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報記者楊東紅、
任麗北京六日電】2011
年，陝西煤業化工集團實
現銷售收入 709 億元，同
比增長 37.4%；煤炭產量
達1.02億噸，連續兩年跨
入億噸級煤炭企業行列；
實現利稅 240 億元，資產
總額達到 1960 億元，集
團繼續保持了 「十一五」
期間 「每兩年翻一番」的
跨域發展態勢，顯示了良好的成長性。全國人大代表
、陝西煤業化工集團董事長華煒，立足企業自身，
眼中國煤炭行業發展，在今次人代會上提出了 「強力
推進煤炭轉化 推廣清潔利用技術」的議案。

華煒對中國煤炭產業的發展現狀進行了深入了解
和研究。截至2010年底，全國擁有採礦許可證礦井1.4
萬處左右，總產能40多億噸。2011年，全國能源消費
總量34.8億噸標準煤，能源的對外依存度已達到9%。
據國際權威機構分析預測，目前世界化石能源消費比
重約佔 86%左右，中國約佔 93%左右；到 2030 年，世
界化石能源消費比重將下降到 83%左右，屆時中國化
石能源消費比重仍將佔 75%左右。我國以煤為主的能
源結構在未來較長時期內難以改變。目前，我國 SO2

、CO2排放總量已位居世界第一，SO2和 NOX的排放
均超過環境自淨能力，CO2的排放使我國面臨巨大
的國際壓力，煙塵年排放量大，重金屬排放嚴重。其
中，由於燃煤排放的 SO2、煙塵、NOX、CO2、Hg 分
別佔總排放量的 90%、70%、67%、70%和 40%。因此
，提高煤炭產品質量，實現煤炭潔淨轉化，拓寬煤炭
清潔高效利用途徑，減低污染物排放，大力推廣潔淨
煤利用技術，是我國提高能源品質、優化能源結構，
促進節能減排、發展循環經濟，應對氣候變化、大力
發展綠色低碳經濟的必然戰略選擇。

華煒因此建議：加大我國煤炭清潔高效開發利用
技術研究和示範工程建設，研究提出國家清潔煤技術
推廣目錄，加大財政補貼、稅收優惠、低息貸款等政
策支持力度，推廣先進適用技術，提高我國煤炭清潔
高效利用水平；結合我國煤炭 「西多東少、北多南少
」和 「西煤東運、北煤南調」的特點，研究建立我國
煤炭就地轉化與科學輸配方案，提高煤炭利用效率；
在煤化工項目審批中，優先支持參與技術研發或擁有
自主知識產權的企業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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遼寧省省長陳政高在接受本報記者採
訪時說： 「沒有開放就沒有遼寧今天的局
面，遼寧要將改革開放進行到底！」

【本報記者宋偉、李蘭北京報道】

改革開放進行到底
陳政高表示，在經濟形勢複雜多變的過去四年，

遼寧經濟社會發展保持了又好又快的良好勢頭，實現
了經濟總量由 1 萬億元到 2 萬億元的跨越。 「十二五
」開局良好，GDP 超過 2.2 萬億元，增長超過 12%，
公共財政預算收入 2640.5 億元，增長 31.7%。全社會
固定資產投資17640億元，增長29.3%。社會消費品零
售總額7960億元，增長17%。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達到20430 元，實際增長9.7%，超過全國平均增長
幅度。

縣域經濟加速發展
陳政高指出，遼寧省的縣域經濟正在加速發展。

去年全省44個縣公共財政預算收入達到705億元，增
長了 43.2%，佔全省比重由 2007 年的 13.7%上升到
26.7%。公共財政預算收入超20億元的縣達到13個，
比上年增加 7 個。糧食產量達到 407 億斤，千萬畝節
水滴灌工程已經全面啟動，在朝陽建成了 106 萬畝大
棚。投資10億元以上的農產品加工項目目前共落地77
個，總投資超千億元，完成後將帶動遼寧農產品加工
和農業產業化。法庫陶瓷、瓦房店軸承、莊河農產品
加工、海城菱鎂、大石橋鎂製品、開原起重機、昌圖

