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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商務部服務貿易司司長周柳軍今
天表示，中國 「十二五」規劃明確，要把
推動服務業大發展作為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的戰略重點
，服務業增加值要從現在佔 GDP 總量的 43%提高到
47%。中國服務業正迎來發展提速、比重提高、水平
提升的大發展時期。

未來五年目標：進口六千億美元
周柳軍指出，中國服務貿易發展前景廣闊、潛力

巨大，預計到 2015 年，中國服務進出口總額將從
去年 4100 億美元水平提高到 6000 億美元的規模，
而未來五年，中國服務進口額累計將超 1.25 萬億美
元，其中從香港累計進口服務總額將超過 1800 億美
元。

他說，長期以來，發達國家以其發達的服務業為
堅實後盾，在國際產業鏈中的研發、設計、營銷等高
價值環節具有明顯優勢，服務出口的需求強烈。新興
經濟體也越來越把服務業作為參與經濟全球化的重要
渠道。近年來，金磚國家的服務貿易發展勢頭總體上
要好於發達國家。中國舉辦京交會，正是為大力發展
服務貿易，推動產業轉型升級、促進對外貿易均衡發
展，有效提升國內產業的綜合競爭力，推動中國開放
型經濟在更高層面和水平上參與全球競爭與合作，同

時也為世界各國的經貿合作搭建更加廣闊的平台。

北京服務業比重：佔GDP75%
據了解，首屆京交會以 「服務貿易：新視野、新

機遇、新發展」為主題，全國各省市、港澳台以及十
多個國家和一批跨國公司都將組團參展，日本、韓國
、英國、澳洲等通過 「國家主題日」集中展示，北京
、天津、上海、重慶、浙江、江蘇和廣東七個服務貿
易發展較快的省市將在 「省市主題日」中集中亮相。
包括中國航天科工集團、中國遠洋運輸集團公司等央
企還將舉辦 「央企主題日」。而 「中國服務外包競爭
力報告」、會計事務所百強等一系列數據也將在京交
會期間權威發布。

北京市商務委員會主任盧彥表示，目前，京交會
各項籌備工作正有序推進。作為中國內地服務業最為
發達的城市，北京已經連續四年保持社會消費品零售
額全國第一，服務業佔 GDP 的比重達到 75%以上，
高居全國首位。北京還擁有 41 家世界 500 強總部企
業，位居全球總部之都第二名。北京有條件、也有能
力將京交會辦成中國服務業 「引進來」和 「走出去」
的重要渠道，國際服務貿易政策的發布窗口、各國服
務貿易企業的交流合作橋樑、服務貿易領域最具權威
性和影響力的綜合交易平台，為形成 「南有廣交會，
北有京交會」格局，推動中國對外開放和經濟轉型做
出應有的貢獻。

【本報記者扈亮北京二日電】在社會各界對空氣
質量的高度關注下，中國政府公布了新修訂的《環境
空氣質量標準》。新標準增設了PM2.5平均濃度限值
和臭氧八小時平均濃度限值，污染物控制項目實現與
國際標準 「低軌」相接。

對於新標準下各地空氣質量達標的問題，在今天
的國務院新聞辦新聞發布會上，環境保護部副部長吳
曉青（小圖）坦言： 「新標準實施後，我們國家將有
2/3的城市達不到空氣質量的要求，這說明我們面臨
的大氣環境將面臨更加嚴峻的挑戰。」

2016年全國實施新標準
吳曉青介紹，與現行《環境空氣質量標準》相比

，新的標準強調以保護人體健康為首要目標，調整了
環境空氣功能區分類方案，進一步擴大了人群保護範
圍。標準調整了污染物項目及限值，增設了PM2.5平
均濃度限值和臭氧八小時平均濃度限值；收緊了
PM10等污染物的濃度限值，收嚴了監測數據統計的
有效性規定，將有效數據要求由原來的 50%-75%提

