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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中共廣西壯族自治區委員會書記彭清華23日在南寧開幕的廣西全區經濟
工作會議上要求各級官員善用 「底線思維」 ，凡事從壞處準備，爭取最好的結果；要保
持廣西經濟增長高於全國平均水平的「廣西速度」，與全國同步全面建成小康社會。

■津140歲教堂修葺一新

特稿

【本報記者韓毅重慶二十三日電
】中國建築股份有限公司23 日與重慶
兩江新區簽約，未來該公司將在兩江
新區投資 100 億，打造 「西部生命科
學園」項目。至此，投資 4 億美元的
皮拉圖斯飛機生產基地、投資 328 億
元的京東方液晶面板等三大項目在 5
天內先後落戶兩江新區。中央政治局
委員、重慶市委書記孫政才主持市委
常委會議指出，重慶經濟總體呈現前
低後高、逆勢而進，穩中有進、快中
見好的態勢，該市發展邁上了一個新
起點。

「西部生命科學園」項目將借鑒
並創新 「中關村生命科學園」模式，
實現生物科技研發、醫藥生產、特色
醫療服務、康復療養的生命科學全產
業鏈發展，旨在打造西部生物醫藥產
業新城。該項目位於水土高新園區，
規劃佔地約3平方公里，總投資100億
元人民幣。項目由中國建築、兩江新
區共同建設，於 2012 年 6 月開建，預
計2015年6月一期工程建成投用。

「重慶造」已交付使用
21 日落戶兩江新區的京東方重慶

「第8.5代新型半導體顯示器件及系統
項目」總投資 328 億元，將建設國內

最先進的液晶面板生產線。項目投產
後，重慶將成為國內最重要的筆記本
電腦、打印機、顯示器生產基地。孫
政才表示， 「近年來，重慶電子信息
產業快速發展，已成為重慶第二大支
柱產業。京東方項目將為重慶加快建
設國內最大筆記本電腦生產基地和重
要的電子產業基地發揮重要作用。」

此外，瑞士皮拉圖斯中國總部暨
生產基地、維修基地、總裝交付中心
18 日在兩江新區航空產業城奠基、揭
牌，首批 4 架 「重慶造」飛機交付給
國家體育總局。重慶飛機製造項目投
資4億美元，建成後將形成年產250架
多用途飛機的產能。及至 2020 年，重
慶航空產業將實現產值 350 億，帶動
3150億上下游產業規模。

推動新型工業化城鎮化
孫政才 21 日主持召開重慶市委常

委會議。會議專題部署全力推動新型
工業化、新型城鎮化、農業現代化以
及職業教育、民營經濟、民生改善等
工作。會議認為，重慶全市經濟總體
呈現前低後高、逆勢而進，穩中有進
、快中見好的態勢，重慶發展邁上了
一個新起點。重慶經濟工作要抓好投
資和消費。要發揮好投資對經濟增長

的關鍵作用，增強消費對經濟增長的
基礎作用，形成投資、消費與出口協
調拉動經濟增長。

有分析人士表示，重慶的經濟發

展仍然被外界投資者看好，三大項目
先後落戶兩江新區說明重慶經濟發展
開創了新局面。就經濟板塊而言，該
市已淡出 「薄王事件」的陰影。

百億投資項目落戶重慶
孫政才：經濟逆勢而進快中見好

滬最大海巡船調配三沙

據中新社南寧二十三日消息：本月 19 日剛到廣
西履新的彭清華表示，廣西要保持高於全國平均速
度的 「廣西速度」，才能與全國同步實現小康社會
的目標。

他分析指出，廣西有條件保持經濟較高增長速
度，過去 10 年，廣西經濟年均增長率超過 12%，高
於全國平均水平。一大批重大項目的建設投產，發
展後勁不斷增強。

據廣西官方初步測算，到2020年廣西GDP和城
鄉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 「倍增」，按2010年不變
價計算，今後9年（2012-2020年）廣西GDP年均增
長12.1%，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農民人均純收
入分別年均增長8.9%和10.3%，2020年分別達到3萬

億元人民幣、38220元和11840元。

明年GDP保11爭12
為廣西與全國同步建成小康社會開好局，廣西

經濟工作會議提出明年廣西全區 GDP 增長 11%、爭
取12%。彭清華說，實現目標 「不容易」，但是 「有
可能」，關鍵 「看努力」。

他指出，抓好明年廣西經濟工作要把握好 「如
何突破經濟結構調整的難點」。廣西資源型工業所
佔比重大，以原材料供應為主，產業鏈不長，抓好
延長產業鏈至關重要。

彭清華說，抓好明年廣西經濟工作還要把握好
「加快工業化、城鎮化，培育更多經濟增長點」。

加快工業化是廣西經濟的增長點，而城鎮化是擴大
內需的最大潛力所在，也是廣西新的經濟增長點。
目前廣西城鎮化率低於全國9個百分點，城鎮化空間
很大。

優勢在區位機遇在開放
彭清華分析指出，廣西最突出的優勢在區位，

最大的機遇在開放，廣西已經實現了從末梢到對東
盟開放前沿的歷史轉變。明年是中國─東盟博覽會
10周年、中國─東盟建立戰略夥伴關係10周年，也
是廣西北部灣經濟區建設實施5周年，廣西要用好國
家給予廣西的開放合作大平台、大政策、大機遇，
在擴大開放中贏得更多發展資源和機會。

