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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育宁：

国企改革试点不宜一拥而上

□本报记者 刘丽靓

全国政协委员、华润集团董事长傅育宁表示，国企改革的

试点已经进行一段时间，大家积极参与国企改革，但什么时候

参与试点，各企业发展阶段特点不同，不宜一拥而上。 国企改

革关键是把国企改造好，这是核心。

他表示，在去产能方面，将积极推动克服产业结构中存在的

问题，比如集团旗下也有煤炭、房地产等业务，也存在一些亏损

企业，不适合未来经济发展需要的企业要在结构上做一些调整。

对于房地产行业的现状，傅育宁称，房地产既有风险也有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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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敏杰：战略新兴板正在积极稳妥推进

上交所重点加强监管、控制风险、稳定市场、维护秩序

□本报记者 徐金忠

全国政协委员、上海证券交易所理事长

桂敏杰3日在接受中国证券报记者采访时表

示， 目前战略新兴板正在积极稳妥推进，沪

伦通也在积极沟通。 他还表示，上交所目前

重点工作是加强监管、控制风险、稳定市场、

维护秩序。

当被问及上交所战略新兴板是否会延迟

推出时，桂敏杰表示“并未听说” ，战略新兴

板正积极稳妥地做相关准备。 去年12月23日

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明确，完善股票、债券

等多层次资本市场。 建立上海证券交易所战

略新兴板，支持创新创业企业融资。

此外，对市场关注的沪伦通问题，桂敏杰

表示，沪伦通双方一直保持着沟通、交流。 因

为双方的市场情况不一样， 所以沪伦通的推

出需要制订相关方案， 这需要一个过程。 近

期， 市场关注人民币汇率波动对沪伦通准备

工作的影响。桂敏杰对此认为，当前汇率波动

对沪伦通的准备工作影响不大。

桂敏杰说， 今年的提案还没有确定下

来，将在几个议题中选择。 对于上交所当前

的工作重点，桂敏杰表示，上交所目前的工

作聚焦加强监管、控制风险、稳定市场、维护

秩序。

声音

A04

■ 2016年3月4日 星期五 ■ 责编：贺岩 美编：王力 电话：010－63070552

全国政协委员、上交所理事长桂敏杰接受本报记者采访。

侯外林：依法依规加强监管

□本报记者 徐金忠

全国政协委员、 证监会稽查总队总队长侯外林3日表示，

在新形势下， 加强市场监管、 严格市场稽查等要依法依规进

行。此前，市场对处罚力度不足等问题存在疑问，侯外林认为，

改变这一状况需要相关法律法规跟进， 在此基础上监管部门

的工作也会随之推进。

杨凯生：金融机构应提高信贷资金供给效率

□本报记者 周文静

全国政协委员、工商银行原行长杨凯生3日接

受中国证券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从国际监管模式

来看，并不存在最佳监管模式，发达经济体金融监

管也有不同模式。 而中国的金融监管模式，改革开

放以来也发生过变化和调整， 从最初的统一监管

到分业监管。 随着金融体制改革的深化，可能出现

一些不适应新形势的情况， 有关部门正在研究下

一步需要怎样调整才能更适应新形势， 期待新改

革方案出现。

对于2016年初银行业便迎来信贷放量， 杨凯

生表示，目前实体经济面临一些压力，不少企业遇

到困难，都希望能够获得较多的信贷支持，因此1、

2月份信贷迎来放量增长，央行也实施了稳定偏宽

松的措施。当下信贷市场确实“比较强劲” ，但这种

情况正反映了此前央行行长周小川的判断。 至于

3、4月份信贷是否还会继续冲量， 杨凯生认为，不

同的银行有不同的风险偏好，各家银行会按照相关

的政策要求和自己既定的风险偏好去做信贷投放。

杨凯生表示，银行的信贷并不完全可以人为掌

控，央行也不可以无限扩大货币发行。 资金并非可

以不断供给，银行的贷款也并非可以不断增加。 认

为供应量多少完全是人为掌握的看法显然存在偏

颇，这种观点应该在供给侧改革过程中得到纠正和

解决。 在研究推进供给侧改革的过程中，金融机构

应停止对没有市场前景的企业资金支持，促使这类

企业退出市场，提高信贷资金的供给效率。

黄淑和：

国企转型升级要走中高端路线

□本报记者 刘国锋

全国政协委员、 国资委原副主任黄淑和3日接受中国证

券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国企改革和混合所有制改革是相通的。

有两点特别重要：一是在制度层面，要给国有企业一个好的体

制机制；二是在转型升级方面，要发展高端产品和高端供给，

转型升级要走中高端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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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禹：

推进能源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本报记者 刘国锋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广核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贺禹认为，发

展核电是中国能源供给侧改革的必然选择，大力发展核电等清洁

能源，推进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是当今中国必须进行的艰巨变革。

贺禹介绍，在去年呼吁规模化发展核电、大量替代非化石能源

的基础上，今年其提案将主要聚焦于明确核电的基荷运行地位。

“现阶段要抓紧推进能源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构建经济、

清洁、安全的能源供应体系，逐步替代高污染、高排放的化石

能源。核电因其稳定、高效、经济，应成为替代化石能源的重要

选择。” 贺禹表示，中国要在2030年左右达到单位GDP二氧化

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60%至65%，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

费比重达到20%左右的目标，核电要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贺禹分析，在经济新常态的背景下，2030年我国一次能源消