高至 75%-90%。他指出，新
標準中污染物控制項目

實現了與國際接軌，
但 PM10、 PM2.5 等
污染物的限值目前
僅能與發展中國家

空氣質量標準普遍採用的世衛組織第一階段目標值接
軌。因此，新標準僅僅與世界 「低軌」相接，要真正
實現與WHO提出的指導值接軌，還將有更長的路要
走。

新標準頒布後，環境保護部鼓勵各省、自治區、
直轄市人民政府根據實際情況和當地環境保護的需要
，在上述規定的時間要求之前實施新標準。按照環境
保護部要求，2012 年在京津冀、長三角、珠三角等
重點區域以及直轄市和省會城市，2013年在113個環
境保護重點城市和環保模範城市，2015 年在所有地
級以上城市，2016年1月1日在全國實施新標準。

吳曉青介紹說，到去年底為止，中國已具備對
PM2.5和臭氧監測條件的城市56個，有監測設備169
台／套，同時具備 PM2.5 和臭氧監測條件的有 50 個
城市。為實施新的標準， 「十二五」期間，中國要建
設近1500多個點位，前期需要的投入將超過20多億
元，每年新增的費用也將超過1個億。

去年以來，全國各地頻頻出現的灰霾天氣受到社
會的高度關注。在這場關於空氣質量
的全民討論中，PM2.5首次被人們重
視。PM2.5 指直徑小於等於 2.5 微米
的顆粒物，是造成灰霾天氣的 「元兇
」之一。其能負載大量有害物質穿過
鼻腔中的鼻纖毛，直接進入肺部，甚
至滲進血液，嚴重危害人體健康。

【本報記者楊杰英太原二日電】繼內蒙古
自治區主席巴特爾在內蒙古 「兩會」的政府工
作報告中提出要適度控制煤炭生產總規模之後
，山西也提出控制2012年煤炭產量。

山西省煤炭廳廳長吳永平表示，2012 年
，山西煤炭產業的主要目標任務是，煤炭產量
8.5 億噸，力爭 9 億噸，全行業銷售收入力爭
突破8000億元，非煤收入佔到一半以上。

晉蒙兩個煤炭大省區相繼提出控制煤炭產
量，中國煤炭工業協會會員李朝林分析，因為
山西和內蒙古的資源整合和企業的不斷重組，
相對的壟斷利潤提高。在這種情況下，減少產
量可以提高效益。

李朝林告訴記者，作為相對壟斷產業，都
會想辦法維護產品價格，提高壟斷效益。內蒙
古和山西最大的不同是，內蒙的煤炭行業中民
營企業較多，而山西在煤炭資源整合之後，煤
炭生產主要集中在幾個大型的煤炭集團。

另外，加大非資源型和戰略性新興產業的
發展力度，也是山西和內蒙古提出控制煤炭產
量的一個重要因素。

據統計，內蒙古 2011 年煤炭產量達到
9.79億噸，比排在第二位的山西省煤炭產量高
出 1.07 億噸。煤炭的高產量也給內蒙的環境
等方面造成了很大的壓力。

為此，內蒙古提出， 「到 『十二五』末期
，全區原煤產量控制在 10 億噸，其中 120 萬
噸及以上井工礦、300萬噸及以上露天礦產能
佔總產能的70%」。與此同時，全力推進非資
源型產業發展，培育新的經濟增長點是內蒙古
調整優化產業結構的重點方向之一。

山西轉型打造「中國魯爾區」
另據新華社報道，山西省煤炭廳發布最新

數據顯示，2012 年，山西煤炭行業的非煤產
業投資將完成550億元。吳永平說，山西將加
快轉型，打造 「中國魯爾區」。

60多年來，山西累計產煤120億噸，外調
80 億噸。幾十年來，山西一直是中國的 「煤
老大」。然而，從 2010 年以來，山西煤炭產
量已連續兩年退居全國第二。

資料顯示，上世紀 50 年代，由於外部能
源消費結構發生變化等諸多原因，德國重要工
業區魯爾區喪失了煤炭、鋼鐵的區位優勢，產
生了經濟放緩、生態環境惡化等問題。如今，
山西的產業結構與當年的魯爾區相類似。
山西省政府發展研究中心主任張復明認為，在
轉型過程中，德國魯爾實施了煤炭產業集約化
、產業多元化經營，重視採用新技術及治理環
境污染等措施，經過 30 多年的努力，徹底走
出了資源型經濟困境，重新成為歐洲產業區條
件最好的地區之一。魯爾可以為山西提供轉型
借鑒。

