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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改委：加強反壟斷反不正當競爭力度
【香港商報訊】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
軍委主席、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員會主任習近平 8 月
30 日下午主持召開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員會第二十一
次會議，審議通過了《關於強化反壟斷深入推進公平
競爭政策實施的意見》《關於改革完善體制機制加強
戰略和應急物資儲備安全管理的若干意見》《關於深
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堅戰的意見》《關於更加有效發揮
統計監督職能作用的意見》。
習近平在主持會議時強調，強化反壟斷、深入推進
公平競爭政策實施，是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
的內在要求。要從構建新發展格局、推動高質量發
展、促進共同富裕的戰略高度出發，促進形成公平
競爭的市場環境，為各類市場主體特別是中小企業
創造廣闊的發展空間，更好保護消費者權益。國家
儲備是國家治理的重要物質基礎，要從體制機制層
面加強戰略和應急物資儲備安全管理，強化戰略保

障、宏觀調控和應對急需功能，增強防範抵禦重大
風險能力。

市場公平競爭秩序穩步向好
會議指出，十八大以來，我們圍繞反壟斷、反不正
當競爭，作出一系列重大決策部署，完善公平競爭制
度，改革市場監管體制，加強反壟斷監管，推進高標
準市場體系建設，推動形成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市
場體系。針對一些平台企業存在野蠻生長、無序擴張
等突出問題，我們加大反壟斷監管力度，依法查處有
關平台企業壟斷和不正當競爭行為，防止資本無序擴
張初見成效，市場公平競爭秩序穩步向好。
會議強調，要統籌發展和安全、效率和公平、活力
和秩序、國內和國際，堅持監管規範和促進發展兩手
並重、兩手都要硬，明確規則，劃出底線，設置好
「紅綠燈」，引導督促企業服從黨的領導，服從和服

務於經濟社會發展大局，鼓勵支持企業在促進科技進
步、繁榮市場經濟、便利人民生活、參與國際競爭中
發揮積極作用。要加快健全市場准入制度、公平競爭
審查機制、數字經濟公平競爭監管制度、預防和制止
濫用行政權力排除限制競爭制度等。要堅持 「兩個毫
不動搖」，推動形成大中小企業良性互動、協同發展
良好格局。要堅定不移推進高水平對外開放，保護產
權和知識產權，增強政策透明度和可預期性。要加強
競爭法律制度和政策宣傳培訓，強化企業公平競爭意
識，引導全社會形成崇尚、保護和促進公平競爭的市
場環境。要加快建立全方位、多層次、立體化監管體
系，實現事前事中事後全鏈條全領域監管，堵塞監管
漏洞，提高監管效能。要加大監管執法力度，加強平
台經濟、科技創新、信息安全、民生保障等重點領域
執法司法。要完善反壟斷體制機制，充實反壟斷監管
力量。

