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前景可期
昨天，李克強總理在十三屆

全國人大五次會議上作政府工
作報告，提出 2022 年 GDP 預

期增長5.5%左右的目標，引發廣泛關注。
與2021年政府工作報告提出的6%以上增長目標相

比，2022 年國內生產總值預期增長幅度降低了 0.5
個百分點，這應該是考慮了中國經濟運行恢復的實
際情況，有利於引導各方面集中精力推進改革創
新、推動高質量發展。

從政府工作報告可見，經濟增速、就業、物價等預
期目標體現了保持經濟運行在合理區間的要求，與今
後目標平穩銜接，有利於實現可持續健康發展。但這
是高基數上的中高速增長，需要付出艱苦努力才能實

現。2021年中國經濟總量達到114.4萬億元，一年淨
增13萬億元，在中華民族歷史上是第一次。業內普
遍認為，在2021年如此高的基數上繼續實現5.5%左
右的增幅，難度可想而知。不過，儘管今年經濟發展
面臨的困難挑戰較多，不確定不穩定因素也不少，但
中國有條件、有能力、有信心實現全年目標任務。這
背後的原因，正如國家發改委主任何立峰所言，中國
經濟發展後勁很強，韌性很強，市場主體活力和抗風
險能力很強，這三個 「很強」 正是實現經濟增長預
期目標的信心和基礎所在。

而從過往的資料看，每年政府工作報告提出的國
內生產總值增長目標都是超額完成的。如2021年的
預期目標是 6%以上，而當年增幅是 8.1%。業內預

計，中國2022年會繼續加大穩增長保民生的力度，
隨着一系列措施的落地，完成的國內生產總值的增
幅應該不會低於6%。

不光是看總量，其他幾項比較數據，也支撐起中
國實現今年預期目標的信心。2021年中國人均GDP
為80976元，比上年增長8.1%，按年平均匯率折算
達12551美元，超過世界人均GDP水平。

2021年中國GDP增幅為8.1%，而美國2021年增幅
為5.7%。2021年中國GDP規模達到114.4萬億元，折
算為17.7萬億美元，而美國2021年GDP規模是23萬
億美元，中國GDP相當於美國的77%，差距已經縮
小到5萬多億美元。如果中國GDP 2022年實現5.5%
左右的增長，則中美經濟規模的差距會進一步縮小。

當然，中國目前仍處於中等偏上收入國家行列，
人均GDP尚未達到高收入國家下限標準，與發達國
家相比還有較大差距，需要繼續付出艱苦的努力。

政府工作報告中很多政策取向都與香港息息相
關，李克強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指出，全力支援特別
行政區政府依法施政。支持港澳發展經濟、改善民
生，更好融入國家發展大局，保持香港、澳門長期
繁榮穩定。顯而易見，無論是粵港澳大灣區的發
展，還是疫情防控，都需要香港各界共同參與，主
動作為。香港應該用好減稅降費宏觀調控手段，改
善民生，提振經濟。把握國家發展大勢和機遇，全
面對接，更好地融入國家發展戰略。

香港商報評論員 王長久

【香港商報訊】記者戴
合聲報道：港區全國人
大代表、香港珠海社團
總會會長鄺美雲於今
年兩會提出建議設立
港澳全國人大代表、
政協委員工作網站。
她指出，互聯網上的官
方宣傳平台，具有權威
性、指導性、可讀性，可以
充分發揮官方信息的傳播力、引導力、影響力、公信
力和親和力，讓國家根本政治制度深入人心。

鄺美雲表示，設立專門的官方網站，有三重意義，
第一，可以全面報導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依法履職新
成就；第二，依法實施政府信息公開是人民政府轉變
政風的內在要求。第三，社會公眾對政府工作知情、
參與和監督意識不斷增強。

針對現時港區全國人大、港區全國政協並沒有官方
網站的情況，鄺美雲建議，一是建立官方網站，充分
發揮政府網站在信息公開中的平台作用；二是完善主
動發布機制，對發布的政府信息，要依法依規做好保
密審查，涉及其他行政機關的，應與有關行政機關溝
通確認，確保發布的政府信息準確一致。三是要以主
動做好重要政策法規解讀、妥善響應公眾質疑、及時
澄清不實傳言；四是建立溝通協調機制。

鄺美雲冀設港澳
代表委員工作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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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商報訊】記者張麗娟報道：政府工作報告提
出，今年中國國內生產總值預期增長5.5%左右。這
樣的目標是如何設定的？對此，官方解讀了三層原
因。

昨日，國務院新聞辦公室就政府工作報告有關情
況舉行吹風會。國務院研究室副主任向東在會上表
示，今年 5.5%左右目標的設定，首先考慮了穩就
業、保民生、防風險的需要。經濟穩是基礎。經濟
如果不穩，就業、收入都很難穩得住，一些風險隱
患也會水落石出。今年實現5.5%左右的增長，擴大
就業、增加收入就有基礎，經濟運行就能保持在合
理區間。 但實現這個目標不容易，要付出艱苦努
力。