「PM2.5」正式納入新修
訂的 「環境空氣質量標準」，
全國各省也紛紛出台措施開展

PM2.5的監測，但由於監測的儀器標準和數據發布等
情況還未規範化和明確化，目前公眾對 「PM2.5」的
認識也僅限於一個環境質量的名稱。記者今日前往太
原市監測中心進行實地了解。太原市環境監測中心站
的副站長曹力媛告訴記者，雖然太原市進行PM2.5的
監測已有半年，但是監測屬於研究性。目前國內尚無
相關標準，對儀器的選用標準和數據的規定還未統一
。太原市每天都會進行數據的統一匯總，但暫時還不
會對公眾發布。

太原市是國家環保部確定的全國首批 26 個
PM2.5監測試點城市之一，目前已安裝了三套PM2.5
監測設備，其中兩套為國外進口設備，一套為國產設
備。曹力媛告訴記者，進口的設備要 36 萬元左右，
國產的 28 萬元左右。因為國家沒有對設備進行統一
標準和型號，也說不好哪套設備監測的數據更精確，
但是三套設備的數據多少會有一些不同。

在太原市PM2.5桃園監測站的房屋頂部，記者看
到有各種採樣桿和設備。太原市環境監測自動監控室
主任馮新宇告訴記者，監測的採樣桿一般要放置在離
地面3-15米處，太原市的是放置到12米左右。監測
PM2.5的設備和PM10的設備基本上一樣，主要是切
割器的不同。打比喻，就像是過濾器一樣，把0-2.5
的和0-10的物質分開監測。

馮新宇說，監測首先是通過採樣桿上邊的切割器
把0-2.5的樣本通過特殊管道設備吸進監測儀器，監
測儀每一個小時都會把數據進行匯總，再自動傳輸到
電腦裡。整個過程都是自動化的，基本上不需要人工
操作。 【本報太原二日電】

【本報訊】中國
中小企業協會會長李
子彬（曾任深圳市市
長、國家發改委副主
任）參加東莞民營企
業家面對面活動時表
示，中國的財政、稅
收制度須改革，對鼓
勵發展的產業要減稅
。且政府至少應該拿
出 1%的稅收，來支
持中小企業發展。

中通社引述廣州媒體報道，李子彬1日參加有關活動時
稱， 「現在企業負擔很重，大概在 30%-50%，本來利潤就
很薄，企業利潤 30%-50%被拿走了，就很難發展。稅收政
策顯然應該調整了。」他認為，中國的財政、稅收制度必須
改革，對鼓勵發展的產業要減稅。他表示，今明兩年中小企
業還會有很大的困難。 「勞動力成本只會越來越高，原材料
只會漲價，人民幣只會升值，環保、節能壓力只會加大。」
他提議政府至少應該拿出 1%的稅收，來支持中小企業發
展。

李子彬認為，要搞經濟結構調整，根本出路在於深化體
制改革。 「『十二五』規劃提出要以內需為主，那你得讓老
百姓口袋裡有錢啊。因此，中國必須改革分配制度。現在的
分配制度，就不可能讓內需為主。」

李子彬還對有些經濟工作部門只服務大企業、漠視中小
企業的機關作風不滿。

據了解，李子彬上世紀60年代從企業做起，曾經當過
技術員、工程師、廠長、深圳市市長、國家發改委副主任。
現任中國中小企業協會會長。

PM2.5是怎樣監測的
本報記者 楊杰英

PM2.5終入國標
三分二城市不合格

京交會五月登場
長期以來，廣交會作為中

國對外貿易領域權威展覽會而
獨領風騷，但從今年開始，它
將增加一個同級別的新夥伴和
新對手。首屆中國北京國際服
務貿易交易會（京交會）將於
今年5月28日到6月1日在北京
國家會議中心舉行。京交會定位
為中國服務貿易領域級別最高的
綜合性展會。據介紹，首屆京交
會將吸引全國各省市、港澳台以
及十多個國家和一批跨國公司組
團參展。

