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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侨华人看两会

今年是“十四五”规划开局之

年，侨商作为中国改革开放事业

的参与者、贡献者和受益者，如何

看待中国国内营商环境及中国经

济韧性？对进一步布局中国市场

有何期望？

“疫情下，中国以更加宽广的

视野和胸怀，推动构建‘以国内大

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

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中国经济

未来依旧可期。”谈及“十四五”时

期中国经济发展前景，全国政协

委员、香港洪氏集团副董事长洪

明基如是表示。

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席卷全

球，中国经济率先恢复，成为全球

唯一一个实现经济正增长的主要

经济体。

“历经疫情考验，中国用实际

行动表明，自身在确保宏观经济

稳定、对冲风险、保障供应链畅

通、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等方面实

力强大。”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侨

联副主席、银帝集团董事局主席

朱奕龙说，受益于此，银帝集团疫

情下也排除万难、坚定发展，实现

了产业版图再扩大。

疫情对消费市场和供应链造

成严重冲击，也是对市场主体的

一次大考。”全国政协委员、华彬

集团董事长严彬介绍，过去一年

里，华彬集团整体保持了稳中有

进的良好态势。他以华彬快速消

费品业务板块为例称，全年销售

收入实现 242.01 亿元人民币，取

得了小幅增长。

洪明基认为中国经济韧性得

益于体制和制度优势。“尽管面对

疫情等全球事件影响，中国发挥

体制和制度优势，积极研究并制

定相应政策措施，持续改善营商

环境，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为中

国经济未来发展指明了方向。”

展望“十四五”，委员们普遍

认为，中国经济持续向好的基本

面没有变，对“十四五”时期深度

参与中国经济发展亦充满期待。

“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底气

从历史中来、从改革创新政策中

来，更从实践中来。”结合自身产

业，严彬表示，绿色发展理念与人

民群众对高品质生活的向往紧密

相连，疫情助推下，社会大众更加

深切感受到健康生活的可贵、健

康环境的重要。

他表示，在“十四五”时期，将

持续关注绿色金融对绿色产业实

体经济的积极推动等，促进绿色

大健康产业发展。

“‘十四五’开局之年，国内经

济持续稳定恢复，消费潜力持续

释放，中国市场潜力将得到进一

步激发。”朱奕龙表示，集团将把

资源及产业投资向粤港澳大湾区

倾斜，“立足中国，放眼世界，在更

高水平的对外开放中不断实现更

好发展。”

从不懂餐饮、不了解国情、讲

不好普通话，到今天公司业务覆

盖中国各省市，洪明基坦言，企业

和个人的成长都伴随着中国改革

开放的前进步伐、把握着中国经

济脉搏的跳动而不断进步。

“期待中国经济新发展格局形

成，消费需求越来越强劲，创新力

和产业升级持续提升。”洪明基有

信心，中国经济一定会不断做大

做强。 （中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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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

3 月 5 日在北京拉开帷幕，中国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作政府工作

报告。海外华侨华人认为，政府

工作报告内容扎实、亮点频现，

激发了侨界参与祖(籍)国重大

发展战略、同圆共享中国梦的

动力。

“政府工作报告求真务实接

地气，传递出中国发展的信心，

海外侨胞期盼为中国‘十四五’

开好局起好步贡献侨力。”西班

牙华侨华人协会主席陈建新说，

政府工作报告用一系列数字总

结了 2020 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

成果，并勾勒出 2021 年施政目

标，向外界传递出稳中向好的

积极信号，同时也展现着中国

经济的自信。

意大利中国总商会会长黄智

晓很关注政府工作报告中关于

“一带一路”建设、“促进国内国际

双循环”的相关表述。他表示，未

来将积极参与中国以国内大循环

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

进的新发展格局，继续发挥桥梁

纽带作用，推动中国和意大利的

人文交流、经贸合作取得新成果。

博茨瓦纳中国和平统一促进

会会长南庚戌表示，政府工作报

告中提出中国将实施更大范围、

更宽领域、更深层次对外开放，作

为海外华商，他希望加大在中国

的投资，更深入地参与到中国对

外开放的进程中。“报告中提到的

进一步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

推进自由贸易港建设等举措，都

将为外资开拓中国市场带来新机

遇。”

针对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及的

“更大凝聚中华儿女共创辉煌的

磅礴力量”，悉尼华星艺术团团长

余俊武深有感触，他表示，在促进

祖(籍)国和住在国全方位交流合

作方面，海外华侨华人已具备了

一定实力。“在今后的工作中我将

继续身体力行，为中国文化‘走出

去’、‘走进去’贡献力量。”

俄罗斯《龙报》社长李双杰

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及深化中

外人文交流，这是我们华文媒体

最关心的一点。《龙报》创立 22 年

来举办了很多中俄文化交流活

动，未来也将继续努力，发挥华文

媒体的桥梁和平台作用。”

法国“小熊猫”学校校长罗坚

表示，从政府工作报告中感受到

了中国的发展，我们海外侨胞感

到与有荣焉。“作为华文教育工作

者，我将继续致力于培养华裔后

代对中国文化的认同感，同时向

住在国民众和国际社会展示全

面、真实的中国。”

