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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委書記周強今天在北京會見
了大公報董事長兼社長姜在忠一行。周
強指出，湖南近年積極融入珠三角地區
，同港澳聯繫越來越密切。他希望大公
報未來在加強對湖南的宣傳報道方面發
揮更大的作用，向外界推介湖南，促海
外了解湖南。

【本報記者孫志北京九日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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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強對大公報長期以來對湖南的宣傳報道表示衷
心地感謝。他說，大公報歷史悠久，在海內外享有很
高的美譽。近年事業不斷發展，影響力持續擴大，他
對大公報所取得的成就表示祝賀。

周強指出，過去六年湖南經濟快速增長，目前仍
保持平穩較快發展勢頭，社會總體和諧穩定。尤其是
隨着基礎設施改善，湖南積極融入珠三角，同港澳聯
繫越來越密切。高鐵貫通後，廣州到長沙僅需兩小時
，長沙直達深圳僅需三小時，交通非常便捷，湖南同
珠三角、港澳地區的聯繫愈加緊密。

2006 年到 2010 年，湖南文化產業年均增長 20%
左右。湖南先後孕育出了 「廣電湘軍」、 「出版湘軍
」、 「動漫湘軍」、 「演藝湘軍」等蜚聲海內外的文
化產業方陣，用一連串 「湘字號」文化品牌打造了
「湖南文化現象」。

周強特別提到，湖南的文化創意產業很有特點，
希望大公報在推動湖南文化走出去，推動湖南文化對
外交流合作方面，發揮獨特作用。

歡迎啟動 「百年大公看湖南」
姜在忠指出，湖南省近年打造陽光政府，讓政府

權力運行更加公開透明，經濟快速發展，注重發展質

量和改善民生，不斷製造了引起海內外關注的興奮
點。

姜在忠介紹了百年大公的歷史以及記錄、推動中
國近現代史發展的作用。他說，大公報是一份愛國愛
港報章，今後要繼續加強對湖南的宣傳報道工作。

周強邀請姜在忠社長等大公報高層多到湖南走一

走、看一看，歡迎姜在忠社長赴湘啟動 「百年大公看
湖南」的宣傳活動，並以香港新聞工作者聯會主席身
份率團訪問，為 「四個湖南」建設助力。

大公報總編輯賈西平、大公報副總經理周延召等
參加了會見。

【本報記者扈亮北京九日電】針對媒體提出的中
國當前轉基因農產品研發問題，農業部部長韓長賦今
天在北京明確表示： 「農業科技創新是農業可持續發
展，並且能夠提高水平的一個根本途徑。中國政府正
在積極穩妥地推動實施轉基因生物新品種培育重大專
項。」

在今天舉行的兩會新聞發布會上，韓長賦指出，
中國在轉基因問題上明確可以概括為 「加快研究、推
進應用，規範管理、科學發展」的16字指導方針。

全過程管理轉基因技術
他說，具體而言，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
一是在科學研究方面，加快生物技術包括生物育

種的研究，因為這是當今世界科學技術包括農業科
技研究的一個前沿性的領域。作為農業的生產大國
和消費大國，中國應該在農業科研高科技領域，包
括生物技術育種的領域佔有一席之地。他指出，國家
正在積極穩妥地推動實施轉基因生物新品種培育重大
專項。

二是在監管方面，要規範管理，加強安全評估。
他指出，目前國家頒布了《農業轉基因生物安全管理

條例》，已經形成了關於轉基因生物安全法規、技術
規程和管理體系， 「實現了轉基因技術研發和應用的
全過程管理。」

2011 年，中國糧食總產量達到了 11424 億斤，首
次超過 11000 億斤，同時半個世紀以來首次實現 「八
連增」。對於未來糧食安全形勢，韓長賦表示： 「今
年的糧食生產形勢不能掉以輕心，今年面臨着 「兩高
」、 「兩不確定」的客觀形勢。」

今年糧產保底10500億斤
他指出，一是基數高，去年上到了 11000 億斤的

新台階，建國62年，中國糧食產量一共上了9個千億
斤台階，越上得高，鞏固和穩定的難度越大；二是成
本高，無論是用工成本、生產資料成本、機械作業成
本等等，包括土地流轉費用成本，都在上升，這個成
本直接影響農民種糧的積極性。

韓長賦還表示， 「氣候條件不確定」及 「市場價
格不確定」也對農民種糧有影響。他認為，通過落實
政策、科技服務及防災減災等綜合措施的實施，今年
穩定糧食產量在 10500 億斤以上，爭取農民收入增幅
保持在7.5%以上。