廣西官方初步預計，2012 年廣西 GDP 實現 1.31
萬億元人民幣，增長 11%以上；財政收入 1800 億元
左右，增長16.8%；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1.28萬億元
，增長26%；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增長16%左右。

6年前因文物保護和安全需要暫時關閉的天津望海樓天
主堂，經過整體修繕，24日起恢復向公眾開放。

23 日，記者在現場看到，修葺一新的望海樓天主堂聖
堂內牆主體為白色，兩側巨型立柱為靚麗的湖藍色，一塵不
染的穹頂上用香檳色與棕色描繪出規則的圖案。

天津望海樓天主堂又稱聖母得勝堂，始建於 1869 年，
是天主教傳入天津後建造的第一座教堂。曾因 「天津教案」
和義和團運動，兩度燒毀又兩度重建。 （中新社）

北京國資公司日前與北京盛世華銳電影公司簽訂合作協
議，擬斥資1億元購買後者60%的股權，成立由國資控股的
國盛影業，正式進軍電影產業。

北京市國有資產經營有限責任公司是北京市國資委系統
文創產業的旗艦企業，目前在文創產業的資產總額近70億
元，年營業收入超過10億元，已初步形成集奧運場館、大
型活動、演出經紀、體育賽事、廣告會展、票務銷售、旅遊
休閒、文化產業園區於一體的文創產業群。北京盛世華銳電
影投資管理有限公司則是中國領先的民營電影集團公司，曾
投資拍攝電影《畫皮》、《葉問》、《錦衣衛》等。

（新華社）

■京國企「收編」民營電影公司

陝西延安官方23日公布了造成3亡21傷的當地國貿大
廈火災調查結果，10 名施工單位有關人員已被警方控制，
將進一步立案審查。

位於延安市中心的國貿大廈22日凌晨4時30分許發生
火災，直至22日16時許才被撲滅。據初步調查，火災原因
是陝西中院土木工程有限責任公司對國貿大廈外牆進行混凝
土加固立柱澆築加溫時，值班工人擅離職守，無煙煤爐引燃
包裹混凝土加固立柱的棉被和圍擋彩條布，引發國貿大廈二
樓起火。

目前，當地警方已控制施工單位有關人員10人，並進
一步立案審查。

官方稱，經清理，火災現場共發現3具遺體，其中1人
為酒店住客，1 人為 5 層火鍋店值班門衛，1 人為國貿大廈
值班保安。21 名傷員被送往醫院接受治療，目前生命體徵
平穩。 （中新社）

■延安商廈大火十責任人受控制

▲12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書記處書記劉雲山在北京主持召開
黨的建設和組織工作調研座談會，就如何加強作風建設、做好黨的建設和組
織工作聽取基層黨員幹部的意見建議 新華社

▲孫政才（右）看望重慶貧困戶 網絡圖片

【本報記者楊楠上海二十三日電】為了提高南海海上執
法能力，上海海事局在役最大海巡船 「海巡 21」號，23 日
啟程前往海南省三沙市，正式入列海南海事局編制，船籍港
亦由 「上海」變更為 「三沙」。 「海巡 21」將在南海海域
執行巡航維權任務，這也彌補了中國南海沒有千噸級公務船
執法的空白。

據悉，已在上海海事局服役10年的 「海巡21」，總長
93.231米，寬11.2米，深5.4米，排水量達1583噸，配有先
進的衛星導航系統，是中國第一艘 1500 噸級、裝備艦載直
升機的海上巡視船，也是中國海事系統最早裝備的大噸位先
進海上巡視船，主要用於海區巡航、海上安全監管、海上污
染監測、海上搜救等。

▲ 「海巡21」 是中國第一艘千噸級海上巡邏船，目前該
船適航能力特別強，處於最好的工作狀態 楊楠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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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30年，中國實現了
每七年 GDP 翻一番的經濟
奇迹，投資、消費、出口
「三駕馬車」功不可沒。然

而持續的高速增長，也令全球第二大經濟體直面諸
多挑戰。尤其是海外經濟疲弱導致外需持續不振，
傳統的 「三駕馬車」似乎也到了該「換轅」的時候。

在經濟驅動力的更替中，新型城鎮化被寄予厚
望。

新型城鎮化將持續10年以上
本月舉行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積極穩妥

推進城鎮化，着力提高城鎮化品質。要把有序推進
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作為重要任務抓實抓好。要把
生態文明理念和原則全面融入城鎮化全過程，走集
約、智能、綠色、低碳的新型城鎮化道路。

2011年中國城鎮化率首次突破了50%。中國社
會科學院城市發展與環境研究所發布的《中國城市

發展報告（2012）》指出，今後20年內中國將有4
至5億農民需要實現市民化。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課題組的研究則表明，每
年多 「市民化」1000萬人口，可使經濟增長速度提
高約 1 個百分點。這個過程至少可以持續 10 年以
上。

