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家祥：李家祥：適度超前發展民航適度超前發展民航
基建滯後 機場數不及南非一半

二〇一二年七月二十一日 星期六A8中國新聞責任編輯：呂 陽 王兆陽

國務院本月初公布了《關於促進民航業發展的若干意見》
，中國民用航空局局長李家祥今日在出席國務院新聞發布會介
紹《意見》的貫徹落實情況時表示，中國民航業發展滯後於經
濟社會總體戰略發展要求，需要在量力而行的同時，適度超
前發展。他在回答大公報有關機場普遍虧損的問題時指出，
機場運營要考慮綜合效益，去年全國180個機場總體盈利46
億元。 【本報記者賈磊北京二十日電】

王岐山：堅守底線嚴防金融風險
【本報訊】新華社北京二十日消息：中共中

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王岐山 20 日出席
省部級領導幹部 「金融監管和風險防範」研討班
座談會。他指出，要牢牢把握穩中求進的總基調
，加快轉變金融發展方式，推進體制機制改革和
組織制度創新，加強金融監管，堅決守住不發生
系統性、區域性金融風險的底線，更好地服務於
經濟社會發展，以優異成績迎接黨的十八大勝利
召開。

王岐山指出，我國金融發展方式比較粗放，
市場發育稚嫩，存在不少體制性、機制性和結構
性問題。要按照 「十二五」規劃要求，深化改革
，勇於探索，下決心轉變金融發展方式，全面提
升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的能力，努力實現發展的速
度與結構、品質、效益相統一。

王岐山表示，金融系統要認真貫徹落實中央
的決策部署，堅定信心，立足當前，着眼長遠，
實施好穩健的貨幣政策，適當加大預調微調力度

，提高針對性、前瞻性和有效性。進一步優化信
貸結構，確保重點項目建設資金供給，加大對
「三農」、小微企業的支持力度，滿足有市場、

有效益進出口企業的信貸需求。金融機構要找準
定位，一心一意辦好主業，辦出特色，防止盲目
擴張，實現自身可持續發展。

王岐山強調，防範和化解金融風險，關乎金
融安全、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必須時刻緊繃這
根弦。要進一步完善金融市場准入和退出機制，

防範道德風險。密切關注苗頭性問題，加強風險
識別、監測和預警，完善應急預案，做到早發現
，早報告，早處置。要嚴厲打擊非法集資、金融
傳銷等違法金融活動，清理整頓各類交易場所，
切實防範企業 「走出去」的金融風險。

王岐山說，做好金融工作，最終靠人。金融
系統要加強各級領導班子建設，全面提高幹部隊
伍素質。各級領導幹部要努力學習金融知識和政
策法規，不斷增強運用金融服務全局和維護金融
安全的本領。

本次研討班由中央組織部、銀監會、國家行
政學院合辦。參加研討班的學員有各省、自治區、
直轄市和新疆生產建設兵團負責同志，中央國家
機關有關部門負責同志，大型金融機構負責人。

【本報記者賈磊北京二十日電】中
國民用航空局局長李家祥今天透露，現
在國內外每天約有400 個要求飛北京的
航班無法得到批准。同時，北京首都機
場每天航班有接近 1000 個架次安排不
上， 「緊張到什麼程度？一個航班都加
不進去了」。

據介紹，現有的首都機場自 1958
年投入使用後已經歷了多次大規模的擴
建和整修。2008年3號航站樓第三條跑
道投入使用，但很快，容量飽和問題再
次出現。

2010年，首都機場的年度吞吐量就
超過 7000 萬人次。李家祥稱，由於資
源的特殊緊張，已經造成有些小公司只
能在夜間飛北京的不平衡現象出現。

國家發改委基礎產業司司長黃民表
示，首都機場的容量負載無法滿足不斷
增長的需要，另選新址建設北京新機場
一事已被提上議事日程。目前，正在進
行立項相關的前期工作，包括建設規模

、建設標準、市場定位的研究等。

航空民資增長迅速
另外，對於有聲音質疑民航局在航

班時刻分配上對小公司是否存在歧視，
李家祥強調民航局對國有企業和非國有
企業一視同仁，並且按照國務院出台的
36條支持非公經濟發展的意見，民航局
還給予民營航空一些協調支持。

他介紹指，現在民航運營的航空公
司為 46 家，其中民營有 10 家，而且後
面的增長數量要快於國有控股的公司。
今年新增的3家都為民營公司，等待審
批或者要申請的公司多數也為民營。上
述資源分配問題，需靠發展來解決。