费总量大约在55亿吨标煤。从能源供给侧结构来看，预计到2030

年水电装机极限达到约4亿千瓦，风电、太阳能发电乐观预计也分

别达到4亿千瓦，生物质能发电装机达到4000万千瓦，占届时一

次能源消费总量的比例分别为7.17%、4%、2.74%、1.27%。 如果要

实现20%的非化石能源占比目标，2030年核电装机应达到

1.2-1.5亿千瓦，占届时一次能源消费总量的比例达到5%左右。

截至2015年底， 我国（大陆） 在运核电机组30台， 装机

2856.6万千瓦，在建机组26台（核准口径），装机2945.9万千瓦，

在运装机占全国电力总装机的比例仅1.8%， 发电量约占全国的

3%，远远低于核电在全球电力供应中的比例10%。 贺禹表示，一

方面，我国核电发展的规模还太小，需要在未来15年中坚持规模

化发展，新增70至100台百万千瓦级核电机组，使其在电力供应

中占据相当的比例才能有效支撑我国减排目标的实现； 另一方

面，我国应该与美、俄、韩等核电占比较大的国家对标。 这些国家

核电机组年利用小时数达到8000小时以上，发挥了核电稳定、清

洁、高效的特点，应向这些充分利用核电特点的先进国家学习。

代表委员建议

布局科技前沿 推动“互联网+” 落地

□本报记者 王荣

多位代表委员建议，抓住机遇布局科

技前沿，推动“互联网+” 行动计划落地。

全国人大代表、腾讯董事局主席马化腾认

为，互联网将加速与工业、农业等行业融

合，而在民生服务领域，互联网与医疗的

融合前景广阔。 全国政协委员、百度公司

董事长兼CEO李彦宏建议，从国家层面高

度重视并推动无人驾驶汽车的发展。

“互联网+” 助力建设健康中国

互联网作为信息基础设施的地位凸

显， 已经像水和电一样融入大众生活，融

入各行各业， 很多传统行业已经参与到

“互联网+” 的融合发展进程中。马化腾对

此表示，“互联网+”最热的领域是第三产

业（服务行业），而在工业和农业领域的

融合相对滞后。 例如，“互联网+农业” 还

受制于很多因素的限制，食品包装、土地

流转制度等。 但可喜的是，这些领域与互

联网的融合进程已经开始。

马化腾介绍，与地方政府推进智慧城

市过程中，公安、交通、医疗等领域“互联

网+” 的尝试比较受用户关注。 腾讯的数

据显示，截至2015年底，微信的城市服务

项目已上线16个省78个城市，提供包括公

安、交管、社保、医疗等在内的2611项服

务，平均每座城市提供33项服务，累计服

务人次达6881万。

在马化腾看来，互联网在交通、医疗

行业还会有更多的融合。他建议，充分利

用互联网等新兴技术推进健康中国建

设。马化腾表示，移动互联网有助于优化

医疗服务流程； 移动智能设备有助于医

疗服务模式创新，实现个人健康管理，从

而有效降低医疗成本开销， 提高医保使

用效率；云计算、大数据等新技术有助于

提升医疗健康服务的质量与效率， 实现

服务模式的优化。

马化腾认为， 互联网医疗仍需打破

一些限制。 他建议，监管部门进一步推进

医生自由执业政策， 逐步消除让医生成

为“自由人” 的“隐性障碍” ；充分利用

信息通信技术， 探索并完善基于互联网

的分级诊疗制度； 打破医院的 “信息孤

岛” ，充分利用移动互联技术建立并完善

个人电子健康档案制度， 实现相关信息

的可得性和互联互通； 通过远程教育与

远程医疗等手段加强基层医疗培训，培

养更多合格的、值得信赖的医生。

腾讯将推出“互联网+发票” 解决方

案。马化腾介绍，用户扫一扫以后，云端就

会生成一个真正的发票， 无需纸质发票，

而且发票的抬头、单位、种类（类目）全部

自动输入。 此外，腾讯还在推动企业端的

财务报销系统，让电子发票直接进入企业

的财务系统直接报销，报销款项直接打到

报销人账上，整个过程只需要一秒钟。

健全无人驾驶汽车制度保障

马化腾表示，中国市场给了中国互联

网企业缩小与美国互联网巨头差距的机

遇，中国互联网企业的发展面临激烈的海

外竞争。 腾讯诞生时与MSN在即时通信

领域激烈竞争， 但腾讯更理解本土市场，

最终才能够赢得这一竞争。 “除‘BAT’

以外，近几年越来越多的大中型企业在垂

直领域创新发展，我感觉比国外企业还领

先，尤其是在移动互联网领域。”马化腾指

出，亚洲的移动互联网走得更快。

在无人驾驶汽车、虚拟现实等科技前

沿领域，国内企业也在积极布局。 日前，全

国政协委员、吉利集团董事长李书福以及

全国政协委员、百度公司董事长兼CEO李

彦宏都非常关注汽车智能化问题。

无人驾驶车具有巨大的潜力，在减

少交通事故、改善拥堵、提高道路及车

辆利用率等方面有很多优势，可直接带

动智能汽车后市场等产业的快速发展。

当前，全球无人驾驶技术的发展正迎来

新一轮热潮，中国企业也在积极布局无

人驾驶领域的核心技术研发和产业化

应用。

不过，涉及无人驾驶汽车的技术、法

规都有待进一步完善。 李彦宏建议，我国

应从国家层面对无人驾驶汽车予以重

视， 对无人驾驶技术的研发和产业化应

用做好顶层设计和科学规划； 尽快修订

和完善无人驾驶相关的法律法规， 为无

人驾驶汽车的研发、 测试和商业化应用

提供制度保障。

本版照片均由本报记者车亮摄

全国人大代表马化腾

全国政协委员李彦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