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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項鐵律顯成效 穗餐飲生意大減

【本報記者賀鵬飛、強薇南京十
一日電】南京市第十五屆人民代表大
會第一次會議11日選舉陳紹澤為南京
市人大常委會主任，選舉季建業（見
圖）為南京市市長。

在11日上午閉幕的市人大會議上
，陳維健、李琦、單景南、陳禮勤（
女）、李奇當選市人大常委會副主任
。鄭澤光、羅群、陸冰、陳剛、徐錦
輝、華靜（女）、胡萬進當選副市長。

【本報記者黃寶儀廣州十一日電】年
近歲晚，本是公關應酬的高峰期，不過受
中央改進工作作風《八項規定》影響，近
期廣州各大酒樓房間預訂不升反降，降幅
高達30%，不少高檔餐廳都開始走平民化
道路。與餐飲業老闆 「喊窮」相比，不少
公務員和打工仔都紛紛叫好，稱減少應酬
喝酒身體好，還有時間安排自己的事情。

陳敏在廣州一國企的辦公室工作，往
年一到年末就忙得不可開交，忙的內容不
是接待就是請客，反正都與吃喝有關，有
時朋友約她吃飯看電影，她都會無奈的回
覆說 「明年再找我」。不過最近陳敏過得
很悠閒，有時間約朋友聚餐，看賀歲片，
逛商場看各種年貨的價格，小日子過得特
別滋潤。

陳敏說一切都是得益於 「八項規定」
，迎來送往幾乎都取消了，讓她免了各種
飯局應酬。

記者最近不止一次收到政府機關、企
業取消宴請預訂的消息，也曾多次聽到朋
友們說終於有一個年底不用應酬，可以陪
陪家人， 「電視撈飯」。

打工者輕鬆了，餐飲業老闆卻更難過

了。去年受經濟不景氣影響，廣州不少酒
樓餐廳都在艱苦支撐，一家大型連鎖酒樓
在廣州有30多家分店，但盈利的不過三分
之一。餐飲業本來指望年底生意好轉，
但現在看來今年生意更加難做，不少老闆
都反映，即使是從前天天爆滿的餐廳，現
在也很少有坐滿。一些高端餐飲企業為了
積累人氣，都紛紛加入了團購的行列。廣
州名嘴陳揚10日22點20分也發表微博說 「
沒想到市道淡成這個樣子！十點就關門沒
飯吃！」

據記者了解，不少餐廳老闆已經在考
慮放盤轉讓。

獨立食評人羅大海接受記者採訪時表
示，受 「三公消費」限制影響，廣州不少
酒樓房間預訂減少三成，餐飲業萎縮同時
帶來酒類茶類消費的下滑，估計正月十五
日以後將進入餐飲業轉讓、裝修的高峰期
。如今，廣州不少餐飲企業都在認真思考
「三公消費」限制後的出路問題。羅大海

認為這正是廣州餐飲細分客源、提升服務
的契機，目前廣州約有6萬多家大小餐飲
企業，但良莠不齊，趁機淘汰洗牌，對市
民來說是一件好事。

【本報訊】瀋陽市第十五屆人民
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11日選舉陳海波
（見圖）為瀋陽市長，選舉顧春明、
楊亞洲、祁鳴、姜軍、黃凱、許文有
、關志歐為副市長。

據中新社報道，1962年出生的陳
海波，這是第二次當選瀋陽市長。之
前是2010年1月從遼寧省副省長位置
當選為瀋陽市市長。

陳海波畢業於東北工學院採礦系
選礦專業，在職研究生學歷，工學碩
士，曾先後擔任遼寧省建材局局長、勞動和社會保障廳廳長
及遼寧省盤錦市市長、中共盤錦市委書記，2008年1月起任
遼寧省副省長。2010年1月4日，時任遼寧副省長的陳海波被
提名為瀋陽市長候選人，後被任命為瀋陽副市長、代理市長
，2010年1月當選瀋陽市長。

國務院9日決定，
自今年1月1日起，繼
續提高企業退休人員
基本養老金水準，提

高幅度按2012年企業退休人員月人均基本養老金
的10%確定。這已是中國連續第9年提高企業退
休人員養老金水準。

陝西省政協委員盧其松說： 「多年來，國家
非常關注退休職工的生活保障，連續9年提高企
業退休職工的養老金，對此企業退休職工非常歡
迎。他們享受到了國家改革發展的成果。」

