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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倪巍晨上海十日電】
作為新增補的十一屆上海市政協委員
，姚明今天出現在上海世博中心參加
政協開幕式。他剛到會場入座便引來
大批媒體圍堵，甚至一些鄰座的委員
也趕忙與之合影留念。

記者看到，姚明當日的着裝非常
莊重，他不僅穿了一套深色的西裝，
甚至還細心地在西裝左側衣襟上戴了
一枚政協徽章。作為上海市政協中年
紀最小的委員之一，姚明說其過去從

事的行業有其局限性，因此要多向其
他委員學習。事實上，在九日舉行的
上海市政協新任委員培訓班上，姚明
便強調，通過培訓班他感悟到一些東
西，希望未來在政協的舞台上提出好
的建議，也希冀其他老委員能多幫助
他。在被媒體問及 「參加政協會議是
否有準備提案」時，姚明說， 「今年
主要還是向大家多學習，好的提案需
要深思熟慮，我會認真學習研究後再
寫提案」。

深圳探索推綠地認養
【本報記者薛鈐文深圳十日電】深圳寶安區區長

張備十日提出將借鑒國際大都市建設經驗，探索深圳
市民或企業認養綠地，以提升城市綠化管理的全社會
參與水平。

今日召開的 「後大運時代城市管理與社會建設創
新」第二場新聞發布會上，深圳各區負責人均表示，
將堅持創新做法，完善城市綠化全社會參與長效機制
，並探索新加坡、台灣、北京等地的管理與建設經驗
，持續發揮大運成效。

寶安區區長張備提出，去年與中國綠化基金會聯
手成立 「綠色寶安」基金，共募集資金近 1 億元人民
幣，在2011年當年已投入6000萬元用於綠地建設。今
年將會把剩餘資金繼續投入綠地建設，並繼續募集更
多資金。

【本報記者黃寶儀廣州十日電】廣
東省政協十屆五次會議十一日開幕，首
批 25 位界別發言人十日上午集體亮相
，表示不 「打醬油」，不 「躲貓貓」，
當好新聞輿論監督與政協民主監督的橋
樑，使政協監督和媒體監督優勢互補，
為擴大社會各界有序政治參與提供制度
保障。

廣東省政協副秘書長杜重年今天在
見面會上介紹，建立政協界別發言人制
度，可以促進新聞輿論監督與政協民主
監督相結合，優勢互補，使各自單一的
監督變成複合監督，發揮政協民主話語
權和輿論工作的主動權。

省政協秘書長楊懂曾在界別發言人

培訓會議上指出，界別發言人面對民生
和民意時不能 「打醬油」，面對矛盾和
問題時不能 「躲貓貓」。

無黨派民主人士發言人之一的劉濤
表示，作為界別發言人，要講真話、講
負責任的話，講有建設性的話。其他發
言人也表示將認真履行職責，盡力回答
記者問題，同時表示希望記者報道時客
觀真實，不要斷章取義和延伸解讀。

據了解，界別發言人遴選工作從去
年 2 月開始，辦公廳先後召開 3 次會議
對人選進行研究醞釀，最終確定了 25
名參政議政熱情高、政策法規水平高、
語言表達能力強和溝通合作能力強的委
員作為界別發言人。

不打醬油不躲貓貓
粵首設政協界別發言人

豫欲與港共建食安樣板
【本報記者柳海林鄭州十日電】近年相繼發生的食品

安全事故引起河南省政協港區委員于常海的關注。他在
目前舉行的河南兩會提交議案，建議河南與香港加強合
作，在食品和農產品安全方面合作共建 「河南樣板」。

于常海認為，河南作為農業和糧食生產大省，有條
件也有義務為國家食品農產品安全做出新貢獻，而有市
場有技術有標註的香港則可以助力河南在此方面進一步
提高。

于常海表示，河南供港活畜總量居全國第一位，香
港市場上平均每7頭活豬就有一頭來自河南。過去十年
間河南累計向香港市場安全供應活豬280多萬頭、活牛
5.5萬頭，確保了香港民眾餐桌安全。自1962年鄭州供
港商品快車開啟以來，河南供港活畜不僅高效而且安全
，河南已形成供港食品檢測標準體系。而香港在食品安
全方面有嚴格的監管標準， 「透過香港市場，可以讓國
內食品業掌握國際的食品監管和品質要求，從而令食物
品質持續提升。」

港澳委員籲開通蘭港直航
【本報記者柴小娜蘭州十日電】來自教育、物流

、旅遊等領域的多位甘肅港澳政協委員在 8 日開幕的
甘肅省政協十屆五次會議中建言，發展蘭州物流業，
尤其要開通蘭州至香港直飛航班。

委員蘇永安表示，物流業涉及領域廣，甘肅要發
展，就要把空中航線做好。現在香港到蘭州航班停運
，如果直航可以帶來很多機會。

陳瑞亮委員回應道，現在從香港到蘭州，要經過
深圳，多耗費好幾個小時。他強調，現在直飛與十年
後直飛大有不同，同樣作為西北省份，寧夏的蔬菜在
香港賣，而甘肅卻沒有，甘肅的蔬菜完全可以在香港
賣，也可以運到台灣。

