中環 16 日與巴黎——MAI-
SON&OBJET巴黎時尚家居設計展（M&O）聯合
打造「王府中環M&O設計特展」，這也是M&O
首度在中國亮相。這一為期兩個月的設計特展，第
一時間為中國消費者提供親身領略國際室內設計和
生活方式全新風尚的體驗。
今次「王府中環M&O設計特展」以「LOVE

DESIGN」為主題，悉心挑選及展示超過30個精
選品牌及六位M&O年度設計師的特別之作。展覽
亦為北京與巴黎這兩大時尚潮流之都架起文化交流
的橋樑。北京聚名匯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董事長兼
香港置地執行董事周明祖表示，王府中環將一如既
往地推動與國際知名機構的合作，打造高端的文化
藝術體驗。
另據介紹，巴黎——MAISON&OBJET巴黎時

尚家居設計展（M&O） 已於9月7日在法國巴黎
盛大啟幕。該展會每年舉辦兩次，匯聚世界各地的
室內設計和生活風尚業界新銳，在全球設計領域享
有盛譽。本屆展會再度薈萃全球精華和著名設計品
牌，璀璨呈現家居裝飾、室內設計、建築、生活方
式和時尚配飾領域的潮流趨勢。
與M&O模式不同，「王府中環M&O設計特

展」將利用王府中環的數碼化服務項目
CODELAB，將線上線下零售體驗相結合，使消費
者可以便捷地直接購買展示產品。這一極具突破性
的創新型零售方式，將為消費者提供更加個性化的
體驗和便捷優質的服務。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為了構建
防範和懲治統計造假、弄虛作假督察機
制，推動各地區各部門嚴格執行統計法律
法規，確保統計數據真實準確，中共中央

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近日印發《防範和
懲治統計造假、弄虛作假督察工作規
定》。規定共20條，自2018年8月24日起
施行。

規定明確，中國國家統計局負責統籌、
指導、協調、監督統計督察工作。國家統
計局統計執法監督局承擔統計督察日常工
作。統計督察對象是與統計工作相關的各
地區、各有關部門。重點是各省、自治
區、直轄市黨委和政府主要負責同志和與
統計工作相關的領導班子成員，必要時可
以延伸至市級黨委和政府主要負責同志和
與統計工作相關的領導班子成員；國務院
有關部門主要負責同志和與統計工作相關
的領導班子成員；省級統計機構和省級政
府有關部門領導班子成員。

依法設立統計機構
規定提出，對省級黨委和政府、國務院
有關部門開展統計督察的內容包括：貫徹
落實黨中央、國務院關於統計改革發展各
項決策部署，加強對統計工作組織領導，
指導重大國情國力調查，推動統計改革發
展，研究解決統計建設重大問題等情況；
履行統計法定職責，遵守執行統計法律法
規，嚴守領導幹部統計法律底線，依法設
立統計機構，維護統計機構和人員依法行

使統計職權，保障統計工作條件，支持統
計活動依法開展等情況；建立防範和懲治
統計造假、弄虛作假責任制，問責統計違
紀違法行為，建立統計違紀違法案件移送
機制，追究統計違紀違法責任人責任，發
揮統計典型違紀違法案件警示教育作用等
情況；應當督察的其他情況。

涉嫌犯罪依法處理
規定還明確，統計督察工作人員應當嚴格
遵守政治紀律、組織紀律、廉潔紀律、工作
紀律等有關紀律要求，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視情節輕重，給予批評教育、組織處理或者
黨紀政務處分；涉嫌犯罪的，移送有關機關
依法處理：對統計造假、弄虛作假問題瞞案
不報、有案不查、查案不力，不如實報告統
計督察情況，甚至隱瞞、歪曲、捏造事實
的；洩露統計督察工作中知悉的國家秘密、
商業秘密、個人信息及其工作秘密的；統計
督察工作中超越權限造成不良後果的；違反
中央八項規定精神，或者利用統計督察工作
便利，謀取私利或者為他人謀取不正當利益
的；有其他違反統計督察紀律行為的。

香港文匯報訊 據《華爾街日
報》日前報道，美國總統特朗普
近日即將宣佈，對總值約2,000
億美元的中國商品加徵關稅。報
道引述知情人士稱，新關稅的稅
率可能為10%，低於特朗普政府
最初宣稱的25%。白宮未有回應
報道。
報道指，新關稅可能於11月