換熱器、興城泳裝等15個縣域工業產業集群銷售收入
超過百億元。全省 56 個城區公共財政預算收入 1244

億元，公共財政預算收入超 20 億元的城區達到 21
個。

陳政高表示，遼寧的工業產業集群呈現出蓬勃發
展的局面。工業產業集群銷售收入突破2萬億元，佔
全省的48%。銷售收入超百億元的產業集群55個，10
個產業集群正向千億元目標進軍。瀋陽鐵西裝備製造
、大連軟件信息服務、本溪生物醫藥、阜新液壓、遼
陽芳烴及精細化工、鐵嶺專用車等成為全省示範產業
集群。發展工業產業集群，使遼寧走出了一條適合自
己省情的新型工業化道路。實施 100 項重大工業結構
調整項目正在實施中。這些項目包括東北特鋼（竣工
投產），華晨寶馬新工廠、上海通用汽車三期、阜新
大唐煤制氣等。

他透露，國家技術創新工程試點在遼寧省全面推
進。攻克重大關鍵技術 200 項，開發重大裝備和新產
品50項，引進海外研發團隊160個，併購國內外科技
型企業 66 個。國家級高新技術產業化基地達到 11 個
，高新技術產品增加值增長28%。遼寧民營經濟已佔
到佔全省經濟總量63%。

陳政高認為，這些跨越和進步都和改革開放密不
可分。遼寧已經連續3年居全國三甲，去年遼寧實際
利用外資達到 242.7 億美元，居全國第二位，僅次於
江蘇。吸引內資5370億元，在全國也是名列前茅。因
此我們做出一個判斷：中國對外開放的峰值已經來到
遼寧。我們還有另外一個判斷，就是沒有我們國家的
改革開放，就沒有遼寧這種大發展、快發展的局面。

他表示，遼寧之所以有這種良好發展的局面，首
先得益於遼寧實施了三大區域發展戰略。特別是遼寧
沿海經濟帶開發開放和瀋陽經濟區綜合配套改革分別
於 2009 年和 2010 年上升為國家戰略；同時，我們又
提出了突破遼西北的戰略。現在，遼寧三大區域發展
戰略在海內外的知名度越來越高，已經成為遼寧對外
開放的高地。

第二得益於遼寧的 「後發效應」。遼寧省對外開
放相對於東南沿海晚了五年甚至更多的時間，雖然落
後但也留下了後發效應。較低的商務成本、較為豐厚
的經濟收益和後發效應吸引外資進入遼寧。

第三則得益於老工業基地的全面振興。遼寧老工
業基地經濟實力雄厚，近些年實施遼寧老工業基地的
振興戰略使得這種能量得以釋放。這種釋放引起了國
內外的高度關注，也吸引了國內外企業界的目光。

第四得益於我們有一支好的幹部隊伍。近年來遼
寧 「懂開放、會開放、抓開放」的領導幹部越來
越多。

陳政高表示，遼寧的外資主要來自香港、日韓及
歐美等國。去年實際利用的 242.7 億美元外資當中，
港資佔了66%，成為遼寧省外資的主要來源。內資主
要來源於長三角地區。

今後，遼寧還是要通過開放促進遼寧的全面振興
。他表示，每年都要正月到江浙招商，兩次赴香港招
商，遼寧的招商引資的形勢如火如荼，歡迎新聞媒體
到遼寧去感受改革開放的發展態勢。

重汽全力打造民族汽車品牌
【本報記者丁春麗北京六日電】全國人大代表、

中國重汽集團董事長馬純濟在全國 「兩會」期間表示
，汽車產業調整帶來發展新機遇，該集團開闢五大產
品新領域，新能源汽車也將成為產品亮點，力爭將重
型汽車做到世界水平，全力打造民族汽車品牌。

對於2012年的重卡市場，馬純濟表示，因為市場
需求不足，必然導致市場下行，重卡行業今年下調趨
勢更加明顯，但是不會大起大落。

面對市場巨大壓力，重汽集團今年依然底氣十足
，馬純濟提出：2012年中國重汽的銷售目標是確保整
車產銷24萬輛，其中重卡16.5萬輛。 「汽車產業調整
帶來產業升級機會。」馬純濟告訴記者，這對重汽集
團是件好事，該集團要緊緊抓住這個機會，實現產業
升級、技術升級和企業升級。

