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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交通先行支撐海南自貿港高質量發展
——專訪全國人大代表、海南省交通運輸廳廳長鄧小剛
【香港商報訊】記者吳軍暉報道：3 月 5 日，全國人大
代表、海南省交通運輸廳廳長鄧小剛（圖）接受本報專
訪時表示，「十四五」期間，海南交通運輸行業將按照
「12345」的發展願景，加快構建安全、便捷、高效、綠色的
現代化綜合交通運輸體系，打造交通強國建設先行區，以
交通先行全力支撐海南自由貿易港高質量發展。

加快構建現代綜合交通運輸體系
鄧小剛表示，「十四五」時期海南將重點圍繞《海南自
由貿易港建設總體方案》提出的「運輸來往自由便利」
，
推動交通運輸高質量發展，按照「12345」的發展布局，
加快構建現代綜合交通運輸體系，即實現「一個總目
標」
、構建「兩個交通圈」
、打造「三類綜合樞紐」
、建設
「四張網絡」
、完善「五大支撐體系」
。
實現「一個總目標」
：即到 2025 年基本建成與海南自

貿港發展相適應的綜合立體交通網絡框架，建成交通
強國建設先行區。構建「兩個交通圈」
：即實現全球主要
發達經濟體「
1 日」到達，全國主要城市「
4 小時」覆蓋，全
島「3 小時」暢行，「海澄文定」和「大三亞」兩大經濟圈內
「1 小時」通勤。加快建設經濟高效、綠色集約、連通全球
的「123 快貨物流圈」
，即實現省內「1 日」
、國內「
2 日」
、全
球主要城市「3 日」送達。
打造「三類綜合樞紐」
：即着力打造面向太平洋、印度
洋的國際航運樞紐，打造開放融合的國際航空樞紐；推

進客運「零換乘」
、貨運「無縫銜接」
，構建集約高效的陸
路交通樞紐。建設「四張網絡」
：即建設全島同城、安全
便捷的公路運輸網絡；建設連通陸島，快速通達的鐵路
運輸網絡；建設高效開放、布局全球的水路運輸網絡；
建設面向太平洋、印度洋，聯通全球的航空運輸網絡。
完善「五大支撐體系」
：即構建暢行高效的運輸服務
體系，構建低碳環保的綠色交通體系，構建開放創新的
智慧交通體系，構建保障有力的平安交通體系，構建科
學高效的行業治理體系。
鄧小剛指出，「『
12345』目標是遵循『補齊短板，提質
增效；服務為本，優化升級；智慧共享，綠色發展；改革
創新，開放融合』的原則，是結合海南自貿港建設發展
需要提出來的，為海南下一階段交通運輸工作指明了
發展方向。

精準踐行海南自貿港建設新使命
展望未來，鄧小剛指出，下一步，海南交通運輸行業
將統籌推進「三個轉變」
。「首先在發展方式上，要推動
傳統交通運輸發展方式向現代綜合交通運輸方式轉

今年 GDP 目標超 6%

中國首席經濟學家論壇理事長：

宏觀政策強調連續性穩定性
【香港商報訊】記者伍敬斌報道：中國首席經濟
學家論壇理事長、植信投資首席經濟學家連平 5 日
接受本報採訪時表示，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總體
上呈現出三大特點：一是政策回歸常態化，年內經
濟運行目標包括增長、物價、就業等基本回歸到疫
情前水平；二是政策更加下沉，更貼近實際需要；
三是宏觀政策延續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基調，強調連
續性、穩定性、可持續性。
連平指出，報告中提出全年 6%以上的經濟增速，
顯示出政府務實的態度。全年中國經濟挑戰與機遇
並存，沿着既定路線做好工作，完成全年目標問題
不大。

穩健幣策要靈活精準合理適度
【香港商報訊】國務院總理李克強 5 日向十三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作政府
工作報告時表示，今年中國國內生產總值預期增長 6%以上。李克強表示，
經濟增速是綜合性指標，今年預期目標設定為 6%以上，考慮了經濟運行恢
復情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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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赤字率按 3.2%左右安排

