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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粵警打四黑破案萬三宗
廣東省公安機關23 日在廣州公開展示 「打四黑除四害

」專項行動一年成果，據透露，一年來，公安機關共破獲
「四黑四害」案件13690宗，抓獲違法犯罪嫌疑人逾14萬。

「四黑四害」即嚴重危害人民群眾生命健康，嚴重危害
青少年身心健康，嚴重危害群眾切身利益，嚴重危害公共安
全和社會誠信的 「黑作坊」、 「黑工廠」、 「黑市場」、
「黑窩點」。警方偵破了幾個典型大案包括涉案金額近億元

的製售假藥 「黑工廠」案， 「貝期特國際電玩集團」生產銷
售賭博遊戲機並在全國十幾個省市合作經營開設賭場案等。

【本報記者黃裕勇】

■北大發布公共機構軟實力榜
北京大學國家軟實力研究院23日舉行研討會，發布公

共機構軟實力排行榜。榜單顯示，城市 「交通擁堵」躍升為
市民不滿第一位。

這份榜單基於網民對社會公共服務機構、民生產品、公
共人物的真實感受，以軟實力為主要評價指標，依據 「排排
座」網站的 「月度排行榜」結果進行的排行。

中國人民銀行研究員宋泓均在今天的研討會上指出，過
去針對公共機構的評價體系主要以 「硬實力」為標準。而公
共機構軟實力排行作為一種創新模式，收集所有人的親身體
驗作為參考，而且將權威建立在公平、公正、公開之上，這
樣的評價體系對於百姓的生活有切實的幫助和指導。

【本報實習記者步瀟瀟】

民營企業家是新社會階層最具代表性的群體
。時下，中國非公經濟已佔國民經濟的半壁江山
，並吸納了大部分的就業。與之相適應，自
2002 年起，民營企業家開始以群體的方式登上
中國高層政治舞台。

大多是行業龍頭
在 2002 年中共十六大上，首次有 7 名民企

老闆當選代表。2007 年十七大，這一數字增至
17 人，而此次十八大再次增至 27 人，增幅近
60%，再創歷史新高。按照中央的安排，此次十
八大代表比十七大總額增加了 50 人，其中民營
企業家就獨佔了增加額的五分之一。這種政治上
的肯定，反映出民營企業家政治地位的提高和話
語權的增強。

這批民營企業家大都是各自行業的龍頭老大
，如湖南三一重工董事長梁穩根、大連萬達集團
董事長王健林、江蘇紅豆集團總裁周海江、山東
登海種業董事長李登海、聯想控股董事長柳傳志
等。梁穩根用 20 餘年將三一重工由一個鄉鎮小
廠打造成了全球第六、中國最大的工程機械製造
商，也是湖南省黨員人數最多的民營企業。而江
蘇紅豆集團則是中國第一個建立黨委的民企。這
些民企老闆也同時也大都親自擔任各自企業的黨
委書記。

三律師當選代表
在十八大代表中，還有一個特殊群體格外引

人關注，那就是律師。據本報統計，總計有3位
律師當選為十八大代表，分別是北京致誠律師事
務所主任佟麗華、山東舜天律師事務所主任劉丕
峰、江西南芳律師事務所主任廖澤方。律師事務

所是典型的新型社會組織。伴隨中國法治進步，
律師在政治、經濟、社會各方面發揮着越來越重
要的作用。

這三位律師都是在法律專業領域和社會公益
領導卓有建樹的代表。佟麗華長期擔任北京青少
年法律援助與研究中心主任、北京致誠農民工法
律援助與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市農村法治研究會
會長，從事公益法律事業十年多來，全國超過
40 萬未成年人和農民工因他所推動的免費法律
服務而直接受益。劉丕峰也同時擔任山東省農民
工維權工作站主任，扶弱濟困，為社會困難群體
提供法律援助服務。

與此同時，律師也越來越多地參與中國的政
治事務。如劉丕峰同時擔任山東省人大常委會立
法諮詢專家、山東省人民政府法律顧問團成員。
另據統計，在內地 31 個省的黨代會代表中，總
計有33名律師當選。

加強新組織黨建
不少民企職工、外企職工、社會中介服務組

織和新型經濟合作組織負責人也當選為十八大代
表。如阿里巴巴公司員工吳菊萍、諾基亞西門子
通信技術公司上海分公司黨支部書記盛莉、浙江
省安吉縣溪龍鄉女子茶葉合作社社長宋昌美、廣
東茂名銳旗人力資源服務公司經理杜曉娟等。

去年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家副主
席習近平在全國組織部長會議上強調，
要全面加強農村、社區、機關、國企
、高校、科研院所、非公有制經
濟組織、新社會組織等領域
黨建工作。

