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一年，我国经济“三去一降一补”成绩不

俗，一刻也不能松懈。巩固“去降补”成果，当

务之急是坚定不移减少过剩产能，大力培育新动

能，有效降低企业负担。

这一年，各类市场主体的积极性、主动性、

创造性被不断激发。增强微观主体活力，也势必

要求继续深化四梁八柱性质的改革，推动相关改

革走深走实。

蔡丽新代表介绍，近年
来江苏淮安市深入实施创新
驱动发展战略，淮安市高新
技术产业产值保持20%以上
的复合增长率，涌现出一批
能创新、敢创新、善创新的引
领型企业，技术水平、市场占
有率均世界领先。

“如何牵住牛鼻子、下好
先手棋？产业是创新的摇
篮，须统筹科技创新战略布
局，重点围绕现代产业体系
整合科技资源，形成引领态
势。企业则是创新的主体，
须切实加大科技型中小企
业、高新技术企业、创新型企
业的培育力度，着力培育更
具竞争力和支撑力的新增长
点。要深化科技体制改革，
完善创新主体合作机制、成
果转化机制、鼓励创新机制
等，促进产学研深度融合，释
放创新活力，才能真正打造
创新驱动的引领型企业。”蔡
丽新代表说。 （薛海燕）

“当前我国基础设施建
设还存在不充分、不均衡情
况，该补的短板要补上。”闵
庆文委员认为，在基础设施
建设领域，不应只重经济效
益。“同样一笔经费，投到需
要改善的地方，也许不能在
经济上获得很大回报，但可
以更加充分地满足实际需
求。短板补上了，未来的路
才能走得更稳。”

“国情决定了我们在基
础设施建设上仍有很多工
作要做。”闵庆文委员建议，
在西部地区、农村地区以及
欠发达地区加大基础设施
建设投入。“以农村为例，一
是要加大农村地区交通类
基础设施建设投入，让好产
品卖得出去；二是要加大农
村地区生活类基础设施建
设投入，比如饮水、通信、卫
生等设施，让群众更有幸福
感、获得感。”闵庆文委员
说。 （胡达闻）

“人工智能发展需要赋能
经济、民生和社会治理等领
域。加快人工智能与各行业及
领域渗透融合，对于实施创新
驱动发展战略、抢占未来发展
先机具有重要战略意义。”徐波
委员表示。

据了解，中科院自动化研
究所从事人工智能技术研究
30 余年，培养了大量高端人
才，也积累了许多可应用的研
究成果。3 年多前，研究所通
过人员双流动通道和新型股
权激励等措施，先后孵化了
30 多家基于自主技术的高新
技术企业，服务于制造、媒体、
金融、公共安全、教育、文化等
行业。

““没有实际应用就没有技没有实际应用就没有技
术的成熟术的成熟，，科研成果转移转化科研成果转移转化
走完走完‘‘最后一公里最后一公里’’同样重要同样重要。。””
徐波委员表示徐波委员表示，，要继续大力推要继续大力推
进科研成果落地转化进科研成果落地转化，，让科研让科研
成果走向市场成果走向市场，，切实服务于国切实服务于国
民经济主战场民经济主战场。。 （（董碧娟董碧娟））

对 于“ 巩 固 ”二 字 的 理
解，在许礼进委员看来，一方
面要巩固已取得的成果并坚
持长期做下去，不能采取运
动式的短期行为，特别是强
化科技创新，培育一批具有
创新能力的排头兵企业；另
一方面要巩固好已出台的减
税降费、科创板等政策、方针
和措施，并坚持不懈地落实
下去。

““以往的资本市场对上市以往的资本市场对上市
企业要求以盈利为主企业要求以盈利为主，，但对于但对于
科技创新企业来说科技创新企业来说，，早期的产早期的产
品研发品研发、、市场培育市场培育、、行业变革推行业变革推
动都需要大量资金投入动都需要大量资金投入，，可能可能
不能在短期内满足上市的盈利不能在短期内满足上市的盈利
条件条件。。但事实上但事实上，，只要是好的只要是好的
产品和技术产品和技术，，尤其是符合社会尤其是符合社会
发展趋势的发展趋势的，，我们都要坚持不我们都要坚持不
懈地做下去懈地做下去，，因此也更需要金因此也更需要金
融方面的支持融方面的支持。。””许礼进委员认许礼进委员认
为为，，科创板正是这样一个促进科创板正是这样一个促进
科技创新企业成长科技创新企业成长、、发展的良发展的良
好融资渠道好融资渠道。。 （（姚姚 进进））