李克強在報告中提出，2021 年要重點做好八
方面工作：保持宏觀政策連續性穩定性可持續
性，促進經濟運行在合理區間；深入推進重點
領域改革，更大激發市場主體活力；依靠創新
推動實體經濟高質量發展，培育壯大新動能；
堅持擴大內需這個戰略基點，充分挖掘國內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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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克強還談到的中國 「十三五」時期發展成
就。 「過去五年，中國經濟社會發展取得新的
歷史性成就。」他說，經濟運行總體平穩，經
濟結構持續優化，國內生產總值從不到 70 萬億
元（人民幣，下同）增加到超過 100 萬億元。創
新型國家建設成果豐碩，在載人航天、探月工
程、深海工程、超級計算、量子信息等領域取
得一批重大科技成果。脫貧攻堅成果舉世矚
目，5575 萬農村貧困人口實現脫貧，完成了消
除絕對貧困的艱巨任務。
在回顧 2020 年工作時，李克強表示，全年發
展主要目標任務較好完成，中國改革開放和社
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又取得新的重大進展。李克
強指出，圍繞市場主體的急需制定和實施宏觀
政策，穩住了經濟基本盤。面對歷史罕見的衝
擊 ， 我 們 在 「六 穩 」 工 作 基 礎 上 ， 明 確 提 出
「六保」任務，特別是保就業保民生保市場主
體，以保促穩、穩中求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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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开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上海雷允上药业西区有限公司
拟对外投资设立合资公司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
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上海开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雷
允上药业西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雷允上”）拟与上海万序健康科技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万序公司”）、上海中野医疗器械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中野公司”）签署合作协议，共同出资设立合资公司，拟定注册资本
为人民币 3000 万元整，首期实缴 2000 万元，其中雷允上持有 40% 股权，万
序公司持有 25% 股权，中野公司持有 35% 股权。
●本次对外投资可能面临宏观经济、行业政策、市场环境及经营管理等
各方面不确定因素带来的风险。
●本次对外投资事宜不构成关联交易，重大资产重组。
一、对外投资概述
雷允上拟与万序公司、中野公司合资设立合资公司上海雷西精益供应链
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供应链管理公司”）（暂定名，具体以市场监督
管理局核准的名称为准），雷允上首期出资 800 万元人民币，持有 40% 股权。
新设立的公司将通过发挥股东各方的资源优势，服务于各级医疗机构供应链
管理业务，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助推公司健康产业的发展。
该事项已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无需提交公司股
东大会审议。本次对外投资事项不属于关联交易和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二、投资主体基本情况
1. 上海万序健康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周雯娟
注册资本：4501.94 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113703172343K
公司性质：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成立日期：2001 年 4 月 27 日
注册地址：上海市宝山区长逸路 188 号 1 幢 A-1316 室
经营范围：从事健康科技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
术服务；计算机软件设计与开发及制作；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的销售；
计算机网络信息系统集成及维护；网络工程；医疗器械经营；供应链管理；
企业管理咨询。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 上海中野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许涛
注册资本：500 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115MA1H8L5G82
公司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 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
成立日期： 2017 年 01 月 23 日
注册地址：上海市嘉定区安亭镇南安路 188 号 2301 室
经营范围：第三类医疗器械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
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
准）
一般项目：第一类医疗器械销售；第二类医疗器械销售；化工产品销售（不
含许可类化工产品）；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
技术推广；礼仪服务；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市场营
销策划。【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万序公司、中野公司及其股东与公司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一）拟设立合资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上海雷西精益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暂定名）
类 型：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人民币 3000 万元（首期实缴 2000 万元）

注册地址：上海市静安区延安西路 376 弄 22 号东 10 楼
经营范围：一、二、三类医疗器械、化学试剂、医疗康复护理产品、日
用百货等；
以上名称、经营范围等相关信息最终以工商登记机关核定为准。
首期出资方式及比例：雷允上出资 800 万元人民币，出资方式为货币，
持有 40% 股权；万序公司出资 500 万元人民币，出资方式为货币，持有 25%
股权；中野公司出资 700 万元人民币，出资方式为货币，持有 35% 股权。
组织架构：合资公司为有限责任公司设立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总经理。
董事会由 3 名董事组成（三方股东各委派 1 名）；董事长由雷允上委派，董
事长作为合资公司法定代表人。监事会 2 名监事组成，分别由雷允上和万序
公司各委派 1 名。合资公司设总经理 1 名，采用市场化招聘，董事会依照法
定程序聘任。
（二）投资项目情况
通过发挥股东各方的资源优势，服务于各级医疗机构供应链管理业务，
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助推健康产业的发展。
四、对外投资协议的主要内容
本次对外投资设立合资公司将在交易各方履行完相关法律程序后，方可
签署投资协议、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文件。
（一）出资计划
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3000 万元整，由各股东按出资比例出资。其中，首期
出资以及比例如下：
（1）雷允上出资 800 万元，持有 40% 股权；
（2）万序公司出资 500 万元，持有 25% 股权；
（3）中野公司出资 700 万元，持有 35% 股权。
( 二 ) 投资方的未来重大义务
1. 投资方的主要责任：雷允上将协助合资公司尽快完成经营资质的取得，
配合合资公司的相关业务有效开展。督促合资公司通过发挥股东各方的资源
优势，促使投资项目顺利实施运营，力争取得预期的正向经营效应和社会效
应。
2. 合资期限：合资公司的期限暂定为 20 年，自设立日起计算。经合资三
方同意，合资公司股东会可按照中国法律法规通过决议向审批机构申请延长
合资期限。
3. 协议的生效条件：本协议经出资各方在合资协议加盖公章后生效。
五、对上市公司影响
为了积极贯彻落实公司关于“大健康”转型发展要求及未来规划，此次
对外投资设立合资公司具有以下几方面的影响：
1. 本次设立合资公司有利于公司药业板块积极布局“大健康”转型发展，
通过着眼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助力公司向健康产业转型，符合公司自身发
展和市场需求，提升市场竞争力，对公司可持续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2. 新公司设立完成后将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鉴于该公司尚未设立、
运营，短期内不会对公司财务及经营状况产生重大影响；长期来看，该项投
资对公司未来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尚存在不确定性。
六、对外投资风险
供应链管理公司设立后，未来经营管理过程中可能面临宏观经济及行业
政策变化、市场竞争等不确定因素影响，存在一定的政策风险、市场风险等，
预期收益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密切关注国家宏观经济发展，紧跟产业政策
方向，抓住市场发展机遇，加强风险防范运行机制，有效降低政策风险、市
场风险的负面影响。同时，提高管理能力和经营效率，以不断适应业务要求
及市场变化，积极防范生产及经营管理等方面的风险。
董事会授权雷允上总经理室办理本次投资相关具体事宜，包括但不限于
签署相关协议文本及办理其他与合资公司设立有关的手续。为保证本次对外
投资事项的合规进行，还将按国有资产管理相关规定报国资监管单位，并需
经国资监管机构备案后方可实施。同时，合资公司尚需办理工商注册登记等
相关手续，能否完成相关审批手续存在不确定性。
后续公司将根据进展情况，并依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开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3 月 6 日

