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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富成增長之翼

【本報實習記者夏微上海九日電】上海財大應
用統計研究中心的調查顯示，上海消費者對政府為
民服務工作的評價指數目前達103.4點，環比提高
10.8 點，同比亦大幅上升 14 點，這是自 2009 年三
季度來的最高值。其中，民眾對上海政府 「地產調
控」方面的工作給出的 92.2 點的評價指數，這是
自 2008 年金融危機以來的最高點，在所有受訪者
中僅38.4%的消費者對該項工作投了不滿意票，較
上次調查大幅下降了23.1點。

參與撰寫調查的上海財大崔暢副教授說，
41.6%的民眾認為，房地產市場調控政策有效，當
局堅持調控不動搖的態度，極大鼓舞了消費者的信
心。他進一步指出，本輪調控的主要特色是限購，
同時從抑制投機需求和增加供給兩方面着手，上海
目前已明確表態，今年將持續限購政策，並着力完
善 「四位一體」的住房保障體系，同時通過不斷調
整准入標準，讓更多群體受益於保障房。

調查顯示，目前民眾對政府 「採取積極的就業
政策、擴大就業」方面的工作評價指數為 103.9，
環比上升2.1點，較之先前處於相對低位。崔暢指
出，對經濟增速變緩和經濟結構面臨調整的預期，
影響了此次對就業工作的評價，同時國際金融危機
對上海經濟的影響仍在發酵，國際貿易增速回落也
使民眾對就業前景愈發擔憂。

與歷次調查結果一樣，目前民眾對政府 「完善
社會保障制度」方面的工作較為滿意，其評價指數
為114.1點，環比基本持平，是政府工作評價中滿
意率最高的一項。崔暢說，上海市除了在醫療、社
保和保障性住房等方面推進民生建設以外，還不斷
完善社會管理體制、加強和實施民生工程，逐步擴
大多層次的公共服務供給，切實提高政府保障能力
，如舊樓消防改造、為解決食品安全問題而建設部
分標準化菜市場，以及標準化早餐門店等，上述舉
措使民眾對政府 「完善社會保障制度」的工作給出
了較高的評價。

重慶有別於其他直轄市，集大城市、大農村、大
庫區、大山區和民族地區於一體。盡快做大共富蛋糕
，加快城鄉統籌一體化其實就是對應了建設城鄉統籌
發展的直轄市和率先實現全面小康。

正在舉行的 2012 年重慶市兩會上，政府工作報
告將民生導向、共富發展的路徑具體概括為 「以改革
開放為動力，民生幸福為追求，在推進城市化、工業
化和城鄉統籌一體化中，加快發展、縮差共富，實現
經濟增長與民生改善的良性循環、又好又快與公平正
義的有機統一。」

重慶全市財政一般預算50%以上用於民生、75%
用於區縣和基層、新增財力70%投向農村，以財政資
金撬動和帶動社會投入，今後5年，國有資本收益上
繳財政比例將由去年的15%提高到30%。

開放促良性循環
對於經濟的高速發展，重慶市發改委主任楊慶育

對大公報表示，這既是近年來因勢利導，提高經濟外
向度的具體體現，也是重慶城鄉統籌改革、打造內陸
開放高地、五個重慶建設、民生導向發展、走共同富
裕之路這一工作思路的必然結果。

重慶打通渝新歐通道，建立兩江新區、保稅港區
，進出口總額由 2008 年的 100 億美元上升到 2011 年
的 300 億美元以上；利用外資亦從 2008 年的 20 億美
元左右上升到目前的100億美元。 「既發揮自身發展
規律特點，又很好利用中央提升到戰略高位的機遇，
將重慶的經濟增速由兩位數以下推向2011年16.5%的

高速發展水平。」楊慶育說。
在前年實施 50 億美元海外投資項目的基礎上，

去年又啟動了 50 億美元新項目，預計 「十二五」期
間將達到300億美元。目前，重鋼收購澳礦項目已開
工建設，糧食集團巴西大豆種植基地投產回運，全球
資源與自身發展形成了良性循環。

