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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續2年，中國鋼鐵生產行業年銷售利潤率已不到3%，遠低於全國工業行業6%的
平均利潤水平。尤其是去年第四季度，這一數據更是降至0.4%-0.5%，鋼鐵行業效益跌
入2008年來的最低點。不過，武鋼的表現卻一枝獨秀，逆勢增長。銷售收入、利潤同比
增長14.3%和17.4%，國務院國資委下達的各項經濟技術指標全部完成。其中，相關產業
實現營業收入同比增長17%，實現利潤21億元。全國人大代表、武鋼總經理鄧崎琳表示
，武鋼將力推進企業由單純的生產經營型，向質量效益型轉變，由一業為主向一業特
強、適度多元化轉變，由內陸向沿海、國外發展轉變。」他說，這將是武鋼產業結構的
重大調整，也是武鋼相關產業發展的新機遇。 【本報記者李曉波、通訊員白方北京電】

──訪全國人大代表、武鋼總經理鄧崎琳訪全國人大代表、武鋼總經理鄧崎琳

談及相關產業與主業的關係，鄧崎琳表示 「不能
跳出根基」。作為中國國民經濟支柱的國有企業，作
為鋼鐵脊樑，首先是要堅守陣地。是在鋼鐵主業做精
、做強的同時，適度多元發展相關產業。

「做強主業，適度多元，也是世界一些優秀企業
的重要戰略和成功經驗。」鄧崎琳說，國內外先進鋼
鐵企業普遍都延伸了資源鏈、產品鏈、技術鏈，發展

相關產業，開闢了新的經濟增長點。德國最大的鋼鐵
產業集團蒂森．克虜伯公司，非鋼產業佔50%份額，
其中電梯製造成為全球三大生產商之一；日本最大的
鋼鐵公司新日鐵，非鋼份額也佔總規模的40%左右。

近幾年，武鋼 「非鋼飯」越吃越香，範圍包括海
外鐵礦石基地、工程設計建設、機械製造、交通運輸
、物流倉儲、碼頭、天然氣、投資融資等。

其中鐵礦石是目前相關產業中投入最大的一塊。
武鋼通過收購、兼併、參股等方式，以較低成本投資
開發了加拿大、巴西、澳洲、利比里亞等8個海外鐵
礦石開發項目，鎖定海外資源量數百億噸。2011年運
回權益礦707萬噸。

非鋼營收超三成
鄧崎琳介紹， 「十二五」期間，武鋼將投資390

億元，圍繞供銷鏈發展礦產資源、鋼材深加工、國際
貿易類產業；圍繞生產鏈發展工程服務、後勤服務、
金融服務類產業；圍繞價值鏈發展高新技術產業、綠
色養殖類產業。 「十二五」末，規劃總收入將達到
3600 億元以上，非鋼產業收入 1100 億元以上，佔比
將超過30%。

2 月底，武鋼與華潤這兩個世界 500 強企業在武
漢簽署戰略合作框架協議。武鋼華潤燃氣（武漢）有
限公司當日揭牌，這也是武鋼後勤集團綠色養殖、賓
館物業、飲料生產等多種經營業務中的一種。

合資公司以武漢市及周邊地區和湖北鄂州地區為
基礎，拓展雲南昆鋼、廣西柳鋼、廣西防城港及北部
灣地區天然氣業務。預期天然氣年銷售量最終可達
到 20 億立方米，年銷售收入 60 億元，利潤達到 7 億
元。

楊浦區長金興明：
鼓勵金融創新 服務小微企業
【本報記者王志民、夏微北京電】十一屆全國人

大五次會議上海團代表、上海楊浦區委副書記、楊浦
區區長金興明談到創新體系的建設時說，要鼓勵金融
創新，豐富我們國家的金融產品的貢獻，建議要試點
設立科技銀行、設立科技支行，上海已經在試點了，
準備在楊浦設立科技支行。希望經營良好的小額貸款
公司能夠升級為社區銀行和城鎮銀行，讓科技金融的
創新能夠更好地服務於實體經濟、服務於小微企業。

