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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日香港奶粉 「限
購令」 生效後，已經有數十

人因違法攜帶奶粉被拘控，而
這也成為兩會期間會場內外的

焦點話題。對於媒體提出的奶製品
質量問題，內蒙古自治區呼和浩特
市市長秦義今天對媒體表示，呼和
浩特正在爭取建立擁有國家實驗室
水平的乳品檢測和研發基地，對該
市兩大乳業集團在全國各地生產加
工的產品實行監管全覆蓋。

【本報記者扈亮北京七日電】

奶牛頭數、奶產量、人均佔有量、人均消費
量等均居全國之冠的呼和浩特被譽為中國乳都，
國內市場佔有率居前兩位的兩大乳業巨頭 「伊利
」、 「蒙牛」均在該市。秦義介紹說，目前這兩
家企業的液態奶產量超過全國產量的50%，全國
奶粉產量130萬噸，內蒙古就超過20萬噸。

建優質奶源基地
為提升產品質量，秦義介紹，呼和浩特正加

大優質奶源基地建設。他並表示 「這是一個涉及
奶牛品種、飼養、飼草料等問題的龐大系統工程
，我們在政府增加投入的情況下，鼓勵兩大龍頭
企業發展，也引導社會資金投資建設奶牛牧場，
多重措施確保奶源基地的安全和奶源的質量。」

中國乳業協會常務理事南慶賢對媒體表示，
近年來中國下了很大力氣整頓奶業。過去中國奶
牛大約60%都分散在個人手裡，而加強整頓後，
個人牛群大約佔40%，規模化養殖佔30%，規模化
如小區養殖類佔30%。亦有業內人士表示， 「中
國乳品工業水平是世界最高水平，而唯一的差距
就在於奶源。」正因如此，規模化散養對乳製品
企業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為在企業無法對所有
奶源進行全方位監控的情況下，就必須把好奶源
進入生產環節前的第一道關口。

不局限於國家標準
秦義透露，目前呼和浩特正在向農業部、質

檢總局等部門提議，在呼和浩特地區建立擁有國
家實驗室水平的乳品檢測和研發基地。他介紹說
， 「在政府主導、企業自檢、相關部門嚴格監管
的基礎上，利用這一檢測和研發中心，實現對伊
利、蒙牛兩大集團在全國各地生產加工的產品的
監管全覆蓋，確保兩大乳企能夠向廣大消費者提
供放心的產品。」他並介紹，為確保產品質量，
該監測中心將對乳製品中所有能夠影響產品質量
的因素進行監測，而並不僅僅局限於當前的國家
標準水平。

李小鵬：坐在火山口上的省長
本報實習記者 周 琳

七日，全國人大山西代表團開放，履新省長不
足兩月的李小鵬因身份的特殊性引來中外媒體關注
，安全事故頻發的煤炭大省山西，曾被人形象地喻

為 「火山口」。如今，李小鵬就坐在了 「火山口」
上。

近期呂梁山隧道事故等瞞報事件，讓中外媒體
紛紛對焦李小鵬。李小鵬也道出了新官的壓力， 「
山西的安全生產壓力的確很大，因為這關係人的生
命，所以責任重於泰山，一個泰山壓在頭頂上，當
然壓力巨大。」

去年12月20日，剛任山西省代省長第二天的李
小鵬，便到常村煤礦420米深的井下檢查煤礦安全
，並向一位老礦工尋求安全生產之道。他說，煤炭
是山西的重要行業」、 「山西有100多萬煤炭職工
」、 「煤礦的安全生產是個高危行業。」李小鵬闡
釋下井緣由，並稱， 「今後還會多去、常去。」

「要懷對生命的敬畏、對責任的敬畏、對制
度的敬畏，來抓好安全生產。」他說。

面對媒體的詰問，山西團回應用數字說話。省
委書記袁純清稱，2011年，全國因為煤礦生產發生
事故大概死了1900多人。山西挖了全國四分之一的

煤炭，但是死了多少人呢？74個人。
以2011年為例，挖100萬噸煤，全國平均就會

有半個人喪生，而山西的這一指標是全國的六分之
一。去年，全國煤礦百萬噸死亡率是0.374，山西
是0.091。對安全生產的重視程度，山西不僅要用
事實說話，更要理直氣壯。