解可敬委員提議，要開通蘭州直飛香港及蘭州的
國際航線，比如敦煌國際航線，作為世界著名藝術聖
地和旅遊目的地，以後前景會非常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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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州亞運會期間讓世人眼前一亮
的珠水雲山，曾令無數 「老廣」自豪
。然而，當公眾得知這一華麗變身的
代價是政府負債逾千億元時，這種自
豪感恐怕將瞬間轉化為對政府還款能
力的憂慮和質疑。

這種情況並非廣州獨有。雖然中
國《預算法》規定地方政府不能舉債
，但實際上地方政府早已債台高築。
2011年7月審計署公布全國地方政府性
債務達到 10.7 萬億。而央行的統計數
據則顯示，全國共有政府投融資平台
3800 多家，甚至連鄉鎮都在搭台。
《中國經濟周刊》曾調查報道，中部
某省一地級市政府債務總額達 30.62 億
元，相當於 2007 年該市財政一般預算
收入的7倍之多。換言之，即使政府預
算全部用來還債，也需要7年才能還清
債務。數額龐大、債權債務關係模糊
、風險不確定的地方政府債務，如同
一顆顆不定時炸彈，對未來財政的可
持續性構成威脅，甚至攸關宏觀經濟
的穩定發展。

究其原因，可有三點：首先，實
行分稅制後，地方政府的事權與財力
極不相稱，不得不 「廣開渠道」籌集
資金，導致債務負擔不斷增加；其次
，在短視政績觀的錯誤引導下，不少
地方官員投資衝動強烈，再加上政府
融資平台貸款期限長，變相催生 「前
人借錢、後人還債」的現象，以至地
方政府普遍持有 「管借不管還」的心
態；再次，缺乏監管及相應的懲罰措
施，助長了地方政府的僥倖心理，進
而形成 「融資越多─累債越多─政績
泡沫越大─財政風險越大─發展質量
越降─危及社會係數越高」的怪圈，
以致嚴重影響基層政府的正常運轉，
使社會信用環境惡化，並埋下了巨大
的隱患。

應當看到，在市場經濟和分稅分
級財政體制模式下，地方政府融資有
其必然性，簡單禁止是不現實的。筆
者建議，在處理手段上回歸大禹治水

「堵不如疏」的古老智慧，疏堵結合， 「治存量、
開前門、關後門、修圍牆」，打造一套可控風險和
可持續的地方 「陽光融資」的制度和法紀。

2011年國務院批准上海市、浙江省、廣東省、
深圳市四省市地方政府自行發債試點啟動，正是中
央試圖破解當前地方政府建設性融資困境，將地方
債關係顯性化、規範化，算是給地方政府融資開了
一道 「前門」。而要防止地方債膨脹，不僅要開
「前門」，還須堵住變相融資的 「後門」。這就需

要對政府投融資平台進行嚴格監管，當中既包括國
家層面上的法律監管、金融監管，也應包括地方主
體中的人大監管、民主決策、政府監管等。

地方融資的問題，根源還在財稅和行政體制
上，如果不徹底解決，類似問題恐怕會不斷出
現。對此，國家不能聽之任之，任其
自尋出路，也不能得過且過，對其風
險隱患視而不見，更要有長遠的考慮
和全局的謀劃。 時時評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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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實習記者吳合琴十日電】
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十一屆人大五次會
議今天召開，自治區主席努爾．白克
力在政府工作報告表示新疆將會加快
建設重點項目，已初步安排基礎建設
重點項目 300 項，計劃投資 2000 億元
以上。

努爾．白克力稱，將會抓住大建
設、大開放、大發展的機遇，加快建
設重點項目。目前，自治區已初步安
排基礎建設重點項目 300 項，計劃投
資2000億元以上。

努爾．白克力表示，首先加強水
利建設，加快阿爾塔什、卡拉貝利等
一批山區控制性水庫建設進度，全面
完成塔里木河流域近期綜合治理，並
實施重點應急防洪、病險水庫除險加
固的等專項水利工程，保障城鄉供水
、用水安全；其次，加強綜合交通運
輸體系建設。今後會重點抓克拉瑪依
─塔城、阿克蘇─喀什、烏魯木齊繞
城高速以及天山公路等項目。同時，
加快蘭新鐵路第二雙線、南疆鐵路吐

