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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清華接受大公報採訪彭清華接受大公報採訪

桂港合作桂港合作促北部灣開發促北部灣開發
廣西壯族自治區黨委書記

彭清華今日接受大公報記者採
訪時表示，廣西將積極主動服務

國家周邊外交戰略，把廣西北部灣
經濟區打造成為中國─東盟開放合
作的先行示範區，提升廣西在多區
域合作中的戰略地位和影響力。他
同時強調，北部灣經濟區將成為廣
西經濟發展的新增長點，期盼桂港
兩地能在經濟區開放開發、重大基
礎設施建設及金融、商貿、旅遊等
重點領域加強合作。

【本報記者黃仰鵬北京六日電】

3月6日下午，十二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廣西團舉
行全體會議對媒體開放日，引來了數十家境內外媒體
關注。彭清華稱，目前廣西仍處後發展欠發達階段，
改革發展任務十分艱巨繁重。他同時透露，未來廣西
將堅持和完善 「兩區一帶」的發展戰略布局，推進北
部灣經濟區和西江經濟帶的快速發展，實施雙核驅動
發展戰略，加快實現與全國同步全面建成小康社會。

作為中國對外開放的示範窗口，廣西北部灣經濟
區的發展情況備受外界關注。彭清華表示，經過五年
的努力，北部灣經濟區綜合經濟實力已躍上新台階，
重大項目建設實現新突破，臨海產業布局初具規模，
保稅物流體系初步建成，開放合作不斷深化，正發揮
引領發展、輻射發展和帶動發展的作用。

彭清華指出，深化中國─東盟合作是國家的戰略
，廣西將積極主動服務國家周邊外交戰略，服務中國
─東盟自貿區發展，努力把廣西北部灣經濟區打造成
為中國─東盟開放合作的先行示範區，進一步提升廣
西在多區域合作中的戰略地位和影響力。

他同時透露，廣西將力加快互聯互通，繼續加
強公路、鐵路、港口、機場、口岸建設，完善出海出
邊國際大通道，進一步提升與東盟互聯互通能力。

桂港兩地有互補性
事實上，自從原中央駐港聯絡辦公室主任彭清華

於去年12月調任廣西壯族自治區黨委書記後，廣西與
香港合作備受外界關注。分析人士認為，彭清華憑藉
在香港積累的人脈關係，能夠使廣西區位和資源優勢
發揮得更加明顯，桂港兩地的經貿合作也會有較大的
提升。

對於桂港兩地的合作，彭清華表示，廣西連接珠
三角，毗鄰港澳，既享有西部大開發政策，受到北部
灣地區的沿海地區開放政策和邊境貿易政策輻射，又
擁有充足的土地、人力資源，具有獨特的區位和資源
優勢，而香港在金融業和現代服務業等多方面則具有
國際領先水平，桂港兩地有很高的互補性，雙方未來
可重點在北部灣經濟區開放開發、產業發展、重大基
礎設施建設及金融、商貿、物流、旅遊、扶貧開發等
重點領域加強合作。

香港正致力於建設人民幣離岸中心，而中國─東
盟自貿區目前也已大範圍流通人民幣。彭清華表示，
未來廣西將充分加強與香港業界的交流合作，深化金
融創新等方面改革，加速貿易自由化、投資便利化，
同時探索開展人民幣自由兌換和離岸金融業試點。

彭清華表示，廣西旅遊資源豐富，生態環境宜人
，希望加強與香港旅遊業界的合作，拓寬合作領域，
帶動廣西的旅遊業發展。

習近平講話釋放重要信號

【本報記者李曉波北京六日電】湖北省代表團今日召
開新聞發布會，向中外媒體介紹湖北、湖南、江西、安
徽四省聯合推進長江中游城市群戰略（ 「中三角戰略」
）的進展情況。

全國人大代表、湖北常務副省長王曉東表示，長江中
游城市群戰略已獲多方面實質進展，當務之急是國家需啟
動規劃綱要的編制工作，並從國家層面建立領導協調機制。

十一屆全國人大常委內務司法委員會副主委、民建中
央專職副主席辜勝阻評價說，隨安徽的加入，從經濟總
量上講，中三角成為中國經濟發展的第四極毫無懸念， 「
中三角戰略」的實施有助中國經濟版圖發展更加均衡。