卓嘎代表介绍，玉麦的
基础设施建设较为落后，近
年来国家在基础设施建设上
大量投入，西藏也大力实施
边境小康村建设，像玉麦这
样边远的地方也发生了巨大
变化。2017 年底，玉麦乡正
式接入国家电网，用上了可
靠稳定的电，还通上了宽带
网络。

卓嘎代表表示，在国家
支持下，西藏在补齐基础设
施 短 板 方 面 取 得 了 很 大 成
效。但是，作为全国唯一集
中连片深度贫困地区，西藏
在基础设施方面还有很多短
板需补齐。卓嘎代表希望国
家在西藏的基础设施方面加
大投入，同时西藏也要抓住
补齐短板的机遇，培育特色
优势产业。她介绍，通往玉
麦的柏油路通车后，乡里大
部分家庭将开办民宿，通过
发展旅游业增加收入。

（代 玲）

近期，中办、国办印发《关于
加强金融服务民营企业的若干
意见》，提出要着力破解民营企
业信息不对称、信用不充分等问
题。韩沂委员表示，政府部门掌
握了大量银行服务民企与中小
微企业迫切需要的信息，但目前
这些信息尚未实现有效整合，存
在信息“贵”“缺”“断”等问题。
如果要充分发挥政务信息共享
效应，还须推进金融、税务、工
商、社保等相关领域信息资源全
方位开放，建立全国统一联网的
信用信息系统。

韩沂委员表示韩沂委员表示，，近年来近年来，，
以江苏苏州以江苏苏州、、浙江台州为代表浙江台州为代表
的信用平台在政务信息与金的信用平台在政务信息与金
融机构互联方面作了积极尝融机构互联方面作了积极尝
试试。。建议推动建立国家层面建议推动建立国家层面
统一的信用信息平台统一的信用信息平台，，实现政实现政
务信息与金融信息互联互通务信息与金融信息互联互通，，
在支持民营企业发展在支持民营企业发展、、解决中解决中
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方面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方面
迈出关键性的一步迈出关键性的一步。。

（（陆陆 敏敏））

刘尚希委员表示，当前应
强化市场的自主性和自组织功
能，发挥优胜劣汰机制的作
用。一方面，应当完善激励和
问责机制，遏制懒政怠政；另一
方面，建议全面实施市场准入
负面清单制度，清理废除妨碍
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规定和
做法。刘尚希委员表示，在当
前市场环境下，靠政策单方面
作用难以产生完全优化营商环
境的效果，须多措并举，激发微
观主体活力。政策应与减税、
降费、小微企业融资便利化等
体制机制改革结合起来一同
推进。

刘尚希委员还认为刘尚希委员还认为，，在分在分
工上工上，，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
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中发挥决定性作用，，政府不政府不
宜干扰市场的优胜劣汰宜干扰市场的优胜劣汰。。在在
合作上合作上，，企业离不开政府的企业离不开政府的
引导引导、、呵护和服务呵护和服务，，政府要通政府要通
过激励和服务手段为企业营过激励和服务手段为企业营
造良好的孵化与成长环境造良好的孵化与成长环境。。

（（周周 琳琳））

沈国军委员表示，现代商
会作为市场与政府的中间组
织，是社会组织的重要组成部
分，在政府与企业、社会与企
业、企业与企业之间发挥着重
要的桥梁作用。

沈国军委员表示，激发商
会组织的活力，是凝聚企业家
同舟共济，实现合力发展的重
要举措，也是新时代继续深化
改革的必然要求。通过培育
一批具有广泛代表性、与国际
接轨的商会组织，还可以更好
地为中国企业“走出去”牵线
搭桥、推动“一带一路”国际
合作。