目標保守 注重高質增長

國內生產總值超過 100 萬億元，增長
2.3%。城鎮新增就業 1186 萬人，年末全
國城鎮調查失業率降到 5.2%。
為市場主體減負超過 2.6 萬億元，其
中減免社保費 1.7 萬億元。
居民消費價格上漲 2.5%。年初剩餘的
551 萬農村貧困人口全部脫貧、52 個貧
困縣全部摘帽。
預期國內生產總值增長 6%以上；城鎮
新增就業 1100 萬人以上，城鎮調查失業
率 5.5%左右。居民消費價格漲幅 3%左右。
建立常態化財政資金直達機制並擴大範
圍，將 2.8 萬億元中央財政資金納入直達機
制、規模明顯大於去年。

今年預期目標

要重點做好八方面工作

較好完成 2020 年目標任務

政府工作報告核心數據

去年發展成就

李克強稱，今年發展的主要預期目標是：國
內生產總值增長 6%以上；城鎮新增就業 1100 萬
人以上，城鎮調查失業率 5.5%左右；居民消費
價格漲幅 3%左右；進出口量穩質升，國際收支
基本平衡；居民收入穩步增長；生態環境質量
進一步改善，單位國內生產總值能耗降低 3%左
右，主要污染物排放量繼續下降；糧食產量保
持在 1.3 萬億斤以上。
關於財政政策，李克強指，考慮到疫情得到
有效控制和經濟逐步恢復，今年赤字率擬按
3.2%左右安排、比去年有所下調，不再發行抗
疫特別國債。關於貨幣政策，李克強稱，穩健
的貨幣政策要靈活精準、合理適度。把服務實
體經濟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處理好恢復經濟
與防範風險的關係。

場潛力；全面實施鄉村振興戰略，促進農業穩
定發展和農民增收；實行高水平對外開放，促
進外貿外資穩中提質；加強污染防治和生態建
設，持續改善環境質量；切實增進民生福祉，
不斷提高社會建設水平。

變，要從單一注重公路基礎設施建設朝着公鐵水空融
合發展方式轉變。同時，要樹立『全產業鏈供給』的思
路，促進海運、航空相配套的貿易、交易、維修、租賃等
相關產業發展，並通過良好的政策制度、法律事務『軟
環境』
配合加以推動。」
「其次在發展路徑上，要推動交通運輸方式由各自為
陣向綜合立體融合發展轉變。要實現全省一盤棋，規劃
一張圖，運行一張網，服務一條龍，探索建設綜合交通
運輸相適應的管理體制機制。」
「第三個轉變是推動從傳統要素聚集向改革創新驅
動轉變。要推動與大數據深度融合，加快發展智慧交
通。通過 5G、物聯網、人工智能等先進技術應用，大力推
進智慧公路、智慧場站、智慧港口、智慧機場建設，探索
海南里程費改革試點、自動駕駛等示範應用。」
「『十四五』的號角已經吹響，我們將精準踐行海南自
貿港交通建設新使命，為海南高質量發展插上騰飛的『
翅膀』
。歡迎更多海內外投資者和人才前來海南發展，
我們將切實提高服務水平，為大家創造更加便利的交
通運輸條件。」
鄧小剛說。