魯番─庫爾勒段增建二線、烏魯木齊
高鐵新客運站及樞紐，紅柳河─淖毛
湖─三塘湖專用鐵路、哈密─額濟納
鐵路等項目。

2014年建成蘭新鐵路二線
自治區人民政府原副秘書長蔡毅

治分析報告稱，蘭新鐵路二線將在

2014 年建成，未來新疆將新開通喀納
斯、阿克蘇兩地區口岸，蔡毅治說，
喀納斯口岸一旦開通，將會有便於中
國與俄羅斯天然氣等運輸。

據悉，新疆未來將會繼續暢通富
民工程，完成農村公路 5239 公里。交
通路網、高鐵的實施，正與自治區第
八次黨代會提出的 「實現新疆成為我
國西部交通樞紐中心」的目標不謀而
合。

此外，未來五年，新疆將會建成
西氣東輸三線新疆段、輪台─吐魯番
、伊寧─霍爾果斯等輸氣管道，並加
大南疆三地州火電水電電源項目。

塔城地區的和布薩爾縣資源豐富
，能源種類齊全，具有很大開發潛力
。縣長拉格瓦．才布格加甫在接受本
報記者採訪時說，和布薩爾縣注重低
碳、科學能源的發展， 「最近幾年正
在洽談能源、石油化工業，今年會落
實兩到三個大型企業，歡迎各界人士
前來投資。」

新疆將撥2千億元投資基建

2008 年，廣州進行城市建設投融資改革，一口
氣建立了七大城市投融資集團，包括城投集團、市
水投集團、市交投集團、市地鐵總公司、市土地開
發中心、廣州發展集團、廣州廣日集團。城市投融
資主體的建立，解決了當時 「大變」亟需的資金難
題，而且繞過了財政審批的漫長程序，有力地推動
了廣州 「大變」的實現。但同時，不少人對於七大
城市投資主體的巨額負債及其不明朗的還款能力一
直存有疑慮。

市財政幫忙還15億利息
作為城市投融資平台 「大戶」的廣州市水投集

團，在亞運前的治水工程中擔綱重任，舉債治水。
據南方都市報報道，該公司資產負債率已經超過80%
。目前廣州市財政每年要為廣州水投支付高達15億
元的治水債利息，而高達350億元的債務本金目前還
沒開始償還。至於另一 「負債大戶」廣州市城市建
設投資集團，日前被指因部分土地資產注入停滯以
及現有土地資產變現艱難，已陷入巨大債務危機。
城投負責人回應傳聞時表示，目前廣州城投總資產
約為1504億，總債務約1055億，城投暫時只需償還
銀行利息。

針對這一情況，廣州市政協委員曹志偉直言，
近年來，眾多城市投融資主體已逐漸成為政府的
「第二財政局」： 「表面上是投資集團去借錢，實

際上仍是市政府的負債。」
人大代表田子軍表示，因為投融資平台通常利

用礦場、土地、水源等公共資源做擔保舉債，應該
納入人大監督範疇。

代表：反對盲目 「大幹快上」
另外，有消息稱近期廣州在籌備成立一家新的

投融資主體——安廈投資公司，承擔保障房的投融
資、建設、物管等工作。曹志偉對此表示憂慮：
「到時會不會給市民加稅呢？會不會增加公用事業

收費呢？」他表示，地方有的保障房建成後空置十
年沒有用過，政府應當根據實際需要建保障房，不

要盲目 「大幹快上」。
面對代表委員的質詢，廣州市財政局局長袁錦

霞回應說，廣州市本級債務風險可控，負債率跟償
債率都低於國際公認的警戒線。下一步財政部門對
融資部門、融資主體的債務，將在存量上加強管理
。同時，對於新的債務，在舉債時一定要有計劃，
為此，財政部門專門新成立了地方債務處，將使得
融資主體的 「借、用、還」控制在廣州可承受的能
力範圍內。袁錦霞表示，下一步還將研究建立相關
的風險預警機制。

融資平台成第二財政局

穗負債千億成兩會熱點
為在廣州亞運會前實現城市 「大變」

，廣州市2008年以來一口氣成立了七大城
市投融資集團，當中僅廣州水投和廣州城
投兩家就舉債合計逾千億元。在今屆廣州
市兩會上，此事被政協委員擺上桌面，炮
轟城市投融資主體 「已成為第二財政局」
，對此廣州市財政局局長袁錦霞回應道，
目前廣州市本級債務風險可控，財政部門
將加強債務管理，建立相關預警機制。

【本報記者鄭曼玲廣州十日電】

▲粵為廣州亞運會背負千億債務，穗代表委員炮轟政府城建投融資欠監督 鄭曼玲攝

▲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十一屆人大五次會議現場 胥建華攝

▲廣東省政協在全國首創界別發言人制度，首批發言人十日集體亮相
黃寶儀攝

簡訊簡訊方方地 會會兩

姚明議政從學習提案開始

▲ 今年履新上
海市政協委員
的姚明（右一
）表示，今年
的任務是多學
習，將在認真
學習研究後再
寫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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