■中國高寒地鐵列車9月測試
中國首款高寒地鐵列車將於8月底下線，9月中旬將運

抵中國東北部省會城市哈爾濱進行測試調整。
為了滿足哈爾濱地區的低溫環境要求，長客股份公司對

車輛的各個系統性能做了提升，每輛車安裝2台大功率空調
、座椅下配有電熱器、車門加厚等，確保能使車輛在零下
38 攝氏度低溫環境下持續運行。中國北車長春軌道客車股
份有限公司副總工程師賈波表示，該項目預期在 2013 年 7
月份進行試開通運行，預計在今年 9 月 20 日第一列車要到
達哈爾濱。

哈爾濱市軌道交通1號線是哈爾濱的首條地鐵線，線路
全長17.47公里，全線設18個車站。 【中通社】

【本報訊】據《中國證券報》消息：近期，地方
版產業規劃密集出台，涉及投資額動輒上萬億元。市
場人士指出，由地方政府主導的新一輪投資潮來臨。
據不完全統計，7月以來已公布的地方投資計劃涉及
金額約7萬億元。分析人士認為，這些規劃提出依據
地方要素稟賦優勢，通過打造地方特色產業來培育新
的經濟增長點。

8月20日，廣東全省實施廣東海洋經濟綜合試驗
區發展規劃工作會議在廣州召開。當日，廣東省委省
政府出台《關於充分發揮海洋資源優勢努力建設海洋
經濟強省的決定》以及五個實施方案（徵求意見稿）
，總計提出177個重點建設項目，總投資過萬億元。

同樣在 20 日，重慶市政府發布工業領域主要產
業三年振興規劃， 「十二五」期間，全市工業將累計
投入1.5萬億元，建成7大千億級產業集群和30個百
億級產業集群，工業總產值突破3萬億元。

近日，貴州也出台3萬億元生態旅遊投資計劃。

根據規劃，3萬億元的投資計劃將在未來十年內完成。
實際上，頻繁出爐的區域規劃並非局限在省一級

層面。在穩增長背景下，早在 7 月 16 日，浙江省寧
波市就下發了《市政府關於推進工業經濟穩增長調結
構促轉型的若干意見》，26 條新政內容涉及清費減
稅、擴大投資、調整結構、科技創新、要素保障、營
造氛圍六個方面。

打造地方特色產業
從區域規劃文件的區域角度分類看，除了省級、

市級，還有跨區域規劃。而從規劃內容分類，則有產
業規劃、綜合規劃等。在新一輪的地方版產業規劃中
，特色產業發展規劃尤為引人關注。8月份獲得國務
院批覆的《無錫國家傳感網創新示範區發展規劃綱要
（2012-2020年）》明確提出，到2015年，無錫示範
區擁有一批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物聯網核心技術，形
成具有國際競爭力的產業集群；到 2020 年，集聚和

培育一批國內領先的物聯網企業，成為具有國際競爭
力的產業發展集聚區。

海南省政府7月份批覆的《海南省熱帶作物產業
「十二五」發展規劃》也是圍繞地方特色做文章，而

國家發改委正在調研編制的《蘇南現代化建設示範區
規劃》等走的則是高端路線。

重在提高投資效率
對於當前出台的地方規劃和投資計劃，有分析人

士擔憂新一輪投資競賽正在展開，這不利於經濟結構
調整，不能真正提升經濟潛在增長率。另有分析人士
認為，本輪投資不同於上一輪的四萬億投資，效率應
當有所提升。

此外，分析人士認為，很多項目的實施需要基礎
設施先行，鋼鐵、水泥等基建相關行業的需求將受到
拉動，去房地產、去重化工業所帶來的需求下滑將得
到一定彌補。

地方新一輪投資潮來臨
總額超7萬億 培育新增長點

【本報記者袁秀賢廣州二十三日電】近日，廣東
行政審批制度改革先行先試獲國家批准。有港人表示
，此舉可吸引港人前來發展。另有專家建議廣東可借
鑒香港經驗，服務企業。

香港富盛有限公司執行董事長趙序揚表示，在內
地辦企業，手續繁瑣，令人望而卻步。廣東行政審批
制度先行先試，減少企業費用，可吸引港人北上
發展。

中山大學港澳珠三角研究中心副主任林江說，辦
企業行政審批程序複雜，各企業包括港企在內抱怨不
少，而企業申請註銷手續亦多，難怪有人說， 「生」
難 「死」亦難。行政審批繁瑣，這與中央政府推行的
擴大內需不符合。國家正鼓勵民企投資，需要簡化審
批程序。

國家批准在廣東先行先試，積累經驗再在其他城
市推廣有好處。香港公司實行註冊制，不必要審批，

廣東可借鑒香港的經驗，對擴大內需有好處。
廣東省社科院企業管理與決策研究所所長林平凡

認為，廣東行政審批制度改革先行先試的同時，也要
進一步加強市場監管，廣東近期將建設市場監管體系
及信用體系，有助於推進行政審批制度。

廣東近年研究制定省行政審批事項目錄管理辦法
，對行政審批實行動態評估、管理和調整。去年七月
，已出台了省行政審批制度改革工作方案，推進創新
審批方式改革試點。據悉，廣東目前正推動深圳、中
山等地深入開展創新審批方式改革試點，並逐步擴大
試點覆蓋範圍，推動其他具備條件的地區開展試點工
作。