調整促創新發展
重慶這座老工業基地也在實現結構調整，IT 產

業正異軍突起。除了惠普、宏碁、華碩、思科等品牌
公司，富士康、廣達、英業達、仁寶、緯創、和碩六
大代工企業悉數赴渝投產。該市 2011 年電腦產量達
2500萬台；及至2015年，將實現產能1.2億台的目標
。近年打造筆記本電腦基地，筆記本電腦 「重慶造」
正在形成口碑和規模。

「工業的快速增長、轉型升級、推動信息化與工
業融合，支撐和推動了重慶GDP增速首次領跑全國
。」重慶市經信委主任沐華平介紹，為進一步推動當
地經濟發展，重慶今年將全面實施 「雲端計劃」，今
年筆記本電腦產量將超過5000萬台，形成3000萬台
彩色打印機基地和30萬台服務器雲計算產業規模。

大企業富國，小企業富民，重慶探索出一條支持
小微企業發展的獨特之路。對每創辦一個微型企業，
採取資本金補助、貸款融通、稅收優惠等三條措施，
喚醒了廣大市民的創新熱情。重慶已發展微型企業5
萬多戶，帶動就業40萬人。

深圳政協力促曬三公

2011年，地處內陸腹地的重慶一躍成為經濟增長的高地，全年GDP增長16.5%，增
幅居全國首位。此前，重慶已率先將降低反映貧富差距的堅尼系數列入 「十二五」 政府
工作的約束性指標。分好 「蛋糕」 ，促進做大蛋糕，使經濟發展的質和量得以提升，讓
民眾共享發展成果，令重慶插上增長之翼。

【本報記者韓毅、賈磊重慶九日電】

【本報記者韓毅、賈磊重慶九日電】春節臨近，
群山環繞的沙坪壩區曾家鎮虎峰村寧靜悠然，村中的
青壯年尚未返鄉。村公共服務中心牆上掛着一幅醒目
的標語：村民群眾的柴米油鹽醬醋茶就是我們的國家
大事。村支書蘇仕海告訴記者，通過種植紅葉石楠、
桃樹等苗木種植，帶動了當地旅遊業，加上外出打工
收入，村民人均收入也從2010年的7000元左右，增
加至2011年的8000多元。

北碚區是重慶國家級開放開發的兩江新區的核心
組成部分，轄區農業人口為三十萬。北碚區委書記雷
政富表示，要縮小堅尼系數，縮小城鄉差距是重要一
環。北碚從城鎮化建設入手提高城市化水平，為農民
創造入城條件。

北碚60%的勞動力得到輸出，就業結構從簡單勞
動轉入旅遊業、電子、商務、製造業等，農民收入也
隨角色轉變而提高。2011 年重慶全市農民收入增長
超過18%，增速高於當地城鎮居民收入和全國農民收
入增長的平均水平，拉動當地的消費增長。

農民收入增長超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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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日報》頭版
頭條刊登文章
，題為《重慶

探索共同富裕》。文章稱
「重慶決策者」沒有滿足於

提高經濟總量，而是致力於
消除城鄉、區域、貧富差距
，促進共同富裕。有分析人
士指出，在換屆之年該文為
重慶市的這一方針正面定調
，值得關注。

文章指出重慶追求共同
富裕是 「上遵中央要求，下
應百姓渴望」，並將之歸納
為 「契合科學發展的 『重慶
邏輯』」。

文章四次提到中共中央
政治局委員、重慶市委書記
薄熙來，兩次提到重慶市長
黃奇帆，並引用薄熙來的話
描述追求共同富裕的原因：
鄧小平提出，一部分地區、
一部分人可以先富起來，帶
動和幫助其他地區、其他的
人，逐步達到共同富裕。30
多年過去了， 「前半句」已
基本做到了，今後還必須繼
續堅持，同時要在 「後半句
」多下工夫。