對於廉價航空的發展，李家祥表示
民航局對航空公司價格上漲提出了限制
，但對於下降是沒有封底的，下降越多
越好，因為它既降低了乘客出行成本，
同時也推進了中國民航的大眾化服務。

【本報訊】在今日的新聞發布會上
，國家發改委基礎產業司司長黃民表示
，中國政府將 「積極促進通用航空產業
的發展」，包括低空空域對個人的開放
，具體政策正在研究當中。

中新社消息：隨着中國經濟社會的
發展，人們對於航空運輸的需求越來越
強，形式更加多樣，中國的通用航空
「應適應市場的需求」。國務院近日發

布的《意見》，將大力發展通用航空作為
促進民航業發展的主要任務之一，爭取
到 2020 年，通用航空實現規模化發展，
飛行總量達200萬小時，年均增長19%。

黃民表示，通用航空包括個人對低
空空域的使用，包括私人飛行， 「十二
五」規劃已經明確要加強通用航空基礎
設施建設，促進通用航空產業的發展，
低空空域開放是一個重要的基礎。目前
多部門正在研究在確保安全的前提下，
為社會提供一個更好的空域層面上的服
務。

黃民表示，發改委將配合有關部門
加快推進空域管理體制改革，充分開發
利用空域資源，促進低空空域開發，擴
大試點範圍，合理布局和建設飛行服務
網點，建立高效便捷安全的運行管理機
制。

【本報訊】據內地媒體報道，7 月 17 日，
來自香港大學、香港理工大學、香港中文大學
、香港科技大學等高校的 170 多名香港大學生
與兩位中央企業高管齊聚一堂，暢談成長經歷
、人生理想。有港生表示，零距離與央企高管
接觸，以及自上月25日起在央企的實習經歷使
自己感受到了企業的人情味和包容性， 「央企
像家很溫馨」。

作為交流嘉賓，中國鋁業公司黨組成員、
副總經理敖宏回答了香港同學對於央企的許多
疑問。談到央企的現狀，他表示，老國企那種
「大鍋飯」的做派早已被打破，現在的央企有

了完善的現代企業管理制度。

高管：遵循市場做強做優
針對部分同學對於央企內黨委作用的疑問

，敖宏稱，過去的國企中，黨委的確扮演着
「婆婆」加 「老闆」的角色，但現在的央企早

已不同，譬如他所在地中鋁黨務工作和企業運
作是分開的。敖宏笑稱，企業是否有活力運行
是否規範，關鍵要看它有沒有按市場化的方式
去運作，所有制並不重要。

中國機械工業集團有限公司副總經理、黨
委常委丁宏祥則就企業創新與科技發展的問題
發表了看法，他說 「過去做企業，常說 『做大
做強』，近些年則更多的是提 『做強做優』，
更注重在技術創新上做文章。」

同學：注重員工個人感受
早在這次面對面交流之前，這群香港大學

生中，已有52人在央企實習了近一個月。
來自香港中文大學的大一女生黃美淇表示

，她最大的感受是央企工作節奏之 「慢」，但央
企的 「慢」卻沒有太多地影響到效率。 「每個
部門各司其職，我所在的財務部門每天就是和
銀行打交道，工作雖不太累但流程都很規範。」

在央企實習的過程中，香港的大學生們更
多地感受到了企業的人情味和包容性。 「央企
像家很溫馨，上下級之間來往，沒有那麼多繁
文縟節要遵守，在香港這是不可想像的。」同
樣來自香港中文大學郭姻泠說，香港的各項企
業制度非常嚴格，一旦觸及不留情面，而在央
企中大家更多地會考慮員工的個人感受，不會
「下手太狠」，共事的環境也更加融洽。

實習一月 體會人情味包容性

港生：央企像家很溫馨
【本報記者李理北京二十日電】在中國傳統產業生存壓

力逐漸增大的背景下，服務外包業逐漸成為經濟穩增長的推
動力。商務部研究院黨委書記、副院長任鴻斌今日在 「第五
屆全球外包大會」新聞發布會中指出，面臨成本上升、人才
緊缺和產業轉型等挑戰，中國服務外包產業將呈現出成本要
素主導等四大趨勢。他並預計，未來五年內，中國服務外包
市場將保持年均約26%的增長率。

統計數字顯示，去年全球離岸服務外包市場規模約為
1026億美元。其中有238.3億美元的離岸服務外包業務在中
國發生，佔比23.2%，比2010年提高了6.3個百分點。

任鴻斌分析稱，隨着信息技術飛速發展和國際分工細化
深化，國際服務外包市場將進入新一輪快速增長期。對中國
而言，服務外包產業不僅有利於優化經濟結構，更可以促進
大學生就業。他認為，目前中國服務外包市場存在四大發展
趨勢。

