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地方兩會月內陸續有來
31省市區新人事布局引人矚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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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相關日程安排，全國31個省、市
、自治區在本月中下旬將陸續召開 「兩會
」 ，人事變動將成為本屆地方 「兩會」 的
一大亮點。

【本報記者吳昊辰北京十三日電】

專家：經濟復蘇有望延續
本周公布2012年多項重要數據

目前，全國有多個地方的行政首長均為代理，分
別是去年七月成為北京代市長的王安順，以及在去年
12月集中履新的浙江代省長李強、陝西代省長婁勤儉
、山西代省長李小鵬、吉林代省長巴音朝魯、上海代
市長楊雄、貴州代省長陳敏爾等六位代省（市）長。
今年1月5日，四川常務副省長魏宏晉升為代省長，成
為第八位內地省級政府候任首長。

8代省市長將 「坐正」
據統計，這8位代省（市）長履新前的職務中，

省委專職副書記和常務副省長各佔一半：陳敏爾、李
強、巴音朝魯和王安順均任所在省（市）的黨委專職
副書記；魏宏、楊雄、婁勤儉和李小鵬成為代省長均
任常務副省（市）長。

在即將召開的各省人代會上，這些代理省長將獲
人代會正式選舉通過，成為省長；同時省高級法院、
省級人民檢察院院長也將在會上敲定。

公開信息顯示，全國31個省市區的新一屆人代會
均安排在1月中下旬召開，其中吉林省擬在1月中旬，
浙江山東等六地擬在1月下旬召開；有22個省市區已
確定具體日期，均在21至27日之間。新疆與西藏則未
確定詳細時間，但也於1月內召開。

京滬渝政協主席料易人
另外，本報記者根據公開的資料獲悉，與各省級

地方人大幾乎同時召開的還有省級政協會議，根據目
前不少省份已經公布的新一屆省級政協委員名單，新

一屆省級政協主席人選初見端倪。
1月11日，北京市委副書記吉林出現在政協北京

市第十二屆委員會委員名單，而現任北京市政協主席
王安順沒有出現在該名單中。有分析認為，這意味
吉林有望接替王安順任北京市政協主席，從而成為第
一位 「60後」省級政協主席。此前，吉林接任了王安
順曾擔任的北京市委黨校校長、北京行政學院院長職
務。

此外，新出現在各地方新一屆省級政協委員名單
中的還有58歲的原山東省委常委、省軍區政委劉從良

，60歲的原上海市委常委、政法委書記吳志明和60歲
的原重慶市委常委、宣傳部長何事忠；其中吳志明與
何事忠在2012年分別出任上海市政協黨組副書記、副
主席與重慶市政協黨組副書記、副主席。

與這些新出現的名單對應的，是54歲的山東省政
協主席劉偉、64歲的上海市政協主席馮國勤、64歲的
重慶市政協主席邢元敏和65歲的四川省政協主席陶武
先等，均未出現在所在省份新一屆省級政協委員名單
中，意味這些省級政協主席將易人。

【本報記者楊傑英太原十三日電】山西省紀委今日對外
發布消息稱，山西省公安廳副廳長、太原市公安局局長李亞
力在處理其子違章駕車並妨礙交警執行公務過程中，違反規
定，濫用職權，其行為已構成瀆職錯誤。經紀委、監察會議
研究決定，給予李亞力留黨察看一年處分，建議撤銷其公職。

2012年10月，網曝李亞力之子李正源涉嫌酒後駕駛並毆
打執法交警，李亞力為包庇兒子涉嫌刪除執法記錄儀內容等
，之後又有媒體曝出 「李亞力父子違規提拔官員」等消息。
山西省紀委、監察廳表示，在調查中，發現李亞力有違反廉
潔自律錯誤和違反組織人事紀律錯誤。

經山西省紀委常委會議、山西省監察廳廳長辦公室會議
研究，並報山西省委常委會議批准，決定給予李亞力留黨察
看一年處分，建議按有關程序撤銷其山西省公安廳副廳長、
太原市公安局局長職務。

