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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的 「三公」 經費預計花在哪？《廣
東省2012年預算執行情況和2013年預算草案
的報告》首次 「曬」 出了 「三公」 經費預算
情況，並細化到項級科目。省十二屆人大一
次會議27分組審議該報告，頗受人大代表歡
迎。有人大代表表示，此舉讓 「三公」 經費
支出更加透明，起到監督作用。

【本報記者袁秀賢廣州二十七日電】

許勤：雙非水客不礙深港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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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會兩會地方

【本報記者鄭曼玲、周子廣州二十七日電】
東莞已連續三年未完成預期目標，且經濟增速也是
全省墊底，其經濟狀況令外界擔憂。出席廣東省人
大會議的東莞市委書記徐建華近日在回答大公報記

者提問時坦承，東莞目前仍處 「爬坡越坎期」。
近年來，隨國內外經濟環境日益複雜多變，

嚴重依賴外銷市場的東莞經濟發展開始減速。2012
年東莞GDP增速為6.1%，2009年後第三次未能完成
GDP增長預定目標，增速全省墊底。在綜合考慮各
方面因素後，東莞今年沒有再延續此前定下的未來5
年8%的GDP增速目標，而是調整為7%。

在回答大公報記者關於目前東莞經濟是否已現
拐點的問題時，徐建華表示， 「東莞現在還處於 『
爬坡越坎期』，當然會有陣痛，會有 『缺氧』，正
因為如此，我們才需要鳳凰涅槃、浴火重生。」徐
建華還表示，港資仍然是東莞經濟的重要支撐力量
，也是十分重要的投資主體，東莞一直重視加強與
香港政府及商會等層面的聯繫和溝通，千方百計服
務好在莞的港企。

徐建華說，考慮到今年宏觀經濟形勢依然趨緊
，日前東莞市政府已經出台 「1號文件」，提出 「減
負五十條」，預計每年可為企業減輕負擔約35.50億
元， 「今年是出台文件最早、力度最大，主要得益
者是中小微企業，希望能幫助包括港企在內的企業
渡過難關。」

「市水務局2012年出國經費38萬元，按照公布的出
國人次計算，平均每人次超6萬元。我也出過國，感覺
這個標準有點高，這個出國費用是怎麼回事？」廣州人
大代表王翼初近日在市十四屆人大三次會議審議2012年
預算執行情況時向市水務局官員質問。

改變 「先斬後奏」 做法
以往， 「三公」支出都是花了再公布，今年則不一

樣，首次在2013年預算報告中反映 「三公」經費、行政
經費預算情況，增加了省級行政經費及 「三公」經費預
算情況表，便於人大代表全面了解，改變以往 「先斬後
奏」做法。

「市民最擔心是政府部門有沒有亂花錢，用在哪些
地方。 『三公』經費預算公開，順應民意。會前，我們
已收到大會的預算報告，提前了解，人大代表可起到監
督作用。」省人大代表王雲新表示。

「三公」經費成為今年省兩會熱點話題。政府工作
報告提到，嚴控 「三公」經費成為硬性要求。今年的廣
東省財政預算報告中，首次曬出省級 「三公」經費帳本
：因公出國（境）支出0.74億元、公務用車購置及運行
維護支出5億元、公務接待費支出2.89億元。 「三公」
經費佔據最大比重的是公務用車，佔到57.87%。相比去
年 「三公」經費8.79億元的總數，今年廣東 「三公」經
費預算安排8.64億元，壓縮約5%。

進一步細化預算投入
今年進一步細化預算重點投入情況，把 「三公」經

費和行政經費細化到 「項」級，從原來3大類增加到6大
類。公務用車是 「三公」經費中的重頭，今年預算報告
中針對公務用車用途和性質不同，將公務用車細化為普
遍車輛、特種車、囚車、防暴車和摩托車等，在此基礎
上對運行維護費分檔細化到燃料費、維修費、保險費和
雜項費等開支內容。