““要借鉴国际上现代商会要借鉴国际上现代商会
体系建设的有益经验体系建设的有益经验，，在职能在职能
授权授权、、人才培养人才培养、、资源对接等方资源对接等方
面面，，加大政府对商会组织的支加大政府对商会组织的支
持力度持力度，，赋予商会组织相应的赋予商会组织相应的
行业协管行业协管、、标准制定等职能标准制定等职能，，有有
效激活商会组织活力效激活商会组织活力，，使其更使其更
加积极地发挥正面作用加积极地发挥正面作用。。””沈国沈国
军委员建议军委员建议。。 （（吴吴 浩浩））

朱明跃代表表示，公平是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则
之一，开放是实现企业公平竞
争的有效手段之一，透明是实
现企业公平竞争的重要保障。
要不断推行统一的市场准入制
度，制定和实施负面清单制度，
改革市场监管体系，不断改善
营商环境。

朱明跃代表认为朱明跃代表认为，，建立公建立公
平开放透明的市场规则平开放透明的市场规则，，是发是发
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在要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在要
求求，，也为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也为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
创造良好条件创造良好条件。。在经济下行压在经济下行压
力加大的情况下力加大的情况下，，建立公平开建立公平开
放透明的市场规则放透明的市场规则，，企业的主企业的主
体活力就能不断增强体活力就能不断增强。。一方一方
面面，，企业应该学会将有限的人企业应该学会将有限的人
力预算放在核心团队上力预算放在核心团队上，，做大做大
做强核心业务做强核心业务；；另一方面另一方面，，在共在共
享经济时代享经济时代，，传统企业要善用传统企业要善用
共享经济的思维模式共享经济的思维模式，，使用使用““共共
享人才享人才””降低用人成本降低用人成本，，解决企解决企
业日常运营过程中的碎片化用业日常运营过程中的碎片化用
人需求人需求。。 （（温济聪温济聪））

邵志清代表表示，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在加大前一阶
段“三去一降一补”力度的
基础上，现阶段应更加注重
激发微观经济主体的活力，
特别是要促进民营经济健康
发展，充分发挥民营企业和
民营企业家的积极性。

“政府要切实转变职能，
积极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
释放市场活力和激发社会创
造力。”邵志清代表建议，政
府应改变以往过多干预市
场、过多配置资源的做法，
更着重于建立公平、公正、
开放、透明的市场规则，积
极营造法治环境，倡导守法
意识，同时加强事中事后监
管，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
防范系统性风险。要充分尊
重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的
创造性，确保平等公正的市
场准入和发展环境，鼓励他
们创造财富，为经济发展作
贡献。 （佘惠敏）

如何提升民营企业发展
的决心、转型的信心、克难的
耐心？在孙兵代表看来，就
是要全力打造“说到做到”的
政策环境、高效便捷的政务
环境、互信合作的金融环境、
公平正义的法治环境、重商
亲商的人文环境。

打破横在民营企业面前
的“玻璃门”“旋转门”，需要强
化顶层设计。孙兵代表介绍
说，荆门市启动“最多跑一次”
改革，公布了“马上办、网上办、
就近办、一次办”清单。同时，
全面落实国家减税降费政策，
起到了优化政务环境的作用。

孙兵代表还介绍，为缓
解民企融资难融资贵问题，
荆门市开展了金融“早春行”
活 动 ，督 促 1066 家 企 业 、
311.47亿元融资协议履约兑
现。同时，泰康集团合作组
建百亿元产业基金等，也起
到了优化金融环境的作用。

（陈果静 柳 洁）

“营商环境是竞争力、吸
引力，更是生产力。没有好
的环境，优质项目引不进来、
落不了地，经济发展就无从
谈起。”郭锡文代表说。

近年来，福建宁德市引进
了宁德时代、上汽、青拓、中铜
等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龙头企
业，建设了锂电新能源系列、
宁德上汽基地、青拓不锈钢系
列、中铝铜冶炼等“金娃娃”项
目，培育形成锂电新能源、新
能源汽车、不锈钢新材料和铜
材料四大主导产业集群。

“这么多‘金娃娃’项目
能在宁德落地生根，与宁德
优化营商环境成效持续释放
密不可分。”郭锡文代表说，
近年来，宁德市坚持需求导
向、问题导向、效果导向，全
面优化营商环境，让企业有
更大获得感，当地营商环境
持续优化，市场活力得到了
明显增强。

（林火灿 薛志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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