根據國家指令對科技發展的中長期規劃明確提出
，到2020年要把我國建設成為創新型國家。2011年1
月份，國家科技部明確全國 20 個創新型試點城市或
城區，上海市的唯一代表就是楊浦區，市委、市政府
明確支持政策，並設立了專項資金。

楊浦擁有上海近三分之一的高校資源，得天獨厚
。金興明代表說，楊浦區制定了五年的創新規劃意見
，項目化了推進的方案。第一，積極發揮大學強勢學

科的知識力促效應，努力把豐富的科教人才資源轉化
為現實的生產力。第二，搭建創新服務的平台，聚焦
創新要素。楊浦形成了創意基金、創意孵化、風險投
資、技術市場、知識產權這樣的服務平台的體系。第
三，積極扶持創業、再就業。楊浦區堅持政府、高校
和社會組織、多方人士不斷組成大學生創業的服務體
系，建立了從創業苗圃，到孵化器，到加速器三個階
段的全稱孵化的服務鏈。第四，創新科技金融服務小
微企業。金興明說，去年楊浦實現GDP增長11.3%，
總稅收增長 25%，稅收總量達到 633 億，數量上僅次
於浦東新區。確切的財政收入去年增長30%，也是楊
浦發展歷史上最快的一年。科技支出佔財政總支出的
6%。

金興明還建議，力營造尊重創新、保護產權的
法制環境，嚴厲打擊侵犯知識產權、學術造假等行為
。一定要做到有法可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否則

誰 還
願 意
投 入
很多的錢
、存下了
很 長 的 時 間
去 進 行 原 始
創新。他舉例說
明環境的重要，
比如 2 月 25 號有
內地三位大學生到香港代人考托福，香港發現以後，
要判每個人入獄 10 個月並且還要追查委託人，並同
樣處罰，但這種現象在國內已經比比皆是，只有重典
才能治亂象，只有重典才能保護知識產權。

單曉鳴：
立足 「樞紐海安」
志存 「物流天下」

▲全國人大代表、武鋼總經理鄧崎琳

▲武鋼的冷軋機組

▲上海楊浦區委副書記、楊
浦區長金興明

【本報記者陳旻北京七日電】全國人大代表、中
共南通海安縣委書記單曉鳴表示，在地圖上選一個點
，以一個半小時路程畫個圈，要恰好圈住上海和南京
，那這個點必然是海安。

單曉鳴說，海安自古據長江南北要衝，在漢代就
有 「三十六鹽場咽喉，數十州縣要道」之稱，今天更
是發展為東部沿海交通樞紐。近年來，該縣縣委、縣
政府以交通區位優勢為依託，樹 「樞紐海安，市場天
下」品牌，以 「大市場、大物流、大商貿」的發展思
路，大力推進專業市場和現代物流的聯動發展。截至
目前，全縣共有 780 多個運輸物流倉儲企業，從業人
員3100多，年運輸能力可達到810多萬噸，2010年物
流業實現增加值 16 億元，同比增長 20%；入庫稅收
4882萬元，總量位居南通五縣（市）第一。

據悉，該縣今年續建和新開工億元以上市場物流
類項目26個，總投資達303億元。其中現代綜合物流
園、海安正元物流中心列入省 「十二五」物流業發展
規劃重點項目。

展望 「十二五」，單曉鳴代表充滿信心地說，該
縣將依託日益增強的公路、水路運輸能力和鐵路樞紐
功能，構建市場物流園區─專業物流中心─物資集散
分撥中心三級物流網絡；加快市場物流基礎設施和公
共信息平台建設，基本形成公共的市場物流信息服務
平台；培育和引進一批能提供較高服務質量的第三方
物流企業；建立具備一定市場競爭能力、物流服務能
力的現代物流網絡體系；重點發展鋼材、醫藥、棉花
、煤炭、糧食、傢具等專業行物流，把海安建成立足
蘇中、輻射整個長三角的區域性物流樞紐。