中國公募基金規模升至全球第四

財富管理行業迎黃金期
【香港商報訊】記者童越報道：在 30 日舉辦的中國證券投資基金業協會第三屆會員代
表大會上，中國證監會主席易會滿表示，截至今年 7 月底，公募基金管理資產規模達到
23.5 萬億元，較 2016 年底增長 1.6 倍，從全球第九上升至目前的全球第
四。與此同時，從已公布經營數據的 56 家基金公司看，合計凈利潤逼
近 200 億元，同比增長近 50%，為基金公司史上盈利能力
「最牛上半年」 。業內人士表示，中國財富管理行業正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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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金向頭部基金聚集
統計數據顯示，幾乎所有的品種基金都保持了強勁
增長勢頭，權益類基金產品數量和管理規模分別達
5140 隻、7.7 萬億元，分別增長 1.2 倍、1.8 倍，均創歷
史新高。私募證券投資基金、私募股權和創投基金規
模分別達 5.5 萬億元和 12.6 萬億元，較 2016 年底分別增
長 1 倍和 2 倍。私募股權和創投基金規模位居世界第
二。今年 6 月底，各類基金產品持有股票市值突破十
萬億關口，達 10.8 萬億元，佔 A 股總市值的 12.5%。
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券商金融工程首席分析師表
示，從中報業績看，公募基金正經歷分化走勢，資金
向頭部基金聚集態勢更為明顯，8 家基金公司上半年
凈利潤超 10 億元，即便是 2015 年大牛市時期，當年
上半年最賺錢的基金公司易方達基金凈利潤也未超過
7 億元。這主要得益於頭部基金管理規模紛紛在今年
上半年再創歷史新高，至少有 8 家基金公司的管理總
規模突破 1 萬億元。而一些中小基金則出現業績虧
損，上半年共有 5 家基金公司凈利潤為負。該分析師
表示，當前基金行業正加速變革，逐漸從資產管理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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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富管理延伸，業務邊界越來越廣闊。不少大型基金
公司與機構客戶的合作愈發深入，全渠道戰略進一步
得到推進，電商業務也開始創新發展，這些都需要團
隊與資金的投入。綜合實力領先的頭部公募基金公司
在行業競爭中更具優勢。
東方證券分析師向記者表示，中國財富管理行業正
迎來最好的發展時期，資管新規、註冊制、新證券
法、金融對外開放等制度改革為行業建立了良好基
礎，凈值化轉型考驗着資產管理機構和財富管理機構
真正的能力。目前，中國居民財富金融資產配置佔比
僅 20.4%，對比美國市場，美國居民的房地產配置比例
只有 24%左右，但金融資產配置比例則高達 75%左右。
不過，中國居民資產配置從不動產向金融資產轉移的
趨勢已經形成，未來市場空間巨大，隨着金融對外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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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速，本土及外資資管機構將迎來更好機遇期。

基金亂象被點名批評
易會滿在發言中特別提到未來將與國際一流資管機
構對標對表。他指出，基金賺錢、基民不賺錢的問題
仍然存在，要堅決糾正有的機構考核機制不合理、旱
澇保收、過度激勵等問題，以及有的機構基金銷售過
度娛樂化，為博眼球打擦邊球的行為。另外，對於投
資行為短期化、私募多而不精、出現以私募之名變相
發行公募產品，隨意設立資金池，違規變相吸儲、放
貸，真私募與偽私募並存等基金行業亂象也被重點提
出。易會滿表示，將堅持分類施策、扶優限劣，支持
真私募，打擊亂私募，堅決出清偽私募，推動形成良
好的市場秩序和行業生態。

發改委睇好 「十四五」 就業持穩
【香港商報訊】國家發改委副秘書長高杲 30 日在出
席 《 「十 四 五 」 就 業 促 進 規 劃 》 （ 以 下 簡 稱 《 規
劃》）國務院政策例行吹風會時表示，總體上中國有
信心能夠使就業保持穩定態勢。
「十三五」期間，面對外部環境的複雜變化、突如
其來的新冠肺炎疫情等多重嚴重衝擊，中國就業局勢
保持總體穩定。展望 「十四五」，高杲認為，未來一
個時期在促進就業方面還會面臨不少困難和挑戰，
「但總體上我們還是有信心能夠使就業保持穩定態

勢，從而為實現更加充分更高質量就業提供堅實牢固
的基礎。」
他分析指出，主要有幾方面積極因素：首先，中國
經濟長期向好為促進就業提供了重要支撐；其次，中
國服務業和民營經濟在不斷發展壯大，為擴大就業提
供了廣闊空間；此外，數字經濟快速發展，將進一步
催生更多的新產業、新業態、新商業模式，為廣大勞
動者提供更加多樣化的職業選擇。
雖 然 就 業 形 勢 總 體 穩 定 ， 但 高 杲 直 言 ， 「十 四

