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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樂際首先對來訪的香港傳媒表
示歡迎，並從歷史文化、高等教育、
經濟狀況等方面介紹了陝西的發展情
況。

他表示，陝西位於中國大陸中心
地理位置，是西北門戶、連接東西部
地區的樞紐，有以下幾個方面的特點
：

第一，歷史文化厚重。陝西是中
華文化的重要發源地，周秦漢唐等歷
代王朝長達1100多年的建都歷史，使
陝西各種地上、地下不可移動的文物
點、處數量位居全國前列。同時，在
延安、秦巴山區等地，陝西也分布有
許多革命文化遺跡。另外，陝西的現
代文化也很繁榮：在美術方面，有當
今以劉文西等為代表的 「長安畫派」
；在文學領域，擁有以陳忠實、賈平
凹等作家為代表的「文學陝軍」；在音
樂方面，則有中國音樂家協會主席趙
季平等一批代表。陝西還擁有豐富的
極具本土特色的民俗文化。

發展經濟不忘民生
第二，科技、高等教育較為發達

。陝西的兩院院士有 56 位，大學近
100所，在校大學生120餘萬，每年大
學畢業生有 25 至 28 萬人。人才濟濟
的局面，為經濟社會發展提供了人才
基礎。

第三，自國家西部大開發戰略實
施以來，陝西從上世紀90年代末進入
了快速發展的上升區間。過去五年經
濟平均增長率在 14%以上，經濟總量
由全國第 20 位前移至第 17 位，人均

則由第 20 位上升至第 24 位。財政收
入實現了近 30%的增速。今年一季度
全國經濟增速為8.1%，陝西則達到了
13%，在全國處於前列。同時，陝西
堅持 「一手抓發展，一手抓民生」的
政策，增加的財政收入主要用來改善
民生，包括就業、教育、養老、社保
、住房安居工程等等。在發展過程中
社會和諧度總體向好，文化發展活躍
，生態環境總體向好。

趙樂際同時直言，陝西也有需要
進一步改善的問題。作為一個內陸欠
發達、後發展的省份，地區發展不平
衡，城鄉居民收入比較低，傳統產業
分量重，內需動力不足，外向度還不
高，需要通過轉變發展方式來解決。
中共十七屆六中全會作出了文化大發
展大繁榮的決策，陝西也將繼續發展
文化產業，目標是經過五年使文化產
業增加值達到5%以上。

訪陝團樂築溝通橋樑
姜在忠表示，陝西地處西部欠發

達地區，自身發展起步也比較晚，但
近年來取得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

姜在忠指出，陝西省委省政府發
展經濟的同時關注民生，努力提高人
民群眾的生活質量，廣大群眾對此表
示滿意。 「訪陝團」將就陝西的經濟
、民生、文化等各方面進行深入採訪
，發掘陝西在發展過程中為香港和其
他境外投資者提供的機遇，架起陝西
同海外聯繫溝通的橋樑。

本次 「香港新聞界訪陝團」由大
公報、香港亞洲電視、都市日報、信

報月刊、成報、文匯報、資本雜誌、
中國日報香港版、瞭望中國雜誌、鏡
報、中通社、明報、南華早報、香港
商報、經濟通通訊社、星島日報、新
報等17家傳媒組成。由大公報社長姜
在忠任團長；全國政協委員、香港新
聞聯會長張國良和全國政協委員、亞
視主要投資人王征任名譽團長；大公

報總編輯賈西平、都市日報亞洲區行
政總裁顧堯坤、信報月刊總編輯文灼
非、成報董事局主席謝海瑜為副團長
。

陝西省委常委、秘書長魏民洲，
省委副秘書長李興旺，省委宣傳部副
部長劉斌，省新聞辦主任李偉等也參
加了會見。

【本報訊】據中新社報道，廣東實驗中學 「鍾南山科學
人才培養班」（以下簡稱 「南山班」）22 日揭牌。中國工
程院院士鍾南山在揭牌儀式上表示，不指望 「南山班」走出
高考狀元，而希望能成為 「兩院」院士候選人甚至諾貝爾獎
得主的搖籃。

據實驗中學校長鄭熾欽透露，新成立的 「南山班」於今
年 4 月將面向廣東招收應屆初三畢業生 30 人，並列入公費
生計劃，預計今年9月正式開學。

「南山班」將單獨編班，並採取雙導師制，即每位學生
均有一名本校教師和一名校外專家作為導師，同時將聘請海
內外教授進行指導。學生還可以利用部分假日到大學開展課
題研究，並接受海內外精英教育課程、外國交流研修課程等。

鍾南山在揭牌儀式稱， 「南山班」是培養創新動力、實
踐和思維的人才，將來檢測指標並不僅僅是拚考名校的數量
。 「我並不指望這裡走出多少個高考狀元，因為他們帶有相
當明顯的應試特徵。」他希望 「南山班」能培養出獨立思考
和質疑權威的人才。