中共十八大報告提出要 「在學有所教、勞有
所得、病有所醫、老有所養、住有所居上持續取
得新進展，努力讓人民過上更好生活。」

「能夠連續9年提高養老金本身說明了問題
。但至於養老金應該到多少合適，還需繼續論證
。」陝西省社會科學院副研究員尹小俊說。

家住咸陽的陳國瑞曾是一個小企業的負責人
，現在每個月的養老金有2000多元，在本地來說
也並不算少。但因妻子沒有收入，這筆錢對他們
來說依然比較緊張。

與陳國瑞一樣，中國許多企業退休職工在為
養老金連年上漲感到興奮的同時，也伴有些許失
落。 「儘管連年上漲，但是我們的收入仍然趕不
上公務和事業單位的人。」家住新疆的企業退休
職工彭燕鳴說。

目前中國的養老金分配還是雙軌制，由於企
業養老金的替代率比較低，有的甚至達不到50%
，這也使得與退休前相比，企業職工退休後的生
活水準保障率降低。

專家建議推行年金制
另一方面，在中國，由於還未推行企業年金

制度，因此養老金基本來源是國家公共財政。
專家建議，國家可以考慮推行年金制度，同

時加快養老金模式的 「併軌」步伐。這樣不僅能
夠更好地保障企業退休人員生活水準，還能緩解國家公共財
政壓力。

十八大報告提出，逐步建立以權利公平、機會公平、規
則公平為主要內容的社會公平保障體系。

「相信中國會在改革發展中，建立更加公平、完善的養
老保障體系。」盧其松說，下一步，相關部門應制定出一張
清晰的路線圖與時間表。 （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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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日，胡春華在大華農生物藥品公司考察，聽取在全國具有領先水
平的禽流感疫苗研發情況 網絡圖片

胡春華調研之旅【本報記者宋偉大連十一日電】
大連市第十五屆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
會議10日閉幕，李萬才（見圖）當選
為大連市市長。

李萬才1955年4月出生，1972年
參加工作。歷任遼寧省營口市計委副
主任、黨組成員，營口市政府副市長
，遼寧省地稅局副局長、黨組副書記
，遼寧省地稅局局長、黨組書記，遼
寧省政府副秘書長，大連市政府副市
長，遼寧省政府副省長。

2009年5月起，李萬才任中共大連市委委員、常委、副
書記，大連市政府副市長、代理市長。2010年1月任大連市
政府市長。

李萬才續任大連市長

庹震出席粵宣傳部長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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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改作
風，宴請逐
漸減少，目
前廣州不少
酒樓都在思
考未來出路
黃寶儀攝

1月8日，胡春華在中山考察了小
欖鎮生產力促進中心、中山工業設計
產業園，聽取了為中小企業轉型發展
提供服務的工作匯報。在中山市的經
濟結構中，民營經濟佔主導地位，但
大部分皆為抗風險能力較弱的中小企
業，一段時間以來備受人工、匯率、
原材料等成本不斷上升的困擾。胡春
華在了解相關情況後指出，當前受國
內外經濟形勢影響，很多中小企業面
臨融資難、產品技術含量不高、競
爭力不強的壓力，中山要堅定不移地
走轉型升級之路，積極轉變政府職能
，努力營造良好營商環境，制定和出
台實實在在的措施幫助中小企業克服
當前困難，為中小企業轉型升級、做
大做強民營經濟打造平台和提供服務
，使中小企業在轉型升級中增強競爭
力。

廣佛肇一體化融入珠三角
9日，胡春華一行來到肇慶市調研

，先後察看了廣東省綠道一號線起點廣
場、 「三舊」改造項目龜頂新城、端州
區華南智慧城、廣東風華高新科技有限
公司、肇慶新區總體規劃展示廳，以及
肇慶高新區的大華農生物藥品公司、中
導光電設備公司、中恆（大旺）國際生
物醫藥物流產業基地、 「兩新」組織黨
組織孵化中心等，聽取肇慶市工作情況
匯報。在珠三角9市中，肇慶的經濟實
力、基礎設施、人均收入等仍然相對靠
後，作為後發城市，肇慶提出以 「兩區
引領兩化」戰略，即以肇慶高新區引領
新型工業化、以肇慶新區引領新型城市
化，推動廣佛肇一體化，加速融入珠三
角。

胡春華認為，肇慶提出實施 「兩區
引領兩化」戰略很切合實際、很有必要
，肇慶新區規劃起點高、建設理念好、
發展前景廣闊，肇慶高新區大力發展先
進製造業等新型工業、推動企業自主創
新取得新成效。他要求肇慶抓住貴廣、
南廣鐵路即將開通運營的機遇，把肇慶
建設成為融入珠三角、連接大西南的樞
紐型門戶城市。他說，貴廣、南廣鐵路