五」，中國經濟社會發展所面臨的環境也較複雜，一
些看得見和難以預料的風險挑戰還會不斷出現，主要
包括：結構性就業矛盾更加突出；城鎮就業壓力猶
在；世界經濟復蘇步履艱難，新冠疫情的影響還在持
續；中國經濟恢復的均衡性和協調性還有待進一步增
強。他表示，針對就業的突出矛盾和問題，此次《規
劃》提出了針對性的措施建議，並設置了專欄行動來
解決，以確保 「十四五」時期實現更加充分更高質量
就業。

國家儲備基礎和實力不斷增強
會議指出，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們加強國家儲備頂
層設計，深化儲備管理體制機制改革，對中央政府儲
備實行集中統一管理，加快建設覆蓋全國的物資儲存
和調運基礎設施網絡，國家儲備基礎和實力不斷增
強，在防範化解重大風險、有效應對新冠肺炎疫情中
發揮了重要作用。
會議強調，中國是大國，必須具備同大國地位相符
的國家儲備實力和應急能力。要系統規劃、科學優化
儲備的品類、規模、結構，加快補齊補足關鍵品類物
資短板。要加快健全統一的戰略和應急物資儲備體
系，堅持政府主導、社會共建、多元互補。要完善戰
略儲備市場調節機制，更好發揮戰略儲備的穩定市場
功能。要加大國家儲備監管力度，發揮專業監管、行
業監管、屬地監管合力。

京批美國病毒溯源
最不公開最不透明
【香港商報訊】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 30 日主
持例行記者會時應詢表示，美國前官員曾發表一封
公開信披露美國 「實驗室洩漏論」炮製過程，是美
方一些政客在溯源問題上背棄科學、炮製謊言、對
華污衊抹黑的又一有力證明。
汪文斌指出，美方一些政客全然不顧科學依據和
事實基礎，完全將病毒溯源搞成了政治操弄。他們
的真實目的就是要想盡辦法向中國潑髒水， 「生物
武器論」行不通，就退而求其次，改成了 「實驗室
洩漏論」，這種毫無底線的做法已經被越來越多的
有識之士看清，也必將遭到國際社會越來越強烈的
反對。
汪文斌說，值得關注的是，近期，美國在新冠病
毒溯源問題上一再鼓吹對中國實驗室進行調查，這
同美方在生物實驗室核查問題上迄今堅持的立場是
相悖的。既然美國此前聲稱生物領域的活動技術上
不可核查，那麼要求調查武漢實驗室就純粹是政治
訛詐。反過來講，如果美國認為調查武漢實驗室是
可行的，就沒有理由反對建立多邊生物核查機制，
更沒有理由拒絕開放德特里克堡基地和遍布全球的
200 多個生物實驗室接受國際社會的調查。
汪文斌強調，美方這種自相矛盾的做法表明，美
方聲稱的所謂公開、透明不過是糊弄人的說辭。在
溯源和建立生物武器多邊核查機制方面，最不公
開、最不透明的正是美國自己。

甘肅 1300 億
交通項目「雲」招商
【香港商報訊】記者寇剛報道：甘肅省日前召開
2021 年重點交通項目雲招商推介會。此次推出的招
商 「項目包」中，包含了總投資約 1300 億元的 10 個
國家收費公路項目和 10 個路衍經濟項目。
隨着交通強國、 「一帶一路」、西部大開發、黃
河流域生態保護和高質量發展等國家戰略的深入實
施，甘肅的通道樞紐優勢日益凸顯，交通運輸在經
濟社會發展中的基礎性、先導性、戰略性和服務性
作用愈發凸顯。
記者了解到， 「十四五」時期，甘肅繼續堅持以
開放暢循環、促發展，創造一切條件吸引各方投資
參與交通基礎設施建設，加快建設服務 「一帶一
路」大通道、大樞紐、大平台，努力在交通重點項
目招商引資中形成 「甘肅經驗」，實現各方互利共
贏。同時，為進一步推動項目落地，甘肅省交通運
輸廳還配套了 「政策包」，針對不同項目 「量體裁
衣」，最大限度為各個投資方提供優惠政策，形成
交通招商引資中獨有的 「甘肅模式」。