美國中期選舉前數星期生效。消
息人士稱，稅率由原定的25%降
至10%，主要是特朗普政府打算
在年底購物旺季和中期選舉之
前，減低關稅對美國消費者的影
響，加上此前舉行的公眾諮詢
中，不少企業均投訴關稅會造成
沉重打擊。不過消息也指出，假
如特朗普覺得中國未有滿足美國
要求，新關稅稅率仍然有可能回
調到25%。
消息人士強調，特朗普政府仍
在敲定關稅具體細節，不排除會
有變化，特朗普也可能臨時改變
主意。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陽波 西安報
道）西安交通大學-香港中文大學人口遷移
聯合研究中心16日在西安正式揭牌。據
悉，兩校在人口遷移領域的研究均具有突

出優勢，此次強強聯手共建跨區域和跨學
科開放科研平台，未來將集中研究內地和
香港人口遷移課題，特別是有關粵港澳大
灣區人才流動數據的收集和研究。兩校亦

希望通過此平台，用更多的合作成果推動
內地和香港的共同發展。
據介紹，人口遷移聯合研究中心由西安

交通大學和香港中文大學聯合組建，同時
設在西安交通大學和香港中文大學內，雙
方現有專職研究人員10餘名。
今年6月15日，設於香港中文大學的研

究中心揭幕。而隨着此次設於西安交大的
研究中心正式揭牌，也標誌着兩校共建的
人口遷移聯合研究中心配置全部完成，正
式聯手對更多的課題展開深入研究。
據了解，西安交通大學-香港中文大學人

口遷移聯合研究中心將緊跟國際理論研究
前沿，重點發展遷移與流動、社會融合與
發展，以及人口、家庭與青年三個研究領
域。
而在現階段，中心將集中研究內地和香

港人口遷移的重要課題，包括在華國際高
級人才融入狀況、粵港澳大灣區人才流
動、內地流動人口和政策性搬遷移民以及
遷移流動社會政策的研究等。

西安香港兩校聯手合研人才流動

■西安交通大學-香港中文大學人口遷移聯合研究中心16日在西安正式揭牌。
香港文匯報記者李陽波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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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中
國發展所處的階段以及呈現出的趨
勢，決定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將延續增
長勢頭，這對世界各國而言是一個利
好。」野村證券董事長古賀信行說。
重慶市市長國際經濟顧問團會議第十

三屆年會15日至16日舉行，30多家世界
500強企業的高管共同研討中國經濟大
勢，為重慶乃至中國西部的經濟轉型出
謀劃策。其中，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走
勢成為與會人士熱議的話題。
中國商務部近日發佈的數據顯示，

中國今年1-8月對全球153個國家和地
區的4,309家企業進行了非金融類直接
投資，累計實現對外直接投資740.9億
美元，同比增長7.8%.
「這是中國經濟發展的自然規律。」

古賀信行說，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跨過
初級階段後，積累起來的資本就要進行
境外投資，以謀求進一步的發展。
對此，霍尼韋爾全球高增長地區總

裁沈達理也表示贊同。他說，中國是
全球儲蓄率最高的國家之一，國內的
投資無法吸納這麼多的儲蓄金額，資
金必然流向海外，因此中國對外直接
投資將延續增長勢頭。
多名與會人士認為，隨着「一帶一

路」倡議的深入推進，中国將進一步
拓展對外直接投資的空間。古賀信行
說，「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在基礎設
施投資等方面擁有巨大需求，這為中

國對外直接投資創造了更多的可能性。
數據顯示，今年1-8月，中國企業對「一帶
一路」沿線的55個國家有新增投資，合計
95.8億美元，同比增長12%。
2006年，重慶市政府建立重慶市市長國際
經濟顧問團會議制度，邀請世界500強企業高
管研討中國經濟發展大勢，促進重慶與跨國公
司的經濟合作與技術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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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經濟中國經濟5050人論壇舉辦研人論壇舉辦研
討會紀念改革開放討會紀念改革開放4040周年周年。。

香港文匯報記者海巖香港文匯報記者海巖 攝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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