廣東省財政廳廳長曾志權表示， 「三公」經費要 「
嚴格控死」，超過了一分也不給。今年將嚴控一般性支
出、公務接待支出、樓堂館所支出、基建項目超概算支
出等，繼續實行公務購車和用車經費、會議經費、公務
接待費用、黨政機關出國經費、辦公經費 「五個零增長
」或略有下降。對每項支出加強績效評價管理，將績效
評價的結果作為預算編制的重要參考。

中山大學嶺南學院財稅系主任林江認為，首曬 「三
公」預算，令公共財政透明化，接受社會監督，讓政府
花錢更為合理。建議 「三公」預算再細化至具體執行部
門，令 「三公」支出更加清晰。

粵欲確保經濟龍頭
未來3年投資7.7萬億

【本報記者黃裕勇廣州二十七日電】正在舉行的廣
東人大與政協會議積極討論了如何應對江蘇的窮追猛打
，為確保經濟發展後勁，廣東省決定未來3年將在投資
領域砸下7.7萬億元。

廣東省政協今天就 「如何發揮固定資產投資的關鍵
作用」舉行專題座談會。廣東省常務副省長徐少華表示
，確保GDP頭名位置關乎廣東能否率先實現小康發展
目標，而投資將是廣東經濟發展的主要動力。他坦承廣
東投資增長長期落後於江蘇，是兩省GDP差距大幅縮
小，廣東領先優勢逐漸喪失的重要原因。他透露，廣東
省未來3年投資增長率至少保持15%水平，固定資產總
投資高達7.7萬億元，其中基礎設施448項目，涉及投資
2.7萬億元。

投資已落後內地五省
徐少華透露，廣東投資增速為15%，低於全國平均

水平。與東部地區相比，也落後於江蘇、山東、遼寧、
河南、河北等5省區，與經濟第一大省地位不相適應。

【本報記者鄭曼玲廣州二十七日電】名校學位居然被高
價 「出售」用以還貸、且此舉還是經過政府批准的合法行為
，這一 「匪夷所思」現象在近日的廣東省兩會上，經省人大
代表、廣東實驗中學校長鄭熾欽披露後，引起強烈反響。

鄭熾欽在分組討論會上談及教育問題，坦承目前高中、
初中、小學要擇校，甚至幼兒園都有 「擇園」，問題很突出
。他稱，廣東自2009年開始，就陸續出現了教育債務問題，
學校學位由原來的公辦，轉變成了現在的 「民辦」。他介紹
說，廣東實驗中學採用貸款辦學方式，建設高中校區，總投
入約2.9億元。 「其中，省政府投入8500萬元，芳村區政府
（現已併入荔灣區）投入3000萬元，約佔整個投入的40%。
而這些錢，全部來自於銀行貸款。相應的，就拿了40%的學
位高價 『出售』，全部用於政府還貸，而這種做法，是有文
件支持的。」在此前的調研活動中，據他了解，存在類似情
況的學校，廣東全省至少還有六至八所。鄭熾欽此話一出，
頓時令討論會會場鴉雀無聲。

這一令人吃驚的消息一經披露，便引起各方議論。而廣
東省教育廳相關負責人接受媒體採訪時確認，廣東實驗中學
的做法是經過省政府批准實施的。

廣東實驗中學是廣東省內一所國家級重點中學，辦學歷
史悠久，且名聲斐然，建校至今已培養了七名中國科學院院
士和中國工程院院士。每年升學考試，成千上萬考生為贏得
該校學位，往往要爭得 「頭破血流」，而今卻被合法 「高價
」出售。有網民評論指出，本應最純淨無瑕的教育領域，摻
雜進赤裸裸的學位 「買賣」，還談何維護教育公平正義？公
辦學校屬於社會公共資源，如果這一說法屬實，政府應該給
民眾一個合理交代。