河北內丘縣 「中藥材產業助力鄉村振興發展」 系列報道之二：

世界棗仁看中國 中國棗仁看內丘
內丘縣酸棗資源豐富，以 「粒大飽滿，皮紫紅色，無核
殼，品質最優，產量最大」而聞名，素有 「邢棗仁」之
稱，更有 「世界棗仁看中國，中國棗仁看內丘」的美譽。

全產業鏈打造
據《內丘縣誌》記載，邢棗仁的加工始於清朝時期，每
年的秋天霜降之後是棗仁加工的最佳良機，這時候的酸棗
皮呈紫紅色，果實成熟，出仁率高，質量最好。傳統酸棗
仁的加工需要四道工序：一取棗核；二粉碎棗核；三篩選
出棗仁；四晾曬棗仁。經過這四道工序之後，就成為中醫
藥用的酸棗仁了。
酸棗渾身是寶。內丘縣對酸棗的應用與開發，不僅局限
於它的藥用價值，還包括進行全產業鏈的打造。棗葉可以
做棗葉茶，棗花可以做棗花蜜，棗仁可以做酸棗醋、酸棗
汁、壓片糖果，棗肉可以加工棗面、棗片，釀製高檔飲
料；棗殼是製造糠醛、活性炭的原料；棗仁可以入藥，具
有較高的藥用價值。據統計，每斤酸棗可產 2-4 兩棗核；
每斤酸棗約產 3 兩棗面；每斤棗核產 1.5-2 兩棗仁；每斤棗
核約產 8-8.5 兩棗殼；每斤棗殼可產 3 兩活性炭。

近年來，內丘縣培樹出以內丘國鑫酸棗種植專業合作
社、柳興酸棗種植專業合作社為主的規模較大的棗仁加工
合作社，註冊了 「邢內棗仁」 「邢仁」等酸棗仁商標；同
時，大力發展酸棗汁加工產業，延申酸棗產業鏈條。全縣
已有邢台潤玉食品有限公司、內丘縣虎冰川食品有限公
司、河北中鵲食品有限公司等酸棗汁生產企業 10 家，註冊
有 「中丘紅玉」 「中鵲」 「虎冰川」商標，年生產酸棗汁
40000 噸。
今年，內丘縣又在扁鵲藥谷新上了現代化酸棗仁加工車
間一座和中藥材深加工車間，有效帶動了酸棗深加工行業
的產業化發展，增加了當地農民的收入。
策劃/ 內丘縣委宣傳部
供稿/ 內丘縣農業農村局

佔市場份額的 70%以上
▲在內丘縣柳林鎮小楊莊村，村民在認真地篩選着酸棗仁。一堆堆成山的酸棗仁鋪
就村民們發家致富路。
劉繼東攝
內丘縣邢棗仁展覽館一角。為加快酸棗產業發展，打造百里酸棗產業帶，內丘縣
2019 年借勢全國第三屆中醫藥文化大會建成了集展覽展示、科普教育為一體的邢棗
仁展覽館。該館坐落於內丘縣柳林鎮交台社區，佔地 300 平方米，通過圖片、視
頻、產品品嚐、工藝體驗等多種形式，生動展示了內丘酸棗產業的方方面面。
劉繼東攝

▲

內丘縣棗仁加工業歷史悠久，以其獨特的加工工藝成為
當地的優勢傳統產業，年加工酸棗仁 4000 噸左右，佔全國
市場份額的 70%以上，是全國最大的 「邢棗仁」生產銷售
集散地，被譽為 「中國邢棗仁之鄉」。今天， 內丘的酸
棗仁不單以大宗方式銷往河北安國、安徽亳州、河南安陽
州等全國藥材市場，而且還遠銷韓國、日本及東南亞各
國，享譽海內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