【本報訊】據新華社消息，台灣當局農業
主管部門外銷事務負責人張淑賢日前在蘇州表
示，受惠於ECFA（兩岸經濟合作框架協議）
等政策，2011 年大陸已成為台灣農產品外銷
的第二大市場。

張淑賢說，由於兩岸開放直航、簽署農產
品檢疫檢驗合作協議及ECFA等政策的實施，
2011 年大陸已成為台灣農產品外銷的第二大
市場，台灣出口大陸農產品總值達 6.65 億美
元，同比增長25%。

其中，18項ECFA早收農產品出口量、出
口值分別為2.03萬噸、1.26億美元，較上年增
長 88%、127%。另外，在兩岸檢疫檢驗合作
平台下，已有5家台灣畜禽加工業者的產品及
鮮梨可輸入大陸，成為台灣農產品新增的外銷
項目。

張淑賢表示，ECFA簽訂後，兩岸之間的
經貿已更加密切，目前正分別進入台灣打造
「黃金十年」和大陸展開 「十二五規劃」的關

鍵階段，雙方的優勢互補及善意的協商交流，
可為兩岸經貿交流發展奠定良好的基礎。

台島農產品外銷
陸成第二大市場

【本報訊】綜合中新社、新華社消息，農業部總
經濟師、新聞發言人陳萌山9日在記者會上表示，今
年將繼續執行兩岸經濟合作框架協議（ECFA）擴大
兩岸農產品貿易，研究進一步放開台灣農產品進入大
陸市場的品種和數量的可能性，擴大島內農產品登陸
關稅降稅的範圍。

陳萌山是在人大記者會上回答台灣記者有關 「農
業部將如何協助擴大台灣農產品在大陸銷售及台企參
與大陸 『三農』建設」的問題時作出上述表示的。

16項產品今年零關稅登陸
陳萌山說，兩岸簽署ECFA後，為兩岸交流提供

保障，也為擴大兩岸農產品貿易，特別是擴大台灣農
產品登陸銷售，提供了制度性安排。

去年是執行ECFA協議的第一年。他援引台灣方
面的統計資料稱，從去年 1 月到 10 月，早期收穫清
單中涉及農業18個稅號的產品銷往大陸，共9570萬
美元，較上一年同期增長 154%，兩岸農產品貿易迅
速擴大。

陳萌山透露，今年大陸將繼續執行ECFA協議，
從今年1月1日起，台灣產的鮮蘭花、香蕉、柳橙等
16 項農產品的登陸關稅降為零，火龍果、鮮甲魚蛋
兩項農產品的關稅由10%降到5%。

促進台農企農民投資大陸
他強調，就 ECFA 所規定的一些涉農內容，將

跟台灣方面繼續商談，研究進一步放開台灣農產品
進入大陸市場的品種和數量的可能性，擴大島內農
產品登陸關稅降稅的範圍。同時，將進一步保護台
灣農產品知識產權，加強大陸市場的監管，鞏固銷

售台灣農產品主渠道，推動兩岸農業優勢互補，合
作雙贏。

2006 年，首批台灣農民創業園在福建漳浦縣和
山東棲霞市成立。目前，大陸設立 29 個台灣農民創
業園和9個海峽兩岸農業合作實驗區。

陳萌山表示，將進一步研究政策促進台灣農業企
業、農民到大陸投資、開發，參與建設大陸現代農業
。把台灣農民創業園建成台灣農產品、技術在大陸的
示範基地，成為大陸建設現代農業的示範基地。

開放品種數量 擴大降稅範圍

今年兩會
，道歉聲多。

8 日下午
，溫家寶總理
參加政協經濟
界、農業界別
委員在北京會
議中心舉行聯組會。因為臨時遇
到急需處理的事情，他遲到了。
「我今天出門因為有個事情遲到

了4分鐘，向大家表示歉意。」
在此之前，5 日上午做政府

工作報告時，溫家寶坦承 「節能
減排、物價調控目標沒有完成」
。當天下午，國家發改委主任張
平就CPI沒能實現4%的調控目標
公開 「作自我批評」。7 日，環
保部部長周生賢說就控制氮氧化
物沒有完成任務公開 「向兩會代
表表達愧疚的心情，並進行檢討
」。

