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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記者從天津濱海新區了解到，濱海新區正式發布了《能源

發展 「十二五」 規劃》。該 「規劃」 提出，今後幾年，濱海新區將
大力開發利用風能、太陽能、生物質能、地熱能、水能等5類非化
石能源。到2015年，全區非化石能源開發總量將達220萬噸標準煤
，比2010年增加175萬噸，使濱海新區成為宜居生態型新城區。

據了解，非化石能源指非煤炭、石油、天然氣等經長時間地質
變化形成，只供一次性使用的能源類型外的能源，包括核能、風能
、太陽能、水能、生物質能、地熱能、海洋能等。按照該 「規劃」
，濱海新區將利用大港、漢沽等沿海區域風能資源，積極開發陸地
風電，適度發展海上風電；通過政策扶持和引導，推進各功能區的
太陽能熱利用，加快光伏發電、光伏節能建築的發展；在保護地下
水資源的前提下，推廣地熱能高效利用技術；結合垃圾填埋場建設
，穩步發展生物質能發電。

在風能方面，將重點建設大神堂風電場完善工程、沙井子二、
三期風電項目、大港獨流減河風電項目等。最終實現全區風力發電
總裝機規模達800兆瓦的目標。

在太陽能方面，將在中新生態城、泰達經濟技術開發區、臨港
經濟區等功能區推動光伏發電項目建設，到2015年，光伏發電裝機
容量達到100兆瓦。

在生物質能方面，將建設大港垃圾焚燒發電廠，日處理生活垃
圾1000噸，裝機容量18兆瓦。此外，還將在中新天津生態城、濱
海旅遊區、北塘經濟區等區域積極推廣淺層地熱能應用，到2015年
，新增地熱能採暖面積500萬平方米。在中新生態城污水處理廠等
處建設污水源熱泵，新增採暖面積120萬平方米。

張德江報告批薄熙來違紀
重慶黨代會 肯定過去五年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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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恰逢重慶掛牌成為直轄市十五周年，張德江在
報告中首先回顧了重慶過去五年的工作和直轄十五年的
成績。張德江說，重慶 「過去五年的成績，是直轄以來
前十年工作的承繼、延續和發展」。五年來，重慶經濟
持續快速發展、庫區移民搬遷任務圓滿完成、實施統籌
城鄉改革和內陸開放高地建設，改革開放步伐加快、城
鄉面貌和人民生活明顯改善、民主政治建設和黨建加強
，黨群幹群關係進一步改善。

同時，張德江不諱言， 「重慶的發展和市委的工作
還存在一些問題和不足。特別是王立軍事件、尼爾．伍
德死亡案件和薄熙來同志嚴重違紀問題，給黨和國家形
象帶來很大損害，給重慶改革發展造成嚴重影響。市委
先後召開常委會會議和常委專題民主生活會，認真學習
貫徹中央指示精神，並進行了總結反思。」

張德江嚴肅地說： 「一方面，要把重慶近五年取得
的成績和廣大幹部群眾付出的艱辛努力與王立軍事件、
尼爾．伍德死亡案件和薄熙來同志嚴重違紀問題嚴格區
別開來。另一方面，要深刻汲取教訓，認真查找工作中
的問題，切實改進工作。市委和全市廣大幹部群眾堅決
擁護中央決定，決心在以胡錦濤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
領導下，共同把重慶建設得更加美好。」

此時，在座的745名重慶黨代表異常安靜，甚至沒有
一頁報告紙張翻動的聲音。

不容個人凌駕於法律之上
張德江在報告中進一步指出，重慶要堅持法律面前

人人平等，決不允許任何組織和個人凌駕於法律之上，
領導幹部尤其要帶頭遵守憲法和法律，堅決防止和反對
以言代法、以權代法、干預具體案件。

他還說，重慶要堅持依法治市，切實維護司法權威
，支持法院、檢察院依法獨立行使審判權、檢察權，推
進審判、檢務、警務公開，強化法律監督，堅決防止濫
用職權、徇私枉法、刑訊逼供等違法行為，做到有法必
依、違法必究。

嚴防「家長制」「一言堂」
張德江又表示： 「重慶各級領導班子應嚴格執行議

事規則和決策程序，堅決防止 『家長制』、 『一言堂
』」。」他要求重慶堅決糾正用人上的不正之風，堅決
防止搞 「小圈子」、憑個人好惡用人；健全考核評價機
制，引導幹部牢固樹立科學發展觀和正確政績觀。堅決
反對憑主觀意願決策、搞強迫命令和瞎指揮。堅持真抓
實幹，說實話、辦實事、求實效，堅決反對形式主義、
大轟大嗡、虛報浮誇、弄虛作假等壞風氣，創造經得起
實踐、人民和歷史檢驗的業績。