其次，這一目標的設定也考慮了同近兩年平均經濟
增速以及 「十四五」規劃目標要求相銜接。過去兩年
中國經濟平均增長5.1%。在疫情前的2019年，中國
經濟增長預期目標是 6%至 6.5%，當年實際增長
6.1%。 「十四五」規劃雖然沒有設定具體的經濟增長
預期目標，但要求保持在合理區間。綜合這些因素，
把今年經濟增長預期目標設定為5.5%左右，是較為
科學合理的，符合現階段中國潛在增長水平，有利於
引導預期、提振信心，凝聚發展共識。

第三，這是高基數上的中高速增長，體現了主動作
為。去年中國GDP達到114.4萬億元人民幣，在這個
基礎上實現5.5%的增長，相當於5年前增長7.4%、10
年前增長10.5%，對應的經濟增量超過9萬億元，與世

界上排第11、12位的經濟體一年的經濟總量接近。

實現目標要付出艱苦努力
向東表示，實現這個目標不容易，要付出艱苦努力。

為實現經濟增長 「5.5%左右」的預期目標，今年要着重
幾方面工作。他介紹，一是堅持穩字當頭、穩中求進。
要把穩增長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二是加大宏觀政策實
施力度。今年財政、貨幣、就業優先等政策力度不小，
能夠為經濟平穩運行提供有力支撐。三是堅定不移深化
改革擴大開放促進創新，堅定實施擴大內需戰略，着力
激發市場活力、增強發展內生動力。

向東特別強調，還有一個重要的前提，還是要做好
疫情防控。

【香港商報訊】記者朱
輝豪報道：全國政協委
員、同心成員、中國波
頓集團有限公司董事
局主席兼總裁王明凡
在 今 年 的 提 案 中 指
出，隨着香港特區的
管治秩序恢復正常，如
何加快培養具有戰略思維
和宏闊眼光的政治人才，落
實政治合格、思想進步且維護 「一國兩制」和祖國統
一傑出青年，找到 「一國兩制」事業的傳承者，是各
界的當務之急和歷史使命，也是確保未來香港社會穩
定的重要前提。

王明凡提出四點建議：一是全方位落實香港青少年
對祖國認同感的培養，為青年政治人才的培養提供土
壤；二是香港社會應着力發展經濟，關心青年們深層
次的訴求；三是全方位探索青年政治人才赴內地交流
機制，並為香港青年的發展多搭台、多搭梯；四是探
討新時代網絡輿情治理格局，培養愛國愛港的青年意
見領袖。

王明凡籲大力培養
香港青年政治人才

【香港商報訊】記者戴
合聲報道：港區全國人
大代表、香港紡織業聯
會會長陳亨利於今年
兩會提出多個關於促
進粵港澳大灣區合作
發展的建議，其中包
括有在深港河套實施創
新政策，策動港深合作發
展生物科技；訂立大灣區工
業政策，倡設前海時裝品牌區。

陳亨利提出多項建議，一是加強深港河套統籌協
調，賦予深圳園區綜合授權。他建議中央政府在河套
區深圳園區率先落實綜合授權，各部委同時也可透過
上述高層次機構，實施港深兩地所需的生物科技改革
試點政策。

二是加強中央、廣東省，以及港深兩地政府資金協
同支持生物科研。他建議充分利用國家發改委提倡更
好發揮中央預算內投資作用、以助力大灣區建設。國
家發改委可作為發起方，聯合廣東省政府、香港特區
政府以及深圳市政府的資金，設立深港生物科技合作
發展基金，以整合各個資金來源。

訂立大灣區工業政策，以推動設立前海時裝品牌區
方面，陳亨利建議透過統一的政策指導下，訂立5至
10年目標，並使各城市有合理分工。區內各城市絕對
可以優勢互補，建立港澳與東盟國家的跨境銷售，逐
步建立服裝的採購、生產、物流等環節中心。

陳亨利倡訂
大灣區工業政策

官方解讀設定5.5%目標三層原因

【香港商報訊】十三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昨日在北
京開幕。關於十四屆全國人大代表名額和選舉問題的
決定草案提請大會審議。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王
晨表示，為了維護全國人大代表選舉的嚴肅性，避免
提名的代表候選人過於分散，保證選舉的順利進行，
草案將香港、澳門全國人大代表候選人的提名人數確
定為15人。

當日，王晨向大會作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
行政區選舉第十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的辦法（草
案）》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選舉第十四
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的辦法（草案）》的說明。

港區應選代表36名
關於香港特別行政區、澳門特別行政區、台灣地區

應選第十四屆全國人大代表名額，決定草案規定，香
港特別行政區應選代表36名，澳門特別行政區應選
代表12名，台灣地區暫時選舉代表13名，依法應選
的其餘名額予以保留。此外，決定草案規定，第十四
屆全國人大代表於2023年1月選出。