官員財產公示話題，繼在廣州市兩
會上被火速炒熱後，在隨後舉行的廣東
省兩會上又持續發酵，很多具有官員身
份的代表委員，都無一例外地被問及這

一問題。繼廣州市市長陳建華、佛山市市長劉悅倫、韶關市
委書記鄭振濤等多位地級市負責人公開表態願意公示財產後
，深圳市市長許勤也在記者會上表示，完全贊成這幾位市長
的意見， 「我也會跟他們一樣。」他認為，官員財產公示有
利於加強廉政建設，是一個必然方向，深圳會按照國家和
廣東省的相關部署，積極推動這項工作。

廣東率先試水官員財產公示，試點地區敲定珠海橫琴新
區、廣州南沙新區和韶關始興縣，其中，橫琴新區副科長以
上實職領導幹部家庭財產情況，已在機關內部公示近4個月
，下來將按廣東省紀委要求穩妥推進；南沙新區則將於春節
後啟動試點工作；而韶關始興縣526名副科及以上幹部的家庭
財產相關資料，預計春節後也將在當地內網上公示。

【本報廣州二十七日電】

被 「追兵」江蘇 「咬
到屁股」，如何實現廣東
突圍就成為粵省兩會上的
熱議話題。有政協委員指
出，江蘇各地實力相當，

「每個地市都像一匹狼」，而廣東區域發展很
不平衡， 「很多都是綿羊，只有廣州、深圳兩
隻大老虎，還喜歡單打獨鬥，怎麼頂得住 『狼
群』的追趕？」

面對這些議論，連日來，廣州、深圳兩地
紛紛拋開 「瑜亮情結」，公開表態 「曬團結」
。 「每個城市的優勢不同，廣州和深圳可以通
過競合，互利互惠，形成合力。」廣州市市長
陳建華對記者說。前不久的廣州市兩會上，陳
建華所作的政府報告中首次提出 「加強與深圳
的合作」，被媒體稱為是向深圳拋出 「繡球」
。他建議廣深建立合作框架機制，促進兩地合
作向更深層次推進，帶動珠三角、廣東省、乃
至泛珠三角的發展。

「深圳一哥」王榮則回應道， 「如果把廣
東21個地級以上市看作是兄弟姐妹，那廣州和
深圳就是兄長，」他形象地說， 「怎麼樣把21
個兄弟姐妹，都能夠拉扯大，幫助他們成家立
業，為整個大家庭的幸福、富強做出貢獻，這
就是新時期廣州和深圳應該承擔的責任和地位
。」

深圳市市長許勤也表示， 「後有追兵」更
能增強合作意識。他說，深圳一向在講 「感恩
改革開放，回報全國人民」，更不用說在省內
「自己家裡」來進一步發揮經濟輻射作用，為

推動全省的協調發展作出貢獻。他承諾，深圳
和廣州在未來發展中一定會共同合作、優勢互
補，更好地發揮雙中心的驅動作用。

【本報廣州二十七日電】

【本報訊】深圳市市長許勤27日在廣州舉行的廣
東省人大記者會上稱， 「雙非」孕婦、 「水客」等問
題不會成為深港合作的障礙，而深圳與香港雙方應認

真聽取各方意見，通過協調、溝通共同推進合作，最
終維護社會公眾利益以及未來的共同利益。

據中新社報道，許勤認為，在深港合作的過程中
，存在由 「雙非」、 「水客」等因素引起的矛盾是正
常的。他說，任何的雙邊或多方合作都可能會出現這
樣那樣的問題，特別是由利益驅動導致的一些行為；
在合作過程中也有因社會利益與個體利益不一致，或
因雙方各自看到的重點不同所產生的矛盾。

香港作用無可替代
「深圳的發展與深港合作密不可分，香港在深圳

發展中的作用是無可替代的。」許勤表示，深港合作
越來越緊密，已從單一的產業、經貿合作，發展到環
保、科技、邊境地區基礎設施、醫療、教育等多方面
合作，進一步推進兩地的合作發展，是兩地政府的共