另據了解，此事件中涉及的其他違紀人員，按幹部管理
權限由太原市有關部門作出處理。

【本報訊】據新華社杭州十三日消息：浙江省工商局13
日公布，魚翅市場造假嚴重，抽檢的82個魚翅中有79個造假
，為明膠模壓而成。

針對魚翅市場種種亂象，浙江省工商局2012年12月對魚
翅產品進行了專項執法檢查，查扣問題魚翅560餘公斤，向
國家林業局森林公安司法鑒定中心送檢樣本82個。通過形態
特徵、理化試驗和DNA成分分析，所檢82個樣本有79個為
「人造假魚翅」。

鑒定機構發現，所檢魚翅絕大部分為厚薄均勻，只有縱
向紋理，符合模壓形成的特徵，而非天然魚翅生長形態；同
時經70度清水浸泡30分鐘的理化試驗後，有大量稠黏的明膠
溢出；而經DNA檢測分析，絕大部分送檢樣本未測出鯊魚
DNA成分。

目前，浙江省工商局已部署各地工商機關全面開展魚翅
市場清查行動，對市場上銷售的問題魚翅下架封存。此外，
杭州市12家餐飲企業共同倡議 「拒絕魚翅」，主動承諾不以
任何方式對外提供、製作、銷售魚翅類產品。

包庇其子酒駕毆警

太原公安局長烏紗難保

浙抽檢魚翅 82樣本79假

【本報記者扈亮北京十三日電】
從上周開始，一年一度最為重要的宏
觀經濟數據陸續公布。本周五（1月18
日）國家統計局將公布包括2012年經
濟增速、工業增加值等多項重要數據
。多位接受大公報採訪的專家均表示
，2012年中國經濟增速將達到7.5%左
右，預計在2013年中國經濟仍將呈現
持續復蘇形勢，全年經濟增速有望達
到8%左右。

PMI去年9月起穩步回升
從2012年9月份以來，無論是官方

與豐採購經理人指數（PMI）均呈
現穩步回升形勢，作為監測經濟運行
的重要先行指標，PMI回升具有多重
意義。交通銀行首席經濟學家連平表
示， 「PMI原材料庫存指數繼續明顯
回升，說明從2011年底開始的去庫存
過程在去年四季度已進入尾聲，目前
已進入新一輪補庫存周期，經濟運行
中微觀企業的主動補庫存行為將帶動
未來社會生產需求升溫。」

此前剛剛公布的居民消費價格指
數也創下近7個月以來的新高，中國人
民大學經濟學院范志勇副教授對大公
報表示，通常經濟復蘇與物價漲幅較
為一致，物價的溫和上漲也說明經濟

正在逐步企穩。安邦諮詢首席研究員
陳功也認為， 「從2012年9月起，中國
經濟呈現持續復蘇形勢，這種趨勢有
望在2013年得以延續。」

摩根大通首席中國經濟師朱海濱
指出，中國經濟在2012年第三季度見
底後，今年經濟將逐步上行，但是整
體來說經濟恢復是比較溫和的，預計
2012年經濟增速為7.6%左右，而今年
經濟增速將達到8%。

首務促進消費增長
摩根大通認為，當前經濟發展的

首要任務是加快增長模式的轉變，即
從出口推動轉型為內需推動，並且促
進消費增長。為維持下個十年的可持
續增長，中國經濟增長動力將來自三
個方面：城鎮化、創新和產業升級、
國內消費。

國家信息中心宏觀經濟研究室主
任牛犁對大公報表示， 「從拉動經濟
的三駕馬車來看，2013年消費將保持
穩定增長，出口對經濟的拉動作用有
限，投資仍將發揮重要作用。」

連平提醒說，應警惕穩增長政策
執行失當和政府換屆疊加可能再次催
生的投資過熱風險。2012年各地政府
換屆已經基本完成，按照以往的經驗

，固定資產投資的換屆效應仍可能出
現，再加上如果當前穩增長政策在執
行中可能失當的雙重作用，使得未來
仍有可能出現投資過熱風險。

事實上，去年下半年以來，各地
陸續出台了大規模的投資計劃。有鑒

於此，近期多次重要經濟會議上均強
調未來投資重點需要有的放矢。連平
說，新一輪的投資過熱可能導致經濟
結構再次惡化，從而有損於長期經濟
增長質量的提高，對此中央政府應該
有所警惕，提前防範。