2011 年 11 月，中共重
慶市委召開三屆九次全委會

，通過《關於〈中共重慶市委關於縮小三個差距促
進共同富裕的決定〉的決議》。薄熙來在會上表示
，群體性事件的產生，不少與貧富差距有關。而一
旦有了10%或者20%的既得利益者，再加上他們屬
下的 「精英」，就很難解決共同富裕問題。

薄熙來稱， 「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最本質的
特徵和最大優越性。為什麼當年百姓拚了身家性命
跟着共產黨幹？就是相信共產黨掌權後，將是人民
的天下，能夠共同富裕。

此前，中共重慶市委機關報《重慶日報》亦刊
登署名重慶社會科學院田豐倫文章，稱資本主義的
市場經濟不能實現共同富裕，同時表示 「共同富裕
不是純粹的經濟命題，其本質是政治問題。只有社
會主義才能實現共同富裕」。

凸顯中央關注貧富差距問題
但一直以來，重慶 「共同富裕」的方針亦引發

爭議。結合重慶 「唱紅打黑」的舉動，有人擔心會
否回歸黨政主導、平均主義的時代，也有學者認為
重慶 「共同富裕」的程序值得商榷。法治廣東網刊
登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法學院教授高全喜文章，稱
「重慶模式」是黨政與計劃思維主導， 「還是政府

和黨為人民或工農大眾包辦」。北京大學教授徐滇
慶則擔心重慶追求共同富裕的程序可能導致 「國進
民退」。

從 「唱紅打黑」到 「共同富裕」，薄熙來主政
下的重慶這些年來一直在輿論的關注及爭議當中，
吳邦國、賈慶林、李長春、習近平、賀國強、周永
康等中央領導亦曾前往重慶考察。

有分析人士指出，《人民日報》頭版頭條肯定
重慶探索共同富裕，並將其概括為 「重慶邏輯」，
可以看出北京對於這一方針的正面肯定。另一方面
，也表示出中央高度關注貧富差距問題，並希望社
會持續關注和討論關於 「共同富裕」的話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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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毛麗娟深圳九日電】呼籲曬
「三公帳單」（公務出國、公務用車、公務接

待）在 9 日的深圳政協大會上得到熱烈反應，

多位政協代表向深圳市委書記王榮（見圖）、
市長許勤現場建言遏制 「三公消費」，建議學
習國務院部委公開 「三公」經費預決算，也贏
得王榮的真誠回應。

昨日上午，《關於深圳市2011年預算執行
情況和2012年預算草案的報告》提交深圳市五
屆人大三次會議第一次全體會議審議，已遭遇
多位代表質疑 「2011 年深圳財政預算超常規調
整、常設機構開支高幅增長、武警支出增幅超
一倍」等現象。

「2011 年年初預算支出 806 億，中間調整
預算支出到了940億，一下子增加近17%的比例
，這種超常規預算支出調整，為什麼在預算報
告中一句解釋和說明都沒有？」《預算報告》
引發了知名財政預算公開推動人士吳君亮的
「拍磚」。

面對政協代表的意見，王榮表示，深圳市
委市政府對於 「三公消費」並非無動於衷，對

公款出國、公款旅遊控制很嚴。目前確實到了
制度需要進一步嚴格，教育需要進一步規範的
時候。

王榮：公款吃喝擾亂市場經濟
王榮痛陳，公款吃喝非常浪費，令人痛心

，建議吃的東西、吃的數量也要精簡化。 「現
在吃的菜品，創新的步伐越來越快，你自己都
要八個菜十個菜？」王榮稱，公款吃喝嚴重扭
曲了大酒店的吃喝價格，確實擾亂市場經濟。

王榮表態說，深圳正嚴格規範 「三公消費
」，要讓納稅人更加放心，要通過改革杜絕浪
費。

昨日提交審議的《預算報告》中也明確指
出，將適時向社會公開深圳市級政府部門 「三
公」經費的2012年預算和2011年決算情況，深
圳 「三公消費」將有望在今年得到首次公開。