王晨說，前五屆香港、澳門全國人大代表選舉，都
採取成立具有廣泛代表性的選舉會議的形式提名並選
舉產生全國人大代表，這一做法實踐證明是可行的，
建議仍沿用成立選舉會議的辦法。

2021 年 3
月，全國人
大作出關於
完善香港特
別行政區選
舉制度的決
定，全國人
大常委會據
此修訂了香
港基本法附
件一和附件
二，重構了
香港選舉委
員會。

王晨表示，以選舉委員會委員為主體組成選舉會
議，可以充分體現 「愛國者治港」，不超過1500人
的規模也比較適當，結構更加優化。因此，草案規
定：香港的選舉會議由選舉委員會委員中的中國公民
組成。

關於候選人的提名人數，王晨表示，為了維護全國
人大代表選舉的嚴肅性，避免提名的代表候選人過於
分散，保證選舉的順利進行，草案將香港、澳門全國
人大代表候選人的提名人數確定為15人。

關於參選人條件，王晨表示，全國人大代表作為
最高國家權力機關的組成人員，代表人民行使國家權
力，必須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得有任何危害國家
安全的行為。因此草案規定：任何人因危害國家安全
被法院判決有罪的，即喪失參選資格。同時，在相關
條款分別作出規定，因危害國家安全被法院判決有罪
的，由選舉會議主席團、全國人大常委會分別作出決
定，不將其列入候選人名單、從候選人名單中除名、
確定代表當選無效或者確定終止其代表資格。

港澳代表候選人提名數擬增至15人

當日，十三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在北京開幕，今年
的政府工作報告給出了2022年中國經濟發展的預期
目標，其中將GDP增速目標設為5.5%左右。

GDP一年增3萬億美元全球首次
何立峰表示，過去一年，中國在有效做好常態化

疫情防控的基礎上，經濟發展取得了巨大成就。
2020 年，中國 GDP 規模 101.4 萬億元人民幣，按照
當年人民幣兌美元平均匯率 6.9，折合 14.7 萬億美
元。2021 年，中國 GDP 規模達到 114.4 萬億元人民
幣，按照人民幣兌美元平均匯率 6.45，折合 17.7 萬
億美元。

他指出，一年GDP增加了13萬億元人民幣，這在
中華民族歷史上是第一次；按美元計增加了3萬億美
元，相當於 G20 排名第六、七位國家的經濟總量水
平，這在世界經濟發展歷史上也是第一次。

「這說明了，中國經濟發展的後勁很強，中國經濟
的韌性很強，市場主體的活力和抗風險能力很強。」
何立峰指出： 「這也是我們實現今年GDP增長5.5%
左右目標的信心所在、基礎所在。」

促經濟恢復發展機制日趨成熟
何立峰還提到，實現今年的目標，還有很多有利因

素。

第一，經過
兩年多抗擊疫
情的實踐，各
地 區 、 各 行
業、各企業在
有力有效應對
疫 情 的 基 礎
上，促進經濟
恢復發展的機
制辦法已經越
來越成熟。

第二，這幾
年中國大力貫徹新發展理念、構建新發展格局、推動
高質量發展，在供需兩側都創造了很大的發展空間。
這為激發市場主體活力、繼續克服困難挑戰，提供
了很好的條件。

第三，今年經濟發展面臨不少問題和困難，中共
中央、國務院前瞻性地進行了透徹分析，並作出
具體部署安排，繼續實施大規模減稅降費，針對
中小微企業、製造業企業先行出台了一系列政策
措施。

何立峰介紹說，從今年1月、2月情況看，發電量
增幅在6.7%左右，鐵路裝車貨運量較快增長，外貿
出口保持兩位數增長， 「這是非常不容易的。」 「我

們完全有信心、有決心、有基礎、有條件、有能力，
繼續保持我國經濟運行在合理區間，實現全年目標任
務。」

中國不搞「碳衝鋒」
據何立峰介紹，一年多來，國家發改委作為碳達峰

碳中和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牽頭單位，統籌有序推進
「雙碳」工作。
何立峰也指出，中國不搞 「碳衝鋒」，也不搞運動

式 「減碳」，將有力有序有效地推進 「雙碳」工作，
在 2030 年前實現碳達峰、2060 年前實現碳中和。
「我們對此充滿信心。」

何立峰：有信心實現5.5%增速目標

中國經濟有三 「強」
【香港商報訊】2022年全國兩會昨日舉行首

場 「部長通道」 ，國家發改委主任何立峰在其間
表示，中國經濟發展的後勁很強，中國經濟的韌
性很強，市場主體的活力和抗風險能力很強。這
是實現今年GDP增長目標的信心所在、基礎所
在。

十三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在北京人民大會堂開幕。圖為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在開幕會前合影。
中新社

國家發改委主任何立峰通過網絡視頻方式接受採訪。 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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