【本報記者楊家軍鄭州十三日電】12日晚，央視《焦點
訪談》曝光河南鄭州獸藥廠生產假獸藥、濫用抗生素等，鄭
州市即組織調查組連夜赴現場，對涉及的獸藥廠、經營門店
等查處。今日，鄭州官方通報稱，已對鄭州海潤獸藥廠成品
庫、原料庫的產品全部封存，隨機抽樣後化驗。

央視報道稱，河南鄭州最大的獸藥批發市場內，很多獸
藥的成分和國家的批號都不相符，一個批號生產出來的成品
藥裡含有三種以上的抗生素成分。鄭州海潤獸藥廠銷售人員
坦言，嚴格按照批號生產的部分樣品只是應付抽檢，投放市
場的卻是另外添加了其他抗菌成分的藥品。在獸藥經銷點，
購買者可輕鬆買到抗生素的原料粉， 「很多藥甚至是明令禁
止的人用藥」。

農業部派員督導
12日晚，農業部已責成河南省有關部門迅速查處，並派

出工作組前往河南督導。鄭州市食品安全、畜牧、公安等部
門的執法人員成立調查組，連夜赴現場，對涉及的獸藥廠、
經營門店等場所依法查處。鄭州海潤獸藥廠的成品庫、原料
庫的產品全部被依法登記封存，21個品種的366件產品被封
存，隨機抽樣後送檢化驗。業內人士表示，因違規生產獸藥
不像人用藥那樣責任重大，有利益薰心者打上了這方面的主
意。

2012年3月底，距離鄭州海潤獸藥廠不遠一個村莊內，
河南豫晟獸藥有限公司生產假獸藥被查處，該公司還誇大宣
傳，自稱註冊資金三千萬元、擁有多家公司，但營業執照顯
示註冊資本僅為三百萬元，擁有的多家公司亦不存在。執法
部門要求其整改後，罰款了事。位於鄭州市二七區某村莊的
鄭州中德生物技術有限公司，經檢查，也存在違規生產假獸
藥問題。

央視曝假獸藥 鄭州急查

【本報訊】據中新社昆明十三日消息：國土資源部部長
徐紹史12日在出席雲南鎮雄 「1．11」滑坡泥石流搶險救災
工作座談會時稱，鄰縣彝良去年發生的地震造成山體鬆動、
岩石破碎，是形成此次滑坡事故的誘因。

「通過現場查看初步確定，這是一起突發的自然的地質
災害。」國務院工作組組長、國土資源部部長徐紹史說，導
致滑坡的主要原因分別是地貌因素、地質因素、地震因素和
氣象因素。 「滑坡地山高坡陡，溝壑林立，屬容易發生滑坡
的地貌；滑坡地地處二疊紀煤系地層，下層為較硬的灰岩層
，容易形成滑坡；此外去年9月7日發生的彝良地震造成山體
鬆動、岩石破碎，會形成滑坡的誘因；而近期雨雪天氣造成
大量融水滲透，山體過度飽和後導致了滑坡。」

徐紹史說，這次災害隱蔽性強、突發性強、破壞性強。
目前，災害應急搶險工作已經結束，下一步在做好受災群眾
安置和遇難人員撫恤的同時，要盡快開展地質災害的排查，
確保災區社會穩定，及早開展恢復重建工作。

雲南滑坡 彝良地震誘發

【本報訊】據中新社柏林十三日消息
：德國經濟專家認為，新興工業國今年的
經濟總量將首次超過發達國家，中國成為
帶動世界經濟的火車頭。

據《世界報》13日報道，許多觀察家
認為，2013年將是一個歷史轉折之年。西
方發達國家的經濟總值將第一次低於世界
經濟總值的一半，而新興工業國如中國、
巴西、印度、俄羅斯以及印度尼西亞正在
崛起，緊跟其後的是墨西哥、巴基斯坦和
土耳其這幾個發展中國家，其國內生產總
值總和將超出世界經濟總值的一半，這是
過去一百年中從未出現過的。