▲中共海安縣委書記單曉鳴（左）在當地重要項目
開工儀式上

【本報
記者梁曉睿
、張振波北
京八日電】
自 2004 年以
來，江西省
文化產業年
均增長速度
保持在 20%
以上，超同
期GDP增速

約6個百分點；2011年，江西文化產業主營業務產值
突破千億元，文化出口增速居全國第 5 位、中部第 2
位。文化產業成為江西經濟發展中最具活力、最具發

展潛力的重要產業之一。起步晚、起點低的江西文化
產業，如何用10年走過了發達省市近15年的發展道
路？全國人大代表、江西省文化廳廳長李玉英表示，
這是因為江西不斷深化文化體制改革，積極推進文化
產業發展，極大釋放了文化生產力。

李玉英說，江西省委、省政府的高度重視和確立
的組織結構為文化產業發展提供了組織保障；中央關
於文化產業的優惠政策得到全面落實，則起到了扶持
作用；江西國營和民營文化企業的積極性都得到充分
發揮。這些因素促成了了江西文化產業的跨越式發展
。江西豐富的文化資源和遼闊的幅員滿足了文化產業
「內容為王、創意為先」的需求，為文化產業的大發

展提供了堅實的基礎。
對於江西文化產業的發展，李玉英認為應該多視

角、多樣性捕捉其特點，同時根據自身實際，培養自
己的企業，打造自己的產業航母。以打造 「中部文化
產業高地」為目標，江西規劃建設了一批布局合理、
主業突出、產業配套的文化產業園區和基地。目前全
省投資規模超億元的文化產業項目 61 個；全省擁有
國家級文化產業園區（基地）14家，省級文化產業園
區（基地）39家。

江西是文化大省，也是旅遊大省，這兩個過千億
元的產業能否相互促進、抱團發展，李玉英給出的答
案是肯定的。她表示，文化是旅遊之魂，旅遊是文化
的載體，江西的旅遊應該是文化的旅遊，這是未來江
西文化產業發展的主幹部分，也是特色部分。而且，
兩個產業的組合發展，也為江西轉變經濟發展方式、
調整經濟結構注入了活力。

江西文化產業破千億

▲全國人大代表、江西省文化廳
廳長李玉英 本報攝

【本報記者羅保華北京七日電】
2012 年 「兩會」期間，廣西代表團
在接受本報記者採訪時表示，廣西目
前正全力打好新一輪扶貧開發攻堅戰
，未來三年預計將籌資近 1500 億元
，用於改善 1012 萬貧困人口的民生
問題。

近幾年來廣西經濟發展速度加快
，2011 年 GDP 首次超萬億，但據最
新的國家標準測算，廣西現仍有
1012 萬的貧困人口，佔廣西人口的
五分之一，主要集中在大石山區、邊
境地區和高寒山區。在新一輪的扶貧
開發中如何確保貧困地區農民增收？
廣西扶貧重點區域在哪裡？全國人大
代表、廣西扶貧辦副主任莫雁詩在接
受本報記者採訪時說，根據這一特殊
區情和廣西是欠發達後發展地區的實
際情況，按照中央和國務院的部署，
廣西從去年開始進行了新的扶貧開發
，對重點貧困縣和貧困村進行了調整
，並制定一系列新的扶貧開發政策。

莫雁詩說，廣西要加大扶貧開發
力度首先在財政資金上增加對扶貧產
業的投入，要求涉農部門對貧困地區
進行政策上的傾斜；其次是實行 「十
百千」產業扶貧工程，即打造 10 類
以上種養殖示範基地，培育100億元
以上的扶貧龍頭企業，培育 1000 個
貧困村的種養殖示範基地；第三是加
大扶貧信貸力度，建立貧困村互助機
制，以解決生產中存在的貸款難問題
；第四是加大扶貧地區的職業教育能
力，對貧困農戶子女給予 1500 元的
補助，幫助他們完成學業；第五是增
加種養殖業的培訓資金，讓農戶獲得
更多技能，提高收益；第六是完善扶
貧機制，在今後的3個月裡將完善所
有貧困戶資料，確保貧困農戶受益。