建百萬輛級商用車企
重汽集團自 2001 年重組至 2011 年，銷售了近 88

萬輛重卡，行業地位穩居內地重卡行業的前列。2007
年以來，中國重汽的重卡出口一直居內地首位，2011
年出口首次躍上2萬輛大關。 隨重卡業龍頭地位的不斷鞏固，去年底，重汽

集團在濟南推出最新研製的HOWO-T5G卡車，標誌
該集團全面進入中重卡市場領域。

「重汽集團已經由單純的重卡企業向建設以重卡
產業為主導，中、輕、客、特車輛及工程機械全系列
商用車企業。」馬純濟告訴記者，新開闢的這五大產
品新領域產生了良好的市場效果，而且新產品市場供
不應求，這也是重汽的底氣所在。

馬純濟表示，重汽集團已經明確了 「十二五」的
發展目標：打造百萬輛級商用車能力；重卡品質達到
世界先進水平，其他產品達到國內先進水平；主產品
線拓展至重、中、輕、客、特及工程機械全系列商用
車；把中國重汽建設成為國際知名、國內不可替代的
大型商用車企業集團，努力爭取進入世界500強。

新能源汽車成亮點
「大力發展高端裝備製造、節能環保、生物醫藥

、新能源汽車、新材料等產業」。溫家寶總理在今年
的政府工作報告中再次表明國家發展新能源汽車的決
心。

新能源汽車也是重汽集團 「十二五」期間產品的
新亮點。馬純濟說，該集團新型燃料重卡汽車已經取
得初步成果，特別是燃氣車一直都是增長亮點，且供
不應求。

馬純濟告訴記者，下一步還將圍繞新能源深入研
究，拓展其市場領域，提升技術水平，使其替代性和
適應用戶要求的能力進一步提高。同時，在客車和輕
型車領域也將推動新能源的推廣，形成集團 「十二五
」期間的產品亮點，實現經濟效益。

德國曼項目合作順利
對於備受關注的重汽集團與德國曼公司合作情況

，馬純濟稱，雙方合作非常順利。
在去年底的商務大會上，馬純濟說，該集團與德

國曼公司的合作項目全面順利展開，實施以來總投資
已達70億元，目前主要產品樣機已完成試制，整個項
目正按合同進度積極推進。

重汽集團總裁蔡東也曾介紹，與曼公司合作的
T7H整車樣車都已完成，所有量產裝備都已到位，上
市時間以及定價尚屬商業秘密不便透露。

推動煤炭轉化 清潔利用

遼寧省長：遼寧省長：

▲遼寧省省長陳政高 宋偉攝

內地電子商務正呈現出爆發式增長的態勢，但諸
多問題也暴露無遺。全國政協委員、蘇寧電器董事長
張近東指出，電子商務若要健康持續地發展，必須建
立健全相關法律、法規、制度和規範。

據了解，當前內地電子商務規制建設相對滯後，
市場准入、服務監管體系、信用體系、統計監測體系
、產業投融資機制亟待建立。網絡購物領域侵犯知識

產權和制售假冒偽劣產品等違法犯罪現象時有
發生，一旦發生網絡侵權，鎖定侵權證據、獲
取侵權證據的難度大，對解決侵權糾紛帶來障
礙。可信、安全、便利的網絡購物環境還不完
備。

張近東認為，誠信問題是內地電子商務發
展的最大障礙，電商若不誠信，將直接影響消
費者的信心，進而給整個行業帶來難以估量的
負面影響。因此，目前電子商務法律法規以及
標準體系亟盼建立，電子商務信用機制亟待制
訂。