值得注意的是，新型城鎮化之外，研究機構和
經濟學家們對 「新三駕馬車」的另外兩個選項的看
法並不一致。

上海證券交易所資本市場研究所近日發布的一
份報告認為，城市化的深入、經濟結構的轉型以及
產業結構的升級，將是推動中國經濟實現持續增長
的 「新三駕馬車」。

「未來中國經濟的轉型方向是消費率的提升和
服務業的發展。快速打開的服務業消費需求，將成
為中國經濟發展的 『主引擎』。產業結構升級後的
新興產業將成為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推動力量。」
上交所資本市場研究所所長胡汝銀說。

人民幣國際化也被認為將替代普通外貿，成為
拉動中國經濟的 「新馬車」之一。

人民幣國際化替代普通外貿
外匯專家表示，國際社會對未來中國快速發展

的預期令人民幣匯率出現看漲趨勢，而匯率提升用
市場方式促進了產業結構的變化，即抑制企業單純
依靠出口、減少資源大規模開發，鼓勵利用海外資
源為國內市場服務。

資本化、金融化、信息化，創意驅動、技術驅
動、技能驅動，民生建設、新消費……這些詞語和
概念出現在各種 「新三駕馬車」的版本中。

經濟學家表示， 「馬車」之爭的背後，驅動中
國續寫經濟傳奇的力量正呈現多元化的趨勢。

與經濟發展速度相比，上個月中共十八大提出
的城鄉居民「收入倍增」顯然更能吸引普通百姓的目
光。

「我們關注的不是經濟增長有多快，而是能不
能更有 『品質』。實實在在地讓十三億中國百姓的
腰包都鼓起來，這將是中國為世界經濟創造的下一
個傳奇。」上海市民鄭莘說，對此，他很有信心。

（新華社）

新三駕馬車續寫發展傳奇

【本報訊】據新華社北京二十三日消息：12月23日
，中南海內一間大會議室裡洋溢着熱烈的氣氛。中共中央
政治局常委、中央書記處書記劉雲山主持召開座談會，就
如何加強作風建設、做好黨的建設和組織工作，聽取 14
位參會者的意見。

時近下午3時，身着藍色西裝、豎紋襯衫的劉雲山步
入會議室，同每位參會者握手致意。坐定之後，他一一讀
出每位參會者的名字，跟大家相互認識。

「我們開個座談會。」劉雲山自己主持會議，直奔主
題。

為了引導大家思考，劉雲山圍繞座談會的主題，給參
會者出了五個問題。 「有什麼好的建議、好的意見、好的
思考，大家暢所欲言、言無禁忌，有話則長、無話則短。
」劉雲山說。

這 14 位與會者，有 3 位是中央有關部門的負責人，
有4位是省市的黨委組織部長，還有3名專家學者和4名
基層黨務工作者。

多提拔埋頭苦幹的幹部
「在明年黨的建設和組織工作的總體部署中，建議強

調改革創新。」第一個發言的中央國家機關工委常務副書
記李智勇說，他一下子提了四點建議；而中央直屬機關工
委副書記趙凱則直陳機關黨建中的不足，並隨後提出了六
條具體意見。

沒有客套話，談成績、說經驗簡明扼要，更多亮問
題、提建議。劉雲山認真傾聽着，不時在筆記本上記下
要點。

「從組織工作的角度，怎麼保證作風建設的要求落到
實處，這事很重要。」劉雲山說，中央正在抓作風建設，
作風建設是組織部門的一項主要工作。作風建設怎麼抓，
其中有一條很重要，就是在選人用人上一定要體現作風建
設的導向。

劉雲山說，提拔一個幹部，樹立一面旗幟。要讓那些
埋頭苦幹、少說多做的幹部，那些有作風沒 「唱功」的實
幹家能得到提拔；讓那些一說起來滔滔不絕、一做工作卻
不行的幹部，那些善於侃大山、擺龍門陣、幹工作卻沒招
數的幹部得不到提拔。

堅決整治用人不正之風
劉雲山邊聽邊記，不時插話。他要求隨後發言的省市

組織部長多講點 「乾貨」、多貢獻智慧，他鼓勵專家學者
和基層黨務工作者結合實際，多提具體的意見建議。

發言整整持續了三個小時。每一位與會者都得到了發
言機會，並且暢所欲言。

在認真聽取大家的意見建議後，劉雲山重點圍繞作風
建設做了二十多分鐘的簡短講話。他強調，組織部門要認
真貫徹黨的幹部工作路線，幹部選拔要有作風導向，政績
考核要有作風標準，公道正派地選人用人，用好的作風選
作風好的人、培養作風好的幹部，堅決反對跑官要官，堅
決抵制拉票賄選，堅決整治用人不正之風。

「謝謝大家，也借這個機會給大家拜個早年。」座談
會結束時，劉雲山再次與大家一一握手致意。

劉雲山：用好作風選作風好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