識，他對於未來深港合作充滿信心。
許勤稱，除了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開發開放

取得重大進展外，去年深港兩地跨境基礎設施建設、
科技金融、教育衛生等領域合作成效明顯，深圳通與
香港八達通實現互聯互通；深澳中醫藥、文化創意、
投資推廣、旅遊、教育、檢驗檢疫等方面合作進展順
利。

當天有記者問及深圳與澳門的合作是否會因距離
問題而有困難，許勤回應： 「深澳之間的合作不存在
任何障礙，尤其在現代信息社會和當前交通條件下，
深澳之間1小時（船程）的距離已不成合作障礙。」

許勤表示，在文化、教育、中醫藥等領域的合作
，深澳雙方都予以高度關注，同時深圳也寄望通過與
澳門的合作，推進同葡語系國家和地區的經貿合作、
文化交流及其他雙邊關係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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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曬財嗎粵官必答題
本報記者 鄭曼玲

【本報記者鄭曼玲廣州二十七日電】前海
管理局負責人日前表示，有意向中央申請將前
海範圍擴大至寶安區。27日，出席廣東省人大
會議的深圳市市長許勤在回答大公報記者提問
時，否認深政府目前有此計劃。當下將重把
現有的15平方公里「做好做精」，通過與南沙、
橫琴的錯位發展，實現前海的大開放大跨越。

前海管理局局長鄭宏傑曾表示，計劃用10
年將前海發展成為如倫敦金融城一樣的金融中
心。但他認為，要實現這一目標，以前海目前
的面積來看，稍顯過小。 「前海的面積現在是
15平方公里，而天津濱海新區是2270平方公里
，上海浦東新區是1200平方公里。南沙新區原
來只申請了400平方公里，後來嫌不夠，又擴
充到800平方公里。」

鄭宏傑介紹，由於前海區域太小，很多企
業覺得後續發展不足，不少前來考察的大企業
因此不願落戶。他透露， 「今後可能會向國務
院申請，將前海合作區沿珠江口擴充至寶安區
。」

27日，本報記者在廣東省人大會議的新聞
發布會上就此消息向許勤市長求證。許勤回答
說，前海的確面積不大，但倫敦金融城最初只
有1平方公里，後來擴容了也只有2平方公里左
右。如果要發展製造業，這個區域確實太小，
但對於發展現代服務業來講，還是有足夠的空
間。他說，前海目前的工作重心還是要把這15
平方公里做好做精，關鍵是在高水平、高質量
、高附加值上下功夫， 「相信把這15平方公里
做好了，對於促進現代服務業的開放式發展，
對於培養新的經濟增長極，會發揮非常重要的
作用。」許勤說， 「至於擴容的事，到目前為
止還沒有研究。」

前海聯席會議即將召開
另外，針對外界擔心前海、南沙、橫琴三

地定位雷同、 「自相殘殺」，許勤表示，三個
新區是中央和廣東省重點打造的三個新的區域
增長極，在產業發展上既有互動也有區分，不
存在惡性競爭的問題。目前前海的規劃、政策
環境、體制、行政審批、基礎設施建設等都推
進得非常順利。

許勤還透露，國家發改委正在牽頭籌備下
一次 「前海建設部級聯席會議」，近期即將舉
行。伴隨各項配套政策的進一步落實，前海
發展必定會加速。

▲27日，廣東省人大代表審議 「三公」 經費預算 本報記者袁秀賢攝

前海先求做好做精
擴容大計尚未有譜

▲深圳市市長許勤稱，前海擴容的問題，到
目前為止還沒有研究。圖為建設中的前海

資料圖片

東莞尚處爬坡越坎期

◀東莞市
委書記徐
建華稱，
東莞仍處
爬坡越坎
期
本報記者
鄭曼玲攝

◀許勤稱，
香港在深圳
發展中的作
用是無可替
代的
本報記者
鄭曼玲攝

名校高價出售學位還貸

▲27日，上海政協新委員、原澳門特首何厚鏵之子何敬
民（中），在上海政協會議上對媒體表示，自己會促進
上海與澳門之間的金融、文化交流，並希望以後在上海
投資 中新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