王曉東介紹說，湖北、湖南、江西三省去年初開始聯
合推進長江中游城市群建設，去年末李克強副總理在江西
調研時，指示安徽也應加入長江中游城市群戰略，共同推
進新型城鎮化建設。四省的省會城市已於2月底在武漢展
開高層會商，並簽署《武漢共識》，共謀打造中國經濟發
展的第四極。

全國人大代表、武漢市市長唐良智稱，四省會城市將
帶動各自輻射的城市圈和城市群，推進產業大對接、交通
大聯網、市場大統一、創新大驅動、生態環境大保護、公
共資源大共享和城鎮化改革大試驗。

韓正：滬港是合作非競爭

鄂湘贛皖謀一體化發展

特稿

【本報記者葉勇北京六日電】在六日召開
的十二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上海代表團全體會
議上，在回答香港媒體記者關於滬港競爭問題
時，上海市委書記韓正表示，滬港之間是很好
的合作關係，而非競爭，而且自2003年起就建
立了良好的合作機制。在上海的國際金融中心
、國際航運中心建設方面，上海可以借鑒香港
很多先進經驗。

在回答大公報記者關於上海開展自由貿易
園區試點工作進展的問題時，上海市市長楊雄
說，正在與國家有關部門協商研究中，上海將
按照中央部署，積極推動相關工作。

房價調控是長期任務
針對當前很熱的地產 「國五條」問題，韓

正表示，房地產調控是長期任務，各項調控政
策是為了市場健康發展，有效調控房價過快上
漲。 「國五條」第二條，涉及到的稅收問題，
早在2006年國稅總局文件已經闡述。相信通過
這些政策的實施，房地產市場一定可以得到健
康發展。

關於上海經濟轉型問題，韓正表示，現在
上海在新起點上，必須轉型發展，確立創新理
念。核心是處理好企業、政府、市場、社會的
關係，更注重市場在配置資源中的作用。政府
轉變職能、社會組織健全和企業發揮主體作用
都很重要。

「上海更加注重發展質量和發展效益。目

前，上海第三產業比重已達到60%，減少了對
投資、房地產、重化工業、勞動密集型產業的
依賴，同時財政收入沒有降低，居民收入不斷
增長。上海關鍵要走出創新驅動、轉型發展的
新路。」楊雄說。

▲上海市委書記韓正在3月6日的十二屆全
國人大一次會議上海代表團全體會議上

本報記者姚勇攝

▲3月6日，十二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貴州代表團舉
辦團組開放日活動。會後，記者圍堵貴州省省委書
記趙克志（中）追問公款吃喝問題。趙克志表示，
很討厭公款吃喝 中新社

【本報記者黃仰鵬、葉勇北京六
日電】近年來，隨內地赴港旅遊人
數逐年攀升，兩地民眾在頻密交往過
程中偶發一些小的矛盾和摩擦。國家
旅遊局局長邵琪偉6日在參加全國政協
經濟組別討論時受訪稱，兩地民眾小
摩擦並非主流，內地與香港的未來將
繼續有規劃地擴大人員交往的總量。
邵琪偉強調，面對一些小摩擦，雙方
應從宏觀戰略上去研究思考，並本
實事求是的原則妥善處理好。

邵琪偉稱，香港與內地旅遊業的
合作，應該從戰略上去審視。他表示
，2003年沙士（ 「非典」）發生後，中
央為了支持香港的長期繁榮穩定，實
施內地赴港個人遊的政策。

「隨內地旅客赴港人數多了，
遇到一些小問題、小摩擦也很正常。
」邵琪偉坦言，由於香港地域面積有
限，由於內地赴港遊人數增長，當中
不可避免也會遇到一些問題，這需要
兩地本實事求是的原則共同去協調
和解決好。邵琪偉說事實證明，內地
赴港個人遊開放以來，對提振香港經
濟起到很大的支撐作用。

邵琪偉說，在旅遊業合作方面，
目前內地與香港已擁有較為健全和成
熟的溝通協商機制。邵琪偉表示，內
地與香港的旅遊業合作，將繼續有規
劃地擴大人員交往的總量。 「這是一
個基礎，」邵琪偉強調，儘管目前內
地旅客赴港人數在節假日高峰期偶爾
會有爆棚的現象，但從總量來講，兩
地還有擴大的空間和餘地。