中共十八大代表名單日前公布，與以往相比，
代表中民營企業家、律師、外企員工、社會中介服
務機構負責人等來自新經濟組織、新社會組織人士
有大幅增加，民營企業家代表數量創歷史新高。這
擴大了十八大代表的覆蓋面和代表性，亦體現出中
共對新社會階層的肯定與扶持。

【本報記者馬浩亮北京二十三日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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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十八大代表總計由40個選舉單位
選出，其中包括台灣省籍代表。據悉，十
八大共有10名台灣省籍代表，較之十七大
增加1人。

這些代表多是各級台聯（即台灣同胞
聯誼會）的負責人。其中包括全國台聯會
長梁國揚，全國台聯副會長、上海市台聯
會長林明月，北京市台聯會長蘇輝，陝西
省台聯會長王紅兵，四川省台聯會長劉琪
，海南省台聯會長吳瓊開，山東省台聯副
會長、青島市台聯會長林青，福建省台聯
副會長葉露昆，廣東省建築設計研究院副
總工程師陳建飆，黑龍江省大慶市台聯會
長張雲虎。

這批台籍代表的祖籍分布台灣各地，
如林明月祖籍桃園縣，陳建飆祖籍新竹縣
，吳瓊開祖籍雲林縣。張雲虎則是十八大
代表中唯一的高山族代表。

這其中，林明月是中共十六屆、十七
屆中央候補委員。她也是這兩屆中央委員
會中唯一的台灣籍人士。而按照慣例，十
八屆中央委員會中仍將有台灣籍人士。

在台灣出生長大的林明月，1980 年 8
月由美國舉家來到大陸，被安排在上海港
務局工作，一手創辦了這個中國最大港口
的信息化系統，被認為是中國港口信息化
的最權威專家。而其他台灣籍代表，則大
多是在大陸出生的第二代、三代台灣籍人
士。

據本報了解，這 10 名代表是於今年 4
月下旬在北京召開的中共台灣省籍黨員代
表會議上以差額選舉方式，從17名候選人
中選舉產生的。由於台灣籍代表的特殊身
份，代表名單並未像內地省份一樣對外公
布。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國政協主席
賈慶林在會見台灣省籍代表時表示，台灣
省籍的中共黨員，長期以來為推動兩岸關

係發展、促進祖國和平統一，作了卓有成效的工作，
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希望大家繼續發揮自身優勢
，引導和爭取更多的台灣同胞共同致力於促進兩岸關
係和平發展。以高度的政治責任感和歷史使命感，
認真履行職責，為開好中共十八大作出應有的貢
獻。

除了台灣省籍人士，一些主管對台工作的
官員也當選十八大代表。如國台辦主任王
毅、國台辦副主任陳元豐等。

【本報北京二十三日電】

部分區域規劃和投資計劃
公布時間

7月

7月

8月

8月

8月

8月

8月

省市

廣東省

長沙市

廣州市

貴州省

重慶市

廣東省

山西省

投資金額

2353億元

8292億元

1984億元

3萬億元

1.5萬億元

1萬億元

1萬億元

投資計劃內容

廣東實施重大建設項目向民間投資公開招標，首批共推出44項，總投資額
2353億元。

2012年重大推介項目195個，總投資額達8292億元。其中，重大項目涉及
民生、綜合交通體系、城市設施體系、新型城市化布局、產業發展等領域。

下半年要重點抓好年度投資714億元的101個重點項目建設和列入省現代產
業500強的120個項目建設；抓好國有企業總投資為1270多億元的76個續
建和新開工項目建設。

未來10年完成投資3萬億元。按照10年投資預期，政府每年為此規劃需投
入1000億元左右，主要用於交通和醫院等基礎設施建設。

「十二五」 期間，全市工業將累計投入1.5萬億元，建成7大千億級產業集
群和30個百億級產業集群，工業總產值突破3萬億元。

總計提出177個重點建設項目，總投資約1萬億元。

山西省投資促進局在第四屆能博會新聞發布會上稱，簽約項目上千個、簽
約金額超萬億。

▲ 廣東警
方公開展
示查獲的
賭博工具
黃裕勇攝

專家：粵先行先試可借鑒香港

佟麗華
北京致誠律師事務所主任

▲重慶 「十二五」 期間工業領域將累計投入1.5
萬億元，圖為重慶江津區重慶龍煜精密銅管有限
公司生產車間工人在工作 網絡圖片

▲ 中國首
款高寒地
鐵列車將
於 8 月底
下線
網絡圖片

李登海
山東登海種業董事長

梁穩根
湖南三一重工董事長

柳傳志
聯想控股董事長

劉丕峰
山東舜天律師事務所主任

吳菊萍
阿里巴巴公司員工

▲民營企業家群體近年登上國家政治舞台，即將召開的中共十八大代表中民營企業家代表人數創新高。圖為十七大會場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