是連接我國西南地區和華南地區的鐵路
大通道，將大大縮短西南與珠三角地區
的時空距離，使粵桂黔三省區經濟聯繫
更加緊密。肇慶是這兩條交通大動脈進
入廣東的第一站，具有獨特的區位優勢
，要認真研究，早作謀劃，依託交通便
利，加大宣傳推介，強化招商引資，完
善產業配套，爭取成為西南地區企業進
入珠三角的橋頭堡，在促進大西南與珠
三角的經濟融合中實現自身發展。

冀江門抓住產業轉移機遇
10日，胡春華又帶隊來到江門市，

先後前往江順大橋施工現場、廣東南車
軌道交通車輛有限公司、廣東富華重工
製造有限公司、香港惰性拆建物料台山
處置區、廣東台山核電合營有限公司等
處調研。在廣東南車新落成的廠房裡，
當聽到江門基地生產的第一輛和諧六號
將於五月份下線的消息時，胡春華說：
「希望能看到既定目標的實現。我肯定

還會再來。」而在香港惰性拆建物料台
山處置區，在了解到台山處置區及新會
圍海造地將帶來大片可開發土地後，胡
春華說： 「你們要仔細研究，這裡具體
要幹什麼，一定要發展與海洋有關的產
業。如果引進的是在內陸也可以發展的
產業，它的效益就沒有發揮出來。」他
強調： 「海岸線是非常重要的資源，絕
不能把它浪費了。」

調研中，胡春華對江門市通過大項
目推動大發展的思路給予充分肯定，希
望江門繼續發揮大項目和重大產業的帶
動作用，加快構建現代產業體系，推動
經濟結構調整。他強調，隨交通基礎
設施不斷完善，江門作為珠三角通往粵
西陸路交通的樞紐地位更加凸顯。江門
土地資源豐富，發展潛力巨大，在珠三
角城市中具有明顯的後發優勢。希望江
門抓住珠三角核心區域產業轉移的機遇
，加大對先進製造業、戰略性新興產業
的招商力度，圍繞大項目培育產業鏈，
實現經濟持續健康發展。

調研期間，胡春華還瞻仰了孫中山
故居紀念館，參觀了江門華僑華人博物
館。

日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廣東省委書記胡春華到中山、肇
慶、江門三市調研，實地考察各地產業轉型升級、城市規劃建設、
公共文化設施以及 「兩新」 組織黨建等情況。他要求各地加快構建
現代產業體系，推動經濟結構調整，堅定不移地走轉型升級之路；
同時要積極轉變政府職能，努力營造良好營商環境，制定出台一系
列措施幫助中小企業克服當前困難。

【本報記者鄭曼玲廣州十一日電】

【本報訊】《廣州日報》十一日報道：廣東省宣傳部長會議10日在廣州召
開。廣東省委常委、宣傳部部長庹震出席並講話。各地級以上市黨委宣傳部部
長和全省宣傳思想文化戰線有關負責人參加會議。

會議傳達了全國宣傳部長會議精神。會議指出，要堅持以鄧小平理論、 「
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科學發展觀為指導，按照高舉旗幟、圍繞大局、服務人
民、改革創新的總要求，以學習宣傳貫徹黨的十八大精神為主線，切實做好今
年全省宣傳思想文化工作。

會議要求，全省宣傳思想文化戰線要按照全國宣傳部長會議的部署要求，
進一步學習好、宣傳好、貫徹好黨的十八大精神。要結合學習貫徹習近平總書
記視察廣東重要講話精神，把學習宣傳貫徹黨的十八大精神不斷引向深入。

會議從八個方面對做好今年全省宣傳思想文化工作進行了部署，強調要採
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加快推進文化強省建設，推動文化事業文化產業繁榮發展，
提高廣東文化軟實力。

會議強調，全省宣傳思想文化戰線要按照中央和省委要求，切實在轉作風
、正學風、改文風方面下功夫，不斷提高工作科學化水平，扎扎實實完成好今
年各項工作任務，為廣東省率先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率先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
代化做出新的更大貢獻。

季建業連任南京市長

▲已參加養老保險的內蒙古呼和浩特市賽罕區居民張天
垚（右）和老伴在家中看電視 新華社

▲ 中山市小
欖鎮生產力
促進中心致
力於拓寬中
小企業服務
的渠道，為
中小企業提
供更多的優
質服務

網絡圖片

▲

中山市工業
設計產業園整
合工業設計上
下游產業鏈，
並為進駐企業
提供高端增值
服務的現代服
務業聚集區

網絡圖片

▲ 肇慶市 「
三舊」 改造
項目龜頂新
城，集商住
、旅遊、休
閒、娛樂於
一體的現代
化江濱新城

網絡圖片

▲

台山核電
合營有限公
司是內地電
力領域投資
規模最大的
中外合資企
業，負責台
山核電站一
期工程的建
設、運營和
管理

網絡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