第一，受成本上升影響，中國服務外包產業將由東部沿
海城市向中西部地區轉移。第二，人才重要性將進一步提升
，成為中國服務外包城市、園區以及企業實現可持續發展的
核心要素。第三，作為服務外包市場規模最大的垂直方向，
金融外包具備產業鏈覆蓋面廣等特點，金融外包市場將全面
開放。第四，中國服務外包領域將從傳統的信息技術外包逐
漸擴展到技術含量更高的工藝流程外包和知識流程外包，並
成為未來發展主流，推動產業縱深發展。

全球外包大會是全球服務外包領域最高級別的盛會，由
亞太總裁協會發起並聯合各國政府及機構共同主辦，至今已
經成功召開了四次大會。第五屆全球外包大會將於 7 月 26
日-29 日在雲南昆明舉行，屆時，會議將發布昆明宣言和
《2012全球服務外包發展報告》。

中國服務外包前景廣

《意見》指出，中國民航業的發展目標是，到2020年初步形成安全、
便捷、高效、綠色的現代化民用航空體系，航空服務覆蓋全國89%的人口。
其中特意強調，加強機場規劃和建設，要做到 「既要適度超前，又要量力而
行，同時預留好發展空間」。

對此，李家祥解讀為，當有能力超前時， 「超前發展也是一種量力而行
」。他援引數據稱，美國目前各類機場有19000個，而巴西、南非等發展中
國家客貨運輸運營的機場也有700多座。但中國目前真正運行的機場僅182
個，加上通用航空機場，也不到300個，意味着中國330個地級行政區平均
僅擁有不足一個機場。 「中國有的地級市人口約一千多萬，連個機場都沒有
，說明什麼？說明我們還是發展中國家。」李家祥說。

超前建設相對節約
他表示，中國民航的建設，特別是基礎建設，大大滯後於經濟發展。不

斷地新建、改擴建機場說明建設數量不夠或者規劃不符合需要，造成很大浪
費，超前建設相對節約。《意見》明確強調民航是基礎性產業、戰略性產業
，意味着機場建設和民航的發展，需要有一定的超前性。

對此，出席同一場合基礎產業司司長黃民表示，適度超前指的是規劃布
局、建設規模；量力而行更多講的是標準層面。他指出，布局、規模需要超
前，但當期資金要考慮到建設標準。未來新建機場基本都是支線機場和少量
移建、擴建、增建的幹線機場。

另外，李家祥指出，當前民航業發展面臨社會需求巨大與關鍵資源不足
、發展速度過快與基礎不牢、行業戰略地位凸顯與體制不順、國際航空運輸
自由化與中國民用航空競爭力不強、行業可持續發展與創新能力不足等五大
矛盾以及東中部民航業發展不平衡、民航業與其他交通方式聯動發展不足、
民航業不同運營模式和分工合作格局還未形成、通用航空發展滯後等四個方
面的結構性問題。

從總體效益看虧損
儘管《意見》要求加強機場規劃和建設，但數據顯示，去年全國180個

運輸機場中，有135個處於虧損狀態，其中近九成為中小機場。
如何面對建設與虧損的矛盾？李家祥表示，去年130多個機場一共虧損

不足20億，但全國180個機場總體盈利46億元。他舉例稱，黑龍江漠河機
場一年運營費用不足2000萬，但帶來的綜合效益一年為3個多億。

李家祥建議，機場的投入應作為基礎設施投資，而非經營性資產。目前雲
南省12個支線機場已連續五年盈利，「栽一片就成了森林，會越長越高。」

黃民則認為，支線機場在應急突發、搶險救災時能發揮重要作用，還能
提高幹線機場的盈利水平，不能僅從財務狀況來衡量機場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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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發改委基礎產業司司長黃民表
示，促進通用航空產業的發展，低空
空域開放是重要基礎 新華社

▲7月20日，香港民眾安全服務隊少年團200名小隊員
來到深圳邊防支隊直屬船艇大隊大梅沙基地參觀訪問。
在邊防官兵的帶領下，小隊員們參觀了深圳邊防支隊海
上特勤隊及公安邊防44101、44102艦艇。海上特勤隊
的 「蛙人」 還為香港小隊員們表演了水下摸排、水下推
進器使用等訓練課目。圖為一名香港民安隊少年團的小
隊員體驗艦上射擊。 新華社

北京新機場建設提上日程

▲對於加強機場規劃和建設，中國民用航空局局長李家祥表示，當有能力超
前時， 「超前發展也是一種量力而行」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