將小規模納稅人增值稅起徵點從月銷售額
10 萬元提高到 15 萬元。大型商業銀行普惠小
微企業貸款增長 30%以上。

與去年不同，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中再次提出了
全年經濟增速的目標，這無疑是各界關注的一大重
點。
今年中國的經濟增速目標是 6%以上，與此前各個
機構所預測的相比，顯得比較保守。連平分析認
為， 「
6%以上」只是設定了一個下限，8%、9%也
是包含在這個目標內。實際上，各界對今年經濟增
速達到 8%其實並無疑義，政府想必也知道這一點，
但突出 「
6%」，主要是釋放一個政策導向，不希望
一些人借機炒作高增長，而是更多關注高質量發展
和結構的調整。這應當說是一個比較務實的提法。
對於宏觀政策，連平表示，總體來說應該是兩大
主題：一是回歸常態，二是穩字當頭。除去財政政
策與貨幣政策，比較值得關注的還有擴大內需成為
恢復經濟的戰略基點。
連平認為，報告中繼續沿用了 「十四五」規劃中
擴大內需為戰略基點之一的說法，並在此基礎上強
調要充分挖掘國內市場潛力。一方面是在去年受到
疫情嚴重衝擊之下，穩定並同時提振消費；另一方
面是繼續擴大有效投資，尤其是 「兩新一重」項目
上的投資。對於擴大內需，報告的亮點在於，緊緊
圍繞改善民生拓展需求，促進消費與投資有效結
合，實現供需更高水平動態平衡，而不是簡單地通
過大水漫灌和多加槓桿來強行刺激需求。

國務院研究室黨組成員孫國君：

保持經濟持續健康發展
【香港商報訊】駐京記者張麗娟報道：今年政府工
作報告將 GDP 增長目標設定在 6%以上，並下調 CPI 漲
幅目標為 3%左右，低於國內外大部分市場機構預測。
國務院研究室黨組成員孫國君 5 日在國新辦新聞發布會
上解讀政府工作報告有關情況時表示，經濟增速的預
期目標設定是綜合考慮到很多方面的因素。
孫國君介紹，一是經濟恢復的情況。從去年二季度
開始經濟就在逐步恢復，狀況不斷轉好，預計今年經
濟總體上能夠保持平穩運行。二是考慮基數的因素。
三是保持經濟持續健康發展的需要。在確定今年 GDP

預期目標時，不僅要考慮今年的情況，也要統籌考慮
明後年，盡可能做到預期目標在年度之間不要忽高忽
低，能保持經濟長期平穩運行。
對於 CPI 漲幅目標下調，孫國君表示，這說明政府有
信心把 CPI 控制在相對較低的水平。他認為，在 CPI 中
食品價格佔比很高。近年來，糧食生產連年豐收，農
產品供應有保障。加上生豬產能基本恢復，有利於物
價保持穩定。
孫國君還表示，今年宏觀政策不急轉彎，目標繼續
為市場主體紓困。

退市首次寫入政府工作報告
「穩步推進註冊制
改革，完善常態化退
市機制，加強債券市
場建設，更好發揮多
層次資本市場作用，
拓展市場主體融資渠道。」 2021 年政府工作報告當
中有關資本市場的表述，為今年的重點改革指明了
方向。值得注意的是，這是 8 年來完善退市機制首次
寫入政府工作報告，顯示國家對退市問題的重視。
市場人士分析，註冊制的改革，需要相應的退市
制度改革的配合，只有把控好股市的進口與出口，
形成良性閉環，才能切實達到深化資本市場改革、
構建良好市場秩序的目的。
去年年底，史上最嚴退市新規落地，今年以來已
見到實效。但與成熟市場相比，中國資本市場退市
不系統、不堅決、不徹底等問題仍然比較突出，年

均退市率仍然偏低。
目前註冊制改革正在從試點逐步走向全市場。經
過科創板、創業板兩個板塊的試點，全市場推行註
冊制的條件逐步具備，預計最快今年就將在全市場
穩妥推進。而 2021 年政府工作報告罕見地將退市寫
入其中，預示着完善常態化退市機制正成為註冊制
改革後的下一個重點工作，將成為 2021 年乃至今後
數年政府工作的一項重點改革。
筆者注意到，最近幾年政府工作報告關於資本市
場改革，主要聚焦註冊制改革。而中共十九屆五中
全會最先將註冊制改革與常態化退市並列，全會提
出 「全面實行股票發行註冊制，建立常態化退市機
制，提高直接融資比重。」 這說明，常態化退市與
註冊制改革一樣重要，都是 「十四五」 時期資本市
場實現高質量發展的戰略目標和重點任務。
香港商報評論員 王長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