在2003 年當選總理後的首場
記者會上，溫家寶有兩句話讓人
印象深刻。一句是 「當好中國的
總理不容易！」另一句是 「我又
是一個有信念、有主見、敢負責
的人。」這兩句話，都為總理與

部長們的道歉做了最好的註解。
這種道歉，反映出中國政府的勇於擔當的

政治品格，反映出解決問題的誠意與決心，這
是政治文明進步的體現。在中國漫長的 「官本
位」文化中，出於維護權威及所謂 「面子」考
慮，官員道歉長期是稀缺品。但實際上，政治
人物的道歉，對於贏得公眾諒解、潤滑官民關
係、緩釋矛盾問題，往往可以產生積極良性的
作用。比如，張平道歉成為5日當天網上傳播
率最高的新聞之一，但大多數網民都選擇了理
解與寬容。

《禮記》曰： 「知不足，然後能自反也，
知困，然後能自強也。」勇於面對困難、正視
不足，是解決問題的第一步。實際上，溫總理
的這些年非常 「不容易」。國內外各種不利因
素疊加，給宏調帶來嚴重壓力；轉型期的各類
矛盾問題交織，社會管理難度不斷加大；長期
積累的體制性弊端凸顯，各項改革艱難前行。
但即使在此情況下，中國經濟仍保持了較快發
展，為世界經濟作出了卓越貢獻。這也為節能
減排、物價調控提供了較好的支撐條件。

金融時報中文網專欄作家加藤嘉一就撰文
直言， 「作為一名住在北京見證了中國政治的
外國人，說點心裡話，我一直認為外媒駐京記
者是根本沒有資格對中國總理溫家寶帶着諷刺
的口氣說三道四的。……瞧瞧你們本國的領導
人，比溫家寶優秀，踏實，積極多少？」

在現代民主政治中，隨着公民有序政治參
與的擴大和監督力度的加強，官員道歉會越來
越常態化。道歉之後，更重要的是切實採取措
施解決問題。今年是本屆政府任期的最後一年
。溫家寶兩會前夕承諾， 「各項工作一定要善
始敬終，能做的事情絕不拖延，能解決的問題
絕不推脫。」公眾期待，在發展經濟和改善民
生的同時，建設責任政府和服務政府能夠進一
步提速。 【本報北京九日電】

中國積極穩妥推動轉基因育種

▲兩會議程緊張， 「時間」 成為會議內容之外
人人都須着緊的另一要務，連服務員上主席台
服務也要捏準時機，精確到秒 中新社

▲農業部長韓長賦指出，中國正積極穩妥地推動
實施轉基因生物新品種培育 扈亮攝

▲陳萌山表示，大陸將進一步擴大島內農產品登
陸關稅降稅的範圍 中新社

▲湖南省委書記周強（中）9日在京會見大公報社長姜在忠（左三）、總編輯賈西平（左五）一行。一
起參加會見的還有本報副總經理周延召（左二）、北京新聞中心主任孫志（左一）、湖南辦事處主任李
雷（右二）及社長辦公室副主任韓紀文（右一） 本報記者鄭雷攝

【本報記者龐旭北京九日電】全國政協副主席
、民革中央常務副主席厲無畏今日在記者會上表示
，香港的文化創意產業具有很強的外向型，內地與
香港應進一步加強合作，優勢互補，通過現代藝術
的包裝和國際化的市場運作，助推中國文化 「走出
去」。

厲無畏表示，文化的發展總是處在多樣化的進
程中，中國文化要想走出去須找到與世界文化的共
通之處。 「例如風靡全球的《阿凡達》就表達了生
態保護的普世價值觀。」而隨着中國經濟地位的提
高，世界已爭相利用中國文化創造財富，《功夫熊
貓》、《花木蘭》等電影產品就是中國文化實踐於
世界市場的成功典範。

厲無畏說，香港擁有融會中西的文化傳統，開
放的經濟體系，完善的法律制度，以及熟悉國際文
化市場運作的複合型經營人才，其文化創意產業表
現出很強的外向性。而內地豐富的文化資源也需要
成熟的國際營銷方式，在現代藝術的包裝下推廣至
全球，兩地應以此為結合點，共同推進文化強國的
建設。

在台灣與大陸的文化傳承方面，厲無畏認為，
台灣與大陸文化同根同源，其文化創意產業起步較
早，積累了豐富的經驗，例如與觀光旅遊結合在一
起的創意農業就十分具有示範意義，大陸在此方面
可以有所借鑒。

中國文化要走出去

厲無畏籲借鑒港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