黑龍江

推百項新興產業大項目
【本報記者焦紅瑞哈爾濱九日電】黑龍江省

第十一屆人民代表大會第七次會議 9 日在哈爾濱
國際會展體育中心環球劇場隆重開幕，470名全省
人大代表齊聚建言獻策。

省長王憲魁在《政府工作報告》指出，黑龍
江省 2012 年將再開工建設 500 個省級重點產業項
目，力爭完成投資1500 億元，增長50%以上；繼
續實施工業 「雙百工程」，重點推進 100 項投資
億元以上傳統產業技術改造大項目建設；重點推
進100項戰略性新興產業大項目建設。

據預計，黑龍江省地區2011年生產總值增長
12%以上，地方財政收入增長32.5%，全社會固定
資產投資增長 30%以上，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增
長17%以上，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長12.5%
以上，農民人均純收入增長15%以上。

河北

政協港澳委員參觀西柏坡
【本報記者王靜石家莊九日電】參加河北省

政協十屆五次會議的港澳委員、海外華僑華人和
港澳台列席人士 8 日下午參觀了 「解放全中國的
最後一個農村指揮所」——西柏坡。據悉，由香

港華潤集團出資7500萬元建設的西柏坡華潤希望
小鎮已經落成，正式投入使用。

河北省近年來經濟社會發展迅速，對外開放
力度逐步加大。2010年港資投入河北19.5億美元
，佔河北省外資直接投入的五成以上。2011年上
半年港商投資河北 13.8 億美元，同比增長 40%。
香港已經成為河北吸納外資的主要來源地，港商
來往河北已成常態。據石家莊邊防檢查站統計
，近年來，冀港兩地人員往來密切，今年上半
年出入境人員達 35000 餘人，較去年同期攀升近
200%。

新疆

政協會議經濟提案最多
【本報實習記者吳合琴九日電】記者在今天

上午的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政協十屆五次會議開幕
式上了解到，今年的政協提案中有關經濟建設方
面的提案答覆函共 748 件，佔自治區政府系統實
際辦理提案答覆函總數的55.7%。其中，關於范衛
東、魏天哲等 8 位委員提出的關於加快實施 「疆
電外送」特高壓直流工程的提案得到了自治區發
改委的高度重視。

此外，烏魯木齊交通擁堵成為民生建設中的
一大難題，在此次會議上，九三學社新疆區委員
會提出了《關於科學規劃合理布局 系統治理
首府交通擁堵》一案，並被政協提議為重點提

案。

河南

「兩步走」發展目標十年崛起
【本報記者楚長城鄭州九日電】9日下午，河

南省第十一屆人民代表大會第五次會議舉行第二
次大會。《河南省建設中原經濟區綱要（草案
）》新鮮出爐，接受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審議與
討論。《綱要（草案）》就發展目標提出， 「兩
步走」，即五年彰顯優勢、十年實現崛起。

據悉，國務院還將專門制定中原經濟區建設
的規劃，河南省將根據國務院規劃作出河南省的
實施意見。

廣州

蘇志佳當選政協主席
【本報記者黃寶儀廣州九日電】今天下午，

政協第十二屆廣州市委員會經投票選舉產生了本
屆會議的主席、副主席、秘書長、常務委員等職
務，蘇志佳當選政協十二屆廣州市委員會主席。

大會通過了政協第十二屆廣州市委員會第一
次會議決議、政協第十二屆廣州市委員會第一次
會議提案審查情況的報告。截至 2012 年 1 月 7 日
11 時止，本次會議共徵集提案 428 件，予以立案
的402件，佔提案徵集總數的93.93%。

渝GDP增幅冠全國

▲重慶江北區將嘉陵三村居民區的老舊樓房改
造為微企孵化器，為微企提供低價位辦公場地

賈磊攝

▲筆記本電腦已取代傳統汽車摩托車成為重慶
出口產品龍頭，西永微電園筆電基地2011年產
值537.13億元 賈磊攝

▲重慶沙坪壩區曾家鎮虎峰山村建村級公共服
務中心，提供醫療、治安、求職等多種服務

賈磊攝

滬地產調控贏得民心

▲ 41.6%的民眾認為，上海房地產市場調控政
策有效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