报告中关于“维护海外侨胞

和归侨侨眷合法权益”的表述也

引发海外侨胞关注。黄智晓说，近

年来中国地方立法护侨的进程日

益完善，国家层面的华侨权益立

法工作也在推进中，“有了法律护

航，让远在异国的游子感到振奋，

期待未来有更多利侨惠侨好消

息。” （中国新闻网）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3月 5 日向十三届全国人大四

次会议作政府工作报告时表

示，今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预

期增长 6%以上。海外华媒纷

纷评论称，这无疑为世界经济

注入确定性，不啻于也向世界

派发了一颗“定心丸”。

两会历来被视为观察中

国的窗口，经历了新冠肺炎疫

情后重新在 3 月召开的全国

两会，吸引了全球的目光，经

济议题备受关注。

政府工作报告中写道，

“经济增速是综合性指标，今

年预期目标设定为 6%以上，

考虑了经济运行恢复情况，

有利于引导各方面集中精力

推进改革创新、推动高质量

发展。”海外华媒评论认为，

今年的 GDP 增长目标保持

平稳，属情理之中、符合外界

预期，有利于经济的中长期

发展。

《欧洲时报》5日发表社论

指出，从时间层面看，历史视

角下的两会，映照出纵横开

阖、自信迈步的中国。从空间

层面看，国际视野里的两会，

映照出上善若水、静水深流的

中国。从个体层面看，普通人

眼中的两会，映照出以民为

本、温情实在的中国。2021 年

中国两会蕴含着对历史的回

应，与世界的互动，向民间的

承诺，也蕴含着中国何以“成

其大”的密码。

社论指出，中国 2020 年

经受住疫情考验，是全球唯一

实现经济正增长的主要经济

体，全力保障全球供应链，为

世界经济注入确定性。今年如

约而至的两会，已向外界释放

出中国“恢复元气、强势回归”

的确切信号。从突发性的疫情

应对回转到例常性的规划落

实，这一令国际社会羡慕的

“复位”，及其背后不断强化的

治国自信和家国认同，开启中

国新阶段的发展征程。

香港《大公报》表示，在政

府工作报告中对当年经济增

速设定预期目标，是中国多年

来的惯例。2020 年之所以打破

常规，是非常时期的非常举

措。彼时新冠疫情全球蔓延，

世界经济前景高度不确定，已

深度融入世界经济的中国经

济亦面临不小风险挑战。与其

贸然设置一个不切实际的目

标，不设经济增速具体量化目

标才是负责任的做法。但如

今，形势已截然不同。中国经

济已重回正轨，主要经济指标

全线回暖，GDP突破百万亿元

人民币大关，成为全球唯一一

个实现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

有鉴于此，中国已完全有条件

根据自身实际设定经济增速

目标。

美国《侨报》亦发表题为

《中国 GDP 目标“回归”，世界

需要这颗“定心丸”》的网评。

文章分析称，于中国来说，经

济运行需要保持在合理区间，

需要专注于高质量的增长，更

需要确定未来 5 年甚至 15 年

的增长之连续稳定性。于世界

来说，全球其他主要经济体

2020 年全面萎缩，加之疫情形

势随时可能反弹，中国设定的

“6%以上”仍然属于高速增长，

且定会向整个世界释出利好。

中国此时重设经济增速目标，

不啻于也向世界派发了一颗

“定心丸”。

香港《文汇报》刊发两会

观察指出，2020 年中国疫情防

控取得重大战略成果，经济逆

势增长，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

唯一实现全年经济正增长，并

取得脱贫攻坚战的全面胜利。

大疫时代验证了中国经济发

展的韧性，也为经济转型和治

理升级提出现实要求。从“国

之大者”到民生细小，从解“燃

眉之急”到“十年磨一剑”，“十

四五”期间及开局之年的政府

工作重心变化透出了不少新

意。

观察提到，今年经济增长

预期目标 6%以上，这一目标

低于预期，完成难度不大，而

与此同时，政府提出更加严苛

和高标准的就业、民生目标。

全球经济尚未走出新冠

疫情阴霾，率先恢复增长的中

国为今年经济设下 6%的增长

底线。新加坡《联合早报》采访

专家认为，既能避免年度目标

忽高忽低，也为疫情带来的变

数预留弹性空间。

《澳门日报》3 月 6 日发

表的社论也持相近观点。社论

指出，在确定今年 GDP 预计

目标时，不仅要考虑今年的情

况，更重要的考虑是与“十四

五”目标平稳衔接，保持经济

长期的平稳运行。政府工作报

告中设定为 6%以上，“以上”

不同于往年的“左右”，既是划

了一条底线，也是实现高质量

发展目标的关键。有助于为改

革创新向更深层次、更高水平

迈进，推动高质量发展营造良

好环境。 （中新社）

海外侨胞热议政府工作报告：

话发展 迎机遇 献侨力

侨界委员展望“十四五”：

中国经济未来可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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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媒看两会：

增长目标为世界经济注入确定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