對於近期發生的 「世通假期」事
件，邵琪偉稱，事發後，香港旅發局
按照香港有關規定，積極處理並與內
地相關部門保持很好的溝通合作，對
此他非常讚賞。

▲3月6日，廣西壯族自治區書記彭清華在廣西代表團全體會議後接受大公報記者採訪
本報記者鄭雷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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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6日，在北京會議
中心，何光暐（右）委
員為甘連舫（左）委員
指出國家稅務總局副局
長宋蘭委員的位置。甘
連舫在談到國家應該加
大對中小企業的結構性
減稅時說， 「宋蘭局長
，怎麼減稅是技術問題
，你把我們中小企業的
減稅問題當個事給研究
研究吧！」

新華社

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本周在中國兩會現場兩
度論及 「創新」和 「科技」。分析人士認為，這是
開啟 「中國夢」的一把至關重要的鑰匙。

習近平參加全國政協委員討論，首先選擇了 「
科協、科技界」。他在發言時說，實施創新驅動發
展戰略，是立足全局、面向未來的重大戰略，是加
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破解經濟發展深層次矛盾和
問題、增強經濟發展內生動力和活力的根本措施。

在參加上海代表團審議時，習近平說，我國經
濟已由較長時期的兩位數增長進入個位數增長階段
。他強調， 「根本出路就在於創新，關鍵要靠科技
力量」。

在持續高速發展30多年後，中國成為了世界第

二大經濟體。一些人認為，中國奇的產生主要依
靠的是廉價勞動力和以高能耗為代價的低成本製造
。一段時間以來，中國通過改革開放，努力實現 「
集成創新和引進消化吸收再創新」，但一些關鍵經
濟門類仍受制於高新科技瓶頸。

與此同時，新一輪科技革命的浪潮正漸然興起
，在諸多領域開始發力，將帶來一系列變革，成為
主導未來世界的強大力量。

美國的 「中國通」羅伯特．庫恩指出，中國已
經到了解決好 「製造」和 「創新」兩者間關係的關
鍵時刻。

三個多月前舉行的中共十八大，將科技創新提
到了國家發展全局的核心地位，提出 「以全球視野

謀劃和推動創新」。此次中國兩會亦是如此。
上海社科院副院長、歷史研究所所長黃仁偉分

析，將創新提到 「全球化」的層面，這也是中共在
主導這個千年文明古國的經濟和科技發展過程中，
有別於以往的一項新提法。

這位專家認為，此番習近平提出 「創新自信」
、 「創新鏈」等新概念，不僅延續了十八大的相關
提法，還旨在告訴科學家和科技工作者在世界格局
中應當 「怎麼看」和 「怎麼辦」。

與習近平一起討論 「創新」話題的代表委員也
認為，事實上中國經濟社會發展，已經到了 「無創
新，則無出路」的轉捩點。

全國人大代表、上海市科協副主席金東寒擔憂

，在中國現行體制機制下，仍存在創新動力不足、
效率不高、效果不好的缺陷。很多問題亟待在下一
個五年到十年進行改變，否則中國的發展難以為繼。

對此，習近平特別強調 「深化科技體制改革」
的重要性。

「也就是要通過體制機制的改革、創新文化環
境的營造以及提高企業和人才的主體地位等方式，
探索中國式的科技創新路線圖。」金東寒這樣認為。

習近平還提醒中國科技工作者， 「要增強創新
自信」。

科技創新的困難不可謂不小。過去幾十年，中
國還缺乏在世界上產生廣泛影響的發明創造。但也
要看到，事實上，近年來中國在核心技術領域已有
部分突破。按照中國科技部部長萬鋼早前的表述：
中國正在推動創新活動融入新科技革命和全球產業
變革的進程。

同時，中國還積極開展 「創新對話」，從
中美創新對話，拓展到中歐創新對話，取得良
好成效。

【新華社北京六日電】

經濟發展出路在創新關鍵靠科技

【本報訊】據新華社北京六日消息：十二屆
全國人大代表、杭州市委副書記、杭州市市長邵
占維同志因突發心臟病，經搶救無效，於2013年
3月6日下午在北京去世，享年58歲。十二屆全國
人大一次會議秘書處對邵占維代表的去世表示哀
悼。

杭州市長邵占維去世
人大秘書處表示哀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