粵省實中學開設南山班
鍾南山：不要狀元要創新人才

【本報訊】據新華社報道，記者從海南省免稅品公司獲
悉，海口美蘭機場免稅店二期改造工程開工建設，將於年底
前完成改造工作，面積將由目前的 2000 餘平方米增加至
6000餘平方米，並增設多個品牌專賣店。

目前，海口美蘭機場免稅店分為A、B兩個區域。每逢
客流高峰時期，免稅店內平均每個旅客的接待面積不到2平
方米。此外，由於區位的限制，免稅店目前所處的區域僅覆
蓋了國內出發廳40%左右的登機口，其他60%的登機口尚未
覆蓋。

受制於此，海口美蘭機場免稅店距離理想經營目標尚有
一定差距。據介紹，免稅店二期改造工作分兩個階段進行。
第一階段預計增加面積2300餘平方米，將在今年7月1日前
完成，增設5個品牌專賣店和1個手表專賣區；第二階段將
於年底前完成。

此外，今年年底，海口美蘭機場免稅店將引入 「黎錦」
這一具有海南特色的旅遊產品。未來的海口美蘭機場免稅店
不僅是世界奢侈品的前沿T台，也是展示海南特色文化的櫥
窗。

海口免稅店年內擴至六千平米

【本報訊】自上世紀 80 年代起的
「百萬民工下珠江」潮流正在發生逆

轉。最新數據顯示，經過30 多年的人
口經濟持續增長之後，深圳的流動人
口首次出現了負增長。而廣州、東莞
的常住人口數量也有所下降。專家稱

，產業轉型、經濟指標下滑以及沿海
城市生活成本高昂等多重因素正在改
變內地沿海城市的人口結構。

據新華社報道，深圳是內地最大
的 「移民」城市。長期以來，戶籍人
口與非戶籍人口嚴重倒掛，比例約為1

：3。但該市統計局近期公布的數據顯
示，2011 年，深圳戶籍人口同比增長
6.72%，而非戶籍人口則減少7.32萬人
，負增長 0.93%。這是深圳建市 30 多
年來首次出現全市範圍內非戶籍人口
下降。

落後產能向中西部轉移
對於非戶籍人口的減少，深圳市

統計局指出，2011 年的人口統計數據
發生變化與深圳加大戶籍人口的納入
力度相關。

但統計局人口辦公室負責人華瓊
輝認為，非戶籍人口減少是多年來產
業轉型累積的表現。深圳自上世紀 90
年代開始了產業轉型升級。勞動密集
型的製造業減少，以及同類型企業向
內陸地區遷移，使得勞動力也隨之遷
移。

深圳市寶安區統計局相關負責人
也指出， 「有什麼樣的產業結構就有
什麼樣的人口結構」。 「人隨產業走
」，非戶籍人口減少是深圳產業結構
升級的必然結果。

與深圳類似，東莞近年來也淘汰
了一批用工多、污染大、產能小的落
後產能。一些製造企業開始把生產基
地向越南、印尼等東南亞國家或中國
中西部地區轉移，以緩衝企業運營成

本和招工壓力。
經濟指標下滑也是非戶籍人口減

少的一個重要原因。華瓊輝表示，當
前國際國內的經濟狀況不景氣，企業
訂單減少或者乾脆倒閉，都影響了非
戶籍人口的變化。

深圳大學管理學院教授馬敬仁
說，從社會管理的角度看，流動人
口減少符合沿海城市優化人口結構
的需要。

完善制度將助人口回流
但也有專家認為，流動人口減少

體現出珠三角對人才的吸引力下降。
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教授陶然認為
，珠三角在經濟高速增長階段大量利
用外來流動人口，但卻沒有形成相應
的制度充分保障其權利。他建議，地
方政府要保持經濟活力，必須完善制
度吸引勞動力。

深圳市總工會生產保護部部長
王鴻利認為，隨着中國老年社會的
臨近，勞動力供應總量會逐步下降
，再加上中西部地區就業空間增大
、沿海城市高房價高物價以及薪酬
待遇缺乏競爭力等因素，產業工人
「回流」明顯。

他認為，沿海城市的 「就業難」
和 「用工荒」將長期並存。

珠三角流動人口負增長
專家：經濟轉型致人隨產業走

陝西省委書記、省人大常委會主任趙樂際今日在此間會見了
由香港新聞聯主席、大公報董事長兼社長姜在忠為團長的 「香港
新聞界訪陝團」 。趙樂際表示，陝西現在正處於經濟社會快速發
展的上升區間，未來將繼續加強改善民生，加快轉變發展方式的
進程。