上述過去的 「第三世界」國家人口增
長比發達國家快，從而帶動生產力的快速
上升，整個新興工業國平均經濟增長將達
到4.5%。中國已經是世界第二大經濟強國
，無疑已成為帶動新興工業國經濟的火車
頭。經濟專家預測，中國今年的經濟增長
還會達到8%左右。比較悲觀的是，專家
對歐元區的經濟增長預測僅為0.3%。巴西
也會取代老牌工業國英國，成為世界第六
大經濟強國。

新興工業國的一個最大優點是債務水
平低。70個納入金融評級公司研究對象的
新興工業國平均債務率為國內生產總值的
39%，而30個發達國家的平均債務已達
76%。前者的外匯儲存達10.8兆美元，佔
世界外匯儲備的三分之二，其中更以中國
、巴西以及俄羅斯的外匯儲備量最高。

專家認為，新興工業國的股市價值在
世界範圍內仍被低估，僅佔全球股市價值
的四分之一，完全不符合目前的經濟狀況
。雖然對沖基金的投機者以及大投資商們
早已將目標轉移到這一地區，但對私人投
資商來說，這個市場卻還沒有足夠的吸引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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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蔣煌基泉州十三日電】中國今年經濟
走向如何，成為全球關注焦點。不久前，中央經濟工
作會議，18年來首次去掉 「快」字，向世界發出了今
年中國經濟強調 「增長質量和效益」的信號。國務院
發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長巴曙松認為，在一系
列改革重新啟動之後，中國經濟將在今年找到結構性
趨勢新的均衡點。

巴曙松在福建出席某創新論壇時預測，隨外部
環境的好轉，2013年中國GDP將回升至8%左右，經
濟增速逐步靠近中樞、均衡水平，也是尋求新的經濟
環境下可持續的增長速度的一年。

「出口回升、庫存壓力減輕是中國經濟溫和復蘇
的動力之一。」巴曙松說， 「但更加有力的推動因素
在於城鎮化。」

他認為，隨中國城鎮化重新成為經濟增長的主
線，2013年房地產投資會比2012年增長要好；同時，
隨城鎮化的推進，基礎設施投資會繼續成為固定資
產投資的重要支持力量之一，城際鐵路、城際客運、
通訊網絡、地下基礎設施等將成為投資重點。

動力轉向「消費驅動投資」
從政策周期看，政府換屆的不確定風險經逐步消

除，穩增長政策的執行力度將有所增強。此外，前一
段資金鏈過緊而導致投資下行的風險有所緩解，除了
國家預算內資金和信貸資金回升之外，債券和信託等
非銀行信貸融資也出現了較為快速的增長。

巴曙松認為，中國經濟將在今年找到經濟增速和
效益的再平衡點：

首先，基礎設施建設總體空間還在，未來有必要
保持相對較快的增速。

第二，工業製造業投資難以扭轉下行趨勢，企業
目前面臨槓桿率比較高和利潤率下降的雙重壓力，
前景在於重新發揮市場規律，進行資源的有效配置，
從而達到在經營效益的提升。

第三，出口高速增長傳統模式的黃金期已過，但
會在低水平企穩。

第四，中長期的消費平穩增長，經濟增長動力也
將從 「投資驅動投資」逐漸向 「消費驅動投資」轉換
，投資效益將會得到改善。

巴曙松：
經濟增速與效益將平衡

▲全國31個省、市、自治區將在本月中下旬陸續召開 「兩會」 。圖為去年1月，廣東省召開十一屆人大
五次會議 網絡圖片

▲巴曙松預測，十八屆三中全會或將推出土地、
資源價格、戶籍制度等方面的改革 蔣煌基攝

▲多名專家表示，今年中國經濟將呈現持續復蘇形勢。圖為杭州一家物流中
心的工作人員在倉庫打包發貨 新華社

▲去年3月，河南豫晟獸藥有限公司生產假獸藥曾被查
處過 網絡圖片

▲去年9月7日，雲南省昭通市彝良縣附近地區連續發生
兩場地震，至少造成81人死亡，821人受傷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