他在報告中說，要始終保持黨的先進性和純潔性，
為重慶改革發展提供堅強政治保證。他強調，重慶要堅
持民主集中制，加強各級領導班子建設。制度面前沒有
特權，制度約束沒有例外。各級領導班子和黨員幹部要
自覺遵守黨的政治紀律和組織紀律，堅決反對自由主義
和個人主義，始終同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有評論認為，張德江的這些話，可以視為是重慶市
對薄熙來嚴重違紀問題進行批評反思的定調。

中紀委、中組部專門派了有關負責人出席重慶市黨
代會進行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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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眾所周知的原因，重慶市黨代會
何時開、怎麼開，一直是外界關注的焦點
。此前媒體從當局的隻言片語中捕捉出
「重慶黨代會將延期舉行」的信息，便曾

引起一陣輿論騷動，作出多方猜測。但事
實證明，將渝黨代會從原計劃的5月份延
至 6 月 18 日舉行，的確是一個睿智決定
。這一天，恰逢重慶直轄市建立 15 周年
，站在這樣一個歷史節點上來總結回顧，
其黨代會報告顯然可以擺脫 「只評價本屆
政府五年任期」的局限，避免在中央定調
之前過早下結論。這種打 「時間差」的巧
妙安排，顯示出當局在處理敏感時期問題
上的政治智慧。

這種政治智慧同樣體現在渝黨代會報
告裡。現任主政官張德江所做的報告，看
似四平八穩，其實稍微留心就可以讀出個
中 「玄機」。他並沒有迴避薄熙來、王立
軍事件造成的負面影響，但又強調應將民
眾的努力與違法違紀問題區分開來，避免
挫傷群眾的積極性。對於過去五年重慶曾
經出現的一系列問題，他雖沒有集中筆墨
加以闡述，但也較為低調地在字裡行間進
行了回應。

針對過去幾年重慶 「國進民退」趨勢
明顯，很多民企被阻隔在重大建設項目門
檻之外，張在報告中提出， 「要放寬行業
准入，鼓勵民間資本進入基礎設施、基礎
產業和公共服務等領域」；針對外界批評
重慶財政 「寅吃卯糧」，張在報告中強調
，今後改善民生福祉將 「用改革的思路和
可持續的辦法」；對於外界質疑渝當局高
調 「唱紅」、行政干預民眾精神生活，張
則在報告中指出，將 「弘揚主旋律，提倡

多樣化，遵循文化發展規律」；特別針對一些冤案錯
案所帶來的外界對重慶民主法治方面的擔憂，張在報
告中重申， 「支持法院、檢察院依法獨立行使審判權
、檢察權……堅決防止濫用職權、徇私枉法、刑訊逼
供等違法行為……決不允許任何組織和個人凌駕於法
律之上……堅決防止和反對以言代法、以權代法、干
預具體案件。」

可以說，一段時間以來始終縈繞在人們心中的關
於重慶的種種疑慮，幾乎都能在渝黨代會報告中一一
求解。這些有的放矢的回應，既從客觀上承認了過去
幾年重慶在某些方面的確走了彎路，反擊了一些人關
於 「倒薄」乃政治紛爭的 「陰謀論」解讀；另一方面
，也給關心重慶何去何從的人們派了顆定心丸，顯然
，重慶當局已意識到問題所在，且正在下決心作出改
變。

事實上，一些改變已經在行動中體現出來。張德
江到任重慶之後，多次強調將推進改革，加大開放，
高調挺私，發展經濟。他所作出的撥亂反正的努力，
既旗幟鮮明，又謹慎穩妥，在大是大非面前敢於重申
立場，在涉及面廣、容易引發民意反彈的 「唱紅」等
問題上又不匆忙表態，顯現出頗高的施政技巧。種種
跡象表明，重慶正在逐漸修正方向，重新回到正常軌
道。那個曾在外人眼中光怪陸離的 「時代異類」形象
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個悄然改變低調轉身的重
慶。

當然，這只能算是重慶謀求 「新生」的開始，仍
有許多問題值得深刻反思。一方面，當主政者出現施
政偏差時，周圍一片鴉雀無聲，已經暴露了黨內民
主及行政監督制度上的缺失；另一方面，民粹主義
之所以還有很大市場，說明當地社會貧富差距、
分配不公的確積壓了焦躁的情緒，須引起警惕
。或許只有將這些問題都一併找到程序
正義又切實有效的解決途徑，那時才能
算是重慶真正的 「鳳凰涅槃」。

【本報記者俞芳重慶十八日電】今日召開
的中共重慶市第四次代表大會上，受邀的十多
位白髮蒼蒼的老同志積極參會無一缺席，其中
一位更是讓人背進會場還認真做了筆記。

會場顯得格外肅穆，主席台上所有男官員
一律深色西裝紅色領帶，女幹部也是紅色襯衣
深色外套。近兩個小時的會議，全體參會人員
個個聚精會神，連報告翻頁的聲音都十分一
致。