在線交易應用真實身份
他建議，政府部門針對電子商務交易、信

用、物流、供應鏈協同、融資服務等環節，制
訂一批具有前瞻性、可行性、開放性、兼容性
的法規、規範、標準，維護電子商務交易秩序
，防範交易風險；建立健全網絡與信息安全保
障制度，採取有效的網站安全保障措施、企業信息保
密措施和用戶信息安全措施，防範和制止利用互聯網
盜取商業秘密和提供用戶信息給第三方以牟取利益的
行為；支持建立覆蓋電子商務經營主體的全國信用信
息數據庫，實現信用數據的動態採集、處理和交換，
形成有效的企業與個人信用監督約束機制；提倡以真
實身份在線交易等。

張近東說，現在很多傳統的流通企業都準備向電
子商務企業轉型，他建議政府重點培育一批傳統的大
型流通企業自建的專業電子商務平台，通過不斷推進
大型流通企業電子商務經營向縱深發展，不斷探索
「線上市場」與 「線下市場」互動促銷的經營方式，

形成技術改進、體系升級、價值創造和資本吸引的良
性循環。 （本報記者 賀鵬飛、趙璐）

▲全國人大代表、中國重汽集團董事長馬純濟接
受媒體採訪 本報攝

▲重汽集團出口非洲1500輛重卡發車儀式 本報攝

張近東冀規範電子商務發展

▲全國政協委員、蘇寧電器董事長張近東此次
「兩會」 提交了6個提案

▲蘇寧易購正大規模發展

華煒：

▲全國人大代表、陝西煤
業化工集團董事長華煒

【本報記者趙君天津五日電】【本報記者趙君天津五日電】天津市唯有北辰區是天津市唯有北辰區是
一個區擁有兩名全國人大代表。作為代表之一的閻希軍一個區擁有兩名全國人大代表。作為代表之一的閻希軍
表示一定把基層群眾的意願和心聲帶到全國表示一定把基層群眾的意願和心聲帶到全國 「「兩會兩會」」，，
反映人民群眾的意見和要求，認真履行好代表的職責，反映人民群眾的意見和要求，認真履行好代表的職責，
爭取光榮完成任務，不負北辰區人民的重託，為加快北爭取光榮完成任務，不負北辰區人民的重託，為加快北
辰區經濟和社會發展作出積極的貢獻。辰區經濟和社會發展作出積極的貢獻。

他的提案是合理配置醫療資源緩解看病難看病貴。他的提案是合理配置醫療資源緩解看病難看病貴。
他說，他說， 「「當前，大城市的醫院多集中在中心城區，為了當前，大城市的醫院多集中在中心城區，為了
滿足患者就醫需求，採取的辦法往往是蓋樓拔高、就地滿足患者就醫需求，採取的辦法往往是蓋樓拔高、就地
擴張。我了解到，有的城市大型教學型綜合醫院床位多擴張。我了解到，有的城市大型教學型綜合醫院床位多
達數千張。再加上每天數千位門診患者，醫院周邊成了達數千張。再加上每天數千位門診患者，醫院周邊成了
城市交通最擁堵的地方之一。城市交通最擁堵的地方之一。」」閻希軍代表開門見山，閻希軍代表開門見山，
「「這是一個兩難問題。不但影響到城市交通和群眾正常這是一個兩難問題。不但影響到城市交通和群眾正常

的生產生活，還容易耽誤患者就醫，不利於治療與康復的生產生活，還容易耽誤患者就醫，不利於治療與康復
。。」」閻希軍準備的建議中，就打破這一怪圈給出對策閻希軍準備的建議中，就打破這一怪圈給出對策
──合理配置醫療資源，將醫院布局納入城市發展規劃合理配置醫療資源，將醫院布局納入城市發展規劃
，將醫療資源配置納入社會資源總體配置，解決群眾看，將醫療資源配置納入社會資源總體配置，解決群眾看
病難看病貴問題。病難看病貴問題。 「「一方面限制醫院就地擴張，一方面一方面限制醫院就地擴張，一方面
採取分流措施，擴大優質醫療資源的覆蓋面。特別是要採取分流措施，擴大優質醫療資源的覆蓋面。特別是要
鼓勵社會資本，運用市場化的手段，與醫院的品牌資源鼓勵社會資本，運用市場化的手段，與醫院的品牌資源
、技術資源對接，造福廣大患者。、技術資源對接，造福廣大患者。」」

閻希軍：
合理配置醫療資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