【本報記者張建麗、馬浩亮西安二十二日電】

▲22日是世界地球日。山東聊城大學美術學院的大學生
走上街頭， 「身體力行」 呼籲人們關愛環境。圖為兩個
「銅人」 舉着 「沒有買賣就沒有殺害」 、 「我很熱」 的
標語，宣傳 「拒絕皮草」 、 「低碳生活」 等環保理念

中新社

【本報訊】據新華社報道，受外需疲軟、內需有
所減弱等因素疊加影響，今年以來廣東經濟增長明顯
放緩。面對不利影響，廣東省積極推動現代產業崛起
，加快轉型升級步伐，全省經濟運行實現總體穩健。

經國家統計局核定，一季度廣東實現地區生產總
值11510.80億元，按可比價格計算，比上年同期增長
7.2%，增幅同比回落3.3個百分點。這意味着同期廣
東經濟增速低於全國平均增長水準0.9個百分點，為
近年來少有。

面對嚴峻挑戰，廣東省着力轉變發展方式，推進
消費驅動、技術進步和體制創新，尋找經濟增長的新
引擎，產業轉型升級實現 「逆勢提速」。

在工業經濟增長趨緩的情況下，當前廣東省的高
技術、戰略性新興產業等現代產業加快發展。一些新
興產業產品投產或擴產，表現出良好的發展態勢，成
為經濟發展的亮點。今年一季度，廣東規模以上高技
術製造業完成增加值 1078.20 億元，增長 10.6%，比

規模以上工業快3.9個百分點。其中醫藥製造業增長
11.5%，電子及通信設備製造業增長12.2%。

東西部工業化進程加快
在一些重要新興工業產品產量方面，同期廣東生

產的 GPS 接收機、移動通信基站設備、光電子器件
、發光二極管、核能發電量、風能發電量等同比分別
增長21.2%、114.8%、32.7%、46.3%、24.2%和225.3%
。這些數據表明，當前廣東工業發展的高級化程度不
斷提高。

同時，廣東欠發達地區的工業化進程也明顯加快
，成為拓展全省現代產業增量的新載體。今年一季度
，廣東東西北欠發達地區的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分別
比全省高6.2個、2.3個和2.9個百分點。主要部署在
這些欠發達地區的 36 個省級產業轉移園區，累計增
加值同比增長12%，高於規模以上工業增速5.3個百
分點。

現代產業成新引擎

廣東經濟逆勢提速

▲引進科研團隊將推動現代產業發展。圖為東莞
某集團藥業研究院裡，世界知名抗病毒專家戈爾
德曼教授（左）在指導中方研發人員 新華社

▲廣東外來人口不斷流失。圖為曾在珠海打工15年的重慶夫婦，由於始終不
習慣城市生活，最終選擇回鄉創辦蛋雞養殖場 新華社

【本報記者雷永剛西安二十二
日電】率 「香港新聞界訪陝團」來
陝出席 「境外媒體看陝西」活動的
姜在忠社長，在抵達西安當晚便會
見了紀錄片《報界宗師張季鸞》劇
組成員。

會面中，記錄片藝術總監張井
先生向姜社長介紹了該劇創作的前
期策劃、拍攝過程，以及之後的創
作設想。

姜社長感謝《報界宗師張季
鸞》劇組所做的工作，表示張季
鸞先生是新記大公報的創始人之
一，是中國傳媒界的大師、泰山
、北斗，給他立傳是為中國傳媒
界做了一件善事，為大公報做了
一件善事。

他認為，張季鸞先生是中國文
人辦報的典範。在國難當頭之時，
張公以筆代槍，言論報國，激勵着
中華民族共赴國難、奮力抗日，其
作用有時甚至比刀槍更關鍵。而他
主持筆政之時，也正是大公報的巔
峰時代。

張公做新聞重確切
談到張季鸞先生的新聞職業操

守，姜社長認為，張公提倡報紙要
談確切的事情，而他自己所寫的文
章都來自於實際。毛澤東主席曾以
「手搖鵝毛扇，到處作座上客」評

價張季鸞先生，說明張季鸞先生的
文章，都是在與各方面深入採訪、
交流之後才寫出來的。這與今天新
聞界要 「貼近生活、貼近群眾、貼
近實際」的 「三貼近」原則是相同
的。

姜社長表示，張季鸞先生是中
國新聞界的典範，拍攝《報界宗師
張季鸞》紀錄片也有着非常現實的
時代意義。大公報一定會對該劇的
創作全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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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在忠社長（左四）與《報界宗師張季鸞》劇
組合影 本報攝

趙樂際會見港媒訪陝團

▲陝西省委書記、省人大常委會主任趙樂際（中）與大公報社長姜在忠
（左）、總編輯賈西平（右）合影 本報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