張德江用 「三個離不開」總結重慶直轄十
五年成就：直轄十五年的巨大成就，離不開黨
中央國務院的高度重視和親切關懷、離不開歷
屆市委的勵精圖治和不懈奮鬥、離不開重慶各
族人民的勤勞智慧和拚搏實幹。這 「三個離不
開」獲得了與會代表三次熱烈掌聲。報告中出

現了29次 「科學發展」，11次 「富民興渝」。
報告多次被掌聲打斷，當張德江做完報告最後
向主席台和代表們各自深深鞠躬時，更是贏得
了長時間的熱烈掌聲。

「此次黨代會報告廣泛徵求了重慶各個區
縣、部門、各級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各個民
主黨派、老幹部老同志等的意見，召開座談會
和討論會至少 30 場以上，彙集了超過 1300 條
意見和建議，具有廣泛的社會認同基礎，完全
是民主產生出來的。」籌備組成員之一告訴本
報記者： 「我覺得最特別的是，此次提出的未
來 5 年發展方向和戰略目標，沒有一個具體的
數字目標，但是從指導思想到總綱再到總任務
和戰略都是如此清晰實在，讓人感覺踏實，有
股去努力的勁頭。」

中共重慶市第四次代表大會今日開幕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
重慶市委書記張德江代表中共重慶市委作
報告，在肯定重慶近五年來工作成績的同
時，批評前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嚴重違紀
問題 「給黨和國家形象帶來很大損害」 。
報告提出， 「黨員幹部要增強政治敏銳性
和鑒別力，在大是大非面前始終保持清醒
頭腦」 。

【本報記者韓毅重慶十八日電】

報告清晰實在贏得掌聲

【本報記者冀萍、杜見釗重慶十八日電】
重慶市委書記張德江今天在重慶第四次黨代會
上，肯定了重慶直轄十五年來的成績，分析了
重慶的發展現狀，實事求是地謀劃後未來五年
的發展方向，提出了實現經濟發展水平、社會
發展水平、人民生活水平在西部領先；力爭五
年內在西部率先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發展
目標。

張德江在報告中指出，重慶市情特殊，集
大城市、大農村、大山區、大庫區於一體，城
鄉區域差異很大；綜合實力還不強，工業化、
城鎮化、農業現代化水平還不高，人民生活還
不富裕；經濟增長方式比較粗放，科技創新能
力較弱，資源能源環境約束趨緊，社會安全穩
定任務仍很艱巨，發展不全面不協調不可持續
的問題比較突出；黨的建設任務仍很繁重。
「總體上看，重慶仍然處在欠發達階段，仍然

屬於欠發達地區。」

一統三化兩轉變
報告提出，要科學地確定重慶發展的指導

思想和戰略思路。未來五年，重慶將以 「科學
發展、富民興渝」為總任務，實施 「一統三化
兩轉變」戰略，深化改革開放，力爭 2017 年
在西部率先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目標。

「一統」是要統籌城鄉區域協調發展，深
入推進統籌城鄉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建設，着
力構建城鄉區域一體化發展體制機制，促進城
市支持農村、工業反哺農業、 「一圈」帶動
「兩翼」，形成城鄉區域協調發展新格局。

「三化」就是要加快推進工業化、城鎮化
、農業現代化，以工業化為引擎，以城鎮化為
依託，以農業現代化為基礎， 「三化」同步推
進，形成重慶科學發展的強大動力。

「兩轉變」就是要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提
高發展質量和效益；轉變政府職能，創新社會
管理。報告認為，這一戰略歸結起來，是要推

動重慶步入科學發展的正確軌道。

扶持民營經濟發展
報告還提出要深化經濟體制改革，推動民

營經濟大發展，完善和落實扶持政策，減輕企
業負擔，放寬行業准入，鼓勵民間資本參與國
企改革，進入基礎設施、基礎產業和公共服務
等領域。

此外，穩步推進以公租房為重點的保障性
住房建設；加強收入分配調節，逐步縮小收入
差距，促進共同富裕等保障和改善民生的措施
也寫入了報告。

張德江在報告中表示，到 2020 年，重慶
發展的全面性、協調性、可持續性進一步增強
，居民生活質量進一步提升，社會文明程度進
一步提高，建設更高水平的小康社會。再經過
10 年左右的奮鬥，到直轄三十周年前後，一
個經濟發達、社會文明、生態良好、人民幸福
的現代化重慶將崛起。

張德江倡科學發展富民興渝

一 統：統籌城鄉區域
協調發展

三 化：同步加快推進
工業化、城鎮
化、農業現代
化

兩轉變：轉變經濟發展
方式，提高發
展質量和效益
；轉變政府職
能，創新社會
管理

▲一位參會的重慶老同志被背進會場 本報攝

▲中共重慶市第四次代表大會18日開幕 中新社

▲張德江在中共重慶市第四次代表大會上做報告 中新社

▶前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今年三月被解職，由中紀委立案
調查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