【本報記者李銳北京二日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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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二日電】 「2012 年廣
東台商春茗酒會」今天在
廣州舉行，期間廣東省台
辦分別與國家開發銀行廣
東省分行、廣東粵科風險
投資集團、廣東粵財投資
控股有限公司簽訂戰略合
作協議，為在粵台資企業
發展搭建金融服務平台。

廣東省委副書記朱明
國致辭時表示，2011 年
粵台經濟文化交流合作持
續深入推進，全年新增台
資項目605個，全年對台
進出口貿易523.4億美元。目前廣東省累
計成立台資企業 24859 家，合同利用台
資 611.42 億美元，實際利用台資 503.11
億美元。粵台交流交往不斷擴展，全年
共有1944個團組12628人次赴台交流。

朱明國指出，粵台經貿合作和交流
的不斷深化，為促進兩岸關係和平發展
和加快轉型升級、建設幸福廣東作出了
重要貢獻。

香港衛視進京展宏圖
【本報實習記者步瀟瀟北京二日電】2012年是中國政治、經

濟發展的關鍵之年，也是香港回歸 15 周年，香港與內地的融合
邁上了一個新台階。香港衛視作為一家集衛星電視、網絡電視、
影視劇投資為一體的新興國際傳媒集團，也迎來了發展上的大躍
進。3月1日下午，以 「新人文．新視界」為主題的香港衛視國
際傳媒集團北京媒體見面會在北京舉行。

香港衛視集團董事局主席、行政總裁高洪星在致辭中表示，
2012是香港衛視的 「決戰之年」。身處媒體大融合的時代，香港
衛視以衛星電視、網絡電視、影視劇投資三者相輔相成、共同發
展，力求以更多的渠道覆蓋和影響更廣的受眾群體。他特別提到
，香港衛視正在努力打造多元文化產業發展的全新模式， 「跳出
媒體做媒體」。

香港衛視集團副總裁、綜合台執行台長楊錦麟在講話中提到
，儘管現階段香港衛視規模相對較小，但已經確立了 「新人文主
義」的風格定位，在內容上突出新聞評論與觀點，確立輿論影
響力，配以精美的節目包裝，旨在辦成一個 「小而美」的電視
台。

在當日的見面會現場，香港衛視與騰訊、751D．PARK、
中航傳媒等簽署了戰略合作協議，聯手打造新興國際全媒體集
團。

▲2日，河北省任縣在行政服務中心舉行清潔車集中發
放儀式，標誌着該縣農村環境衛生整治長效機制的正式
運轉。該縣投資140餘萬元，購進清潔車771輛，環衛
服771套，方便清潔夾771套，並根據城鄉環境衛生整
治驗收合格情況，分批次免費發放到農村，全部用於清
掃倒運村莊垃圾、美化村莊環境。 新華社

▲山西煤炭產量已連續兩年退居全國第二 資料圖片

河北清潔車河北清潔車

前深圳市長李子彬：

財政稅收制度必須改革

▲

▲

廣交會又稱中國進出口商品交易會，

每年春秋兩季在廣州舉辦，是中國目前綜

合性國際貿易盛會。京交會則以服務貿易

為主，欲與廣交會媲美 資料圖片

粵台辦為台企搭融資平台

▲廣東省台辦分別與國家開發銀行廣東省分行等簽
訂戰略合作協議助台企融資 黃寶儀攝

▲李子彬：企業30%-50%利潤被
拿走了

▲

太原市環
境監測自動
監控室主任
馮新宇講解
監測PM2.5
的設備

扈亮攝

▲與現行標準相比，新的《環境空氣質量標準》調整了污染物項目及限▲與現行標準相比，新的《環境空氣質量標準》調整了污染物項目及限
值，增設了值，增設了PM2.5PM2.5平均濃度限值平均濃度限值 路透社路透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