面對嚴肅的安全生產問題，李小鵬也幽了一默
。 「我對記者的職業精神高度敬佩，我對你們的安
全問題特別擔心。我現在最大的難題，是開會時從
大會堂東門進不去呀。」李小鵬提高了聲調說， 「
我在山西抓安全生產，如果到了北京再鬧個安全事
故出來，那我就攤上事了，攤上大事了。」一個春
晚小品上的流行語，讓現場緊張的提問氣氛得以緩
和。

李小鵬說， 「我看微博上描述的非常準確， 『
一團黑乎乎的東西，左晃來，右晃去，好不容易衝
開了，一位女記者說，不知道是誰，可能是山西省
長李小鵬吧。』」一番話，頓時活躍了現場氣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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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尹健北京七日電】全國人大代
表、衛生部部長陳竺今日在十二屆全國人大一
次會議吉林代表團聽取意見時透露，目前相關
部門對第二版基本藥物目錄的制定意見一致，
更多的 「救命藥」被納入，國務院批准後即可
實施。

現行國家基本藥物目錄自2009年9月21日起
施行，是醫療機構配備使用藥品的依據。不過
，實施四年來，基本藥物除多次因質量和安全
原因遭到質疑，其目錄過小也是業界和公眾不
滿的地方。第二版基本藥物目錄此前一直被外
界認為新醫改啟動後最具實驗性的措施。

陳竺說，第二版基本藥物目錄中，藥品的
品種、覆蓋面擴大許多。從第一版307個品種擴
大為500餘種。像抗癌藥、心血管重症藥、神經
系統和精神類用藥、血漿製品等更多 「救命藥
」都會被納入新版目錄中。

今年提交審議的政府工作報告提出，建立
重特大疾病保障和救助機制。對此，陳竺在聽
取代表意見時還表示，大病救助保障既要增加
投入，也要通過改革創造紅利。 「醫改改到一
定時候也就是要改政府」，要通過機構改革和

職能轉變，整合資源優勢互補。依照全國多地
的經驗，要很好地實現醫保、醫療、醫藥三者
之間的聯動，互相支持，相互配合。

新藥物目錄增200多救命藥

【本報記者程聖中、翟曼北京七日電】全國人
大常委、中國社科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所長蔡
昉教授今日接受記者採訪時說，隨人口紅利逐漸
消失，當下須把提高經濟潛在增長率作為重中之
重。

「必須使經濟增長與潛在增長率相協調，與生
產要素的供給能力和資源環境的承受能力相適應。
」今年政府工作報告首次提到 「潛在增長率」。

蔡昉介紹說，潛在增長率衡量的是一個國家在
所有生產要素最優配置情況下能達到的最大增長率
。這些要素包括人力資源、自然資源，也包括技術
、管理、制度安排和經濟政策。

「過去官方是不懂得這個概念的，在我們這些
經濟學家的推動下，讓領導認識到潛在增長率是一
項重要的參照指標，經濟增長速度不應該過度偏離
潛在增長率。」蔡昉說，經濟實際增速如果遠超潛

在增長率，往往導致巨大代價。如果實際增速長期
落後於潛在增長率，會對就業等帶來一系列後果。

蔡昉認為，當前中國經濟潛在增長率有所回落
，7.5%的增速目標與潛在增長率相協調。 「我們非
要保證8%以上的增速的時代已經過去了，也就是說
低於8%也不會有就業問題，」但蔡昉同時表示，潛
在增長率可以提高，也應該提高。

他認為，城鎮化要以農民工的市民化為核心，
通過戶籍制度改革、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把農民
工更徹底的定居在城市，只有如此才能提高內地整
體的實際勞動參與率，從而實現潛在增長率的增長
效果。

「如果我們提高生產力，用新的經濟引擎代替
過去的人口紅利，實現增長方式的轉變，那便是真
正的亞洲奇。」蔡昉說，反之如果經濟增長回落
或長期停滯，那中國必將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蔡昉：保八時代已經過去