有關扶貧開發重點區域的設定，
莫雁詩說，將以列入國家滇桂黔 29
個重點扶貧縣為重點幫扶區域。另有
未列在此片區的金秀、富川、昭平、
田東4個縣也在扶貧範圍之內。

廣西強化扶貧改善民生
來自遼寧營口市的農民代表、營口青花

集團董事長王守彬，已是連續四屆的全國人
大代表，他是青花峪的村書記，最了解農民
的事情，每年人代會他都用自己獨特的幽默
表達農民的心聲。昨天，他的發言令全場人
忍俊不禁，笑聲連連，同時又發人深省。

王守彬說：現在農村文化建設、農民文
化生活存在的問題，面臨的困難仍很突出。
很多農村一些低俗的東西氾濫，致使一些
「黑色文化」死灰復燃，低級庸俗的音像製

品和黃色書籍乘虛而入。政府應該加大文化
建設投入，增建各種設施，積極搭建文化活
動平台，守好農村文化陣地。要提高國民素
質，首先應提高農民的素質，農村的文化陣
地非常重要。

他常聽村民們說：現在文化生活還不如
以前呢，六七十年代的時候，十天半月不是
有場電影，就是來台戲，現在除了看電視就
沒什麼文化活動沒有了。

王守彬說，個別鄉鎮領導還沒有認識到

農村文化市場的重要，片面地認為 「發展經
濟是硬道理，文化建設軟指標」，搞經濟是
賺錢，辦文化是花錢。因而在一些鄉鎮，農
村文化建設 「說起來重要、做起來不要」，
很少有人認真地去抓文化建設的事。有些
「文化專幹」不僅很難專幹文化的事，有時

還成了 「專門打雜」人。應該把農村文化建
設納入法制軌道，把農村文化陣地建設作為
領導幹部重要的政績來考核，真正把保證
農證農村文化列入各級黨委、政府的議事
日程。

王守彬稱，在農村這片 「希望的田野」
上，農民迫切需要建設 「精神家園」。農村
文化建設的滯後，已經影響到新農村建設深
入進行，影響到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進程，
必須重視，認真解決。

他說，農民也很想自己 「唱起來、跳起
來」，但農村這方面的人才比較少，希望政
府經常組織一些文化志願者下鄉示範指導、
幫助農民把文化活動開展起來；更期望讓那

些本鄉本土的文化得到保護和傳承。另外，
光倡導文化下鄉還不夠，還要鼓勵人才留在
農村。

（本報記者 李蘭、吳琛）

【本報記者趙君北京八日電】全國政協委員、
天津慶達投資集團公司董事長孫太利在 「兩會」期
間接受採訪說，北京首都所面臨的環境壓力與日俱
增，建議將首都的製造產業向天津濱海新區轉移，
以調整產業結構，實現科學發展、綠色發展。

孫太利認為，天津濱海新區作為我國北方對外
開放的門戶，有八大功能區，交通優勢明顯，擁有
世界吞吐量第五位的港口天津港，天津濱海新區是
首都製造產業調整的最好地區，是國家發展戰略性
新興產業的基地。國家應對此予以資金扶持和戰略
鼓勵。首先，將天津濱海新區納入國家級戰略性新
興產業基地和國家各部委所屬企業實行戰略調整轉
移的基地。其次，優化首都製造業產業結構與經濟
布局，逐步向天津濱海新區轉移。再次，設立航天
航空產業發展的專項資金，應將有關部委的航天航
空產業項目逐步遷移到天津濱海新區，使其成為國
內領先、世界一流的航空城。第四，首都的發展重
點應向第三產業傾斜，如服務業、文化產業、旅遊
業等。

委員倡北京製造業遷天津

王守彬籲關注農村文化市場

▲王守彬在人代會討論發言 李蘭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