▲李小鵬坦言，山西的安全生產壓力的確很
大 中新社

特稿

【本報記者扈亮北京七日電】針對各界普
遍關注的轉基因食品安全問題，全國政協委員
、中央農村工作領導小組副組長陳錫文七日在
全國政協新聞發布會上說： 「目前還沒有聽到
過誰由於食用了轉基因農產品出現安全問題。
」他並強調， 「在相當一段時間內，中國進口
一定的轉基因農產品不可避免。」

陳錫文指出，中國這些年來一直在進口轉
基因的農產品，中國也是世界上種植轉基因農
產品規模比較大的國家。他介紹說，中國進口
轉基因農產品主要集中在大豆上，去年中國進
口大豆5838萬噸，絕大部分為轉基因大豆，來
自美國、巴西和阿根廷。中國進口大豆主要有
兩個用途，一是榨油，二是榨油之後的餅粕用
作飼料。

據悉，目前中國大豆的產量是1300萬噸到
1400萬噸，但是需求量超過了7000萬噸。2012
年中國進口糧食數量創歷史新高。陳錫文曾對
媒體表示，如果中國農產品供給全部靠自己保
障，需要有30億畝以上的農作物總面積，而目
前中國只有24億畝耕地，存在20%的缺口，所
以必須依靠進口大豆等農產品彌補缺口。

安全與否應靠實踐證明
對於民眾擔心的轉基因食品安全問題，陳

錫文指出： 「這個問題本身在學界就有非常大
的爭論，誰也拿不出足夠的證據來說明它絕對
安全或者絕對不安全，應當通過實踐來證明。
目前我還沒有聽到過誰由於食用了轉基因農產
品出現安全問題。」他進一步解釋，轉基因物
質本身是蛋白質，而人們使用的植物油或大豆
油是純脂肪，裡面不含蛋白質，也不含轉基因
物質。但作為飼料的餅粕中肯定含有轉基因物
質，經動物食用之後再轉變為動物蛋白供人食
用。

陳錫文表示，公眾非常關心轉基因的安全
性問題。應該說這個問題本身在學界也有非常
強的爭論，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誰也說
服不了誰，誰也拿不出足夠的證據說它絕對安
全或者絕對不安全，所以應當通過實踐來證明。

▲十二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內蒙古自治區代表團七日上午在北京舉行全體會。會後全國人大
代表、呼和浩特市長秦義被記者追問奶製品問題 中新社

▲全國人大代表、衛生部部長陳竺參加吉林
代表團討論 本報攝

▲全國政協委員七日就推動科學發展答記者問，一位
日本記者用英文提出一個關於轉基因食品的問題（左
圖），林毅夫委員擔心大家沒有聽懂問題，問道： 「
要不要我來給你翻譯？」 後，引來一片笑聲（中圖）
，隨後，他真的 「兼職 」 做起了翻譯（右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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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協會議收5641提案

雲南怒江水電
生態環保做好前不開發

【本報訊】據新華社北京七日消息︰記者從全國政協
十二屆一次會議提案組獲悉，截至7日14時大會提案截止
時間，本次會議共收到委員提案5641件。

據大會提案組副組長劉曉冰介紹，今年的提案更加關
注環境保護、加快推進城鎮化提高城鎮化品質、深化行政
體制改革、防範金融風險、深化科技體制改革增強自主創
新能力、創新社會管理方式、保障糧食安全等方面內容。

劉曉冰說，與去年相比，今年提案的分類辦法由原來
的三大類14小類直接調整為14個類別，其中新增加了資源
環境、商貿旅遊和社會管理類別。

此外，今年大會進一步倡議委員通過網絡提交提案，
提高審查效率。劉曉冰介紹，今年共有2712件提案通過網
絡提交，佔提案總數的48%。

據了解，大會提案組正在抓緊對收到的提案進行認真
審查。3月下旬，全國政協將召開提案交辦會，將提案轉
交相關承辦單位辦理。

【本報訊】中新社北京七日消息：7日，十二屆全國
人大一次會議雲南代表團迎來媒體開放日， 「怒江水電是
否開發」再次成為媒體關注焦點。中共雲南省委書記秦光
榮明確表示，在生態環保工作做好之前，不會進行怒江水
電開發。

怒江發源於西藏唐古拉山，流經中國西藏、雲南兩個
省區，經緬甸匯入印度洋。怒江蘊藏豐富的水能資源，
其中下游河段天然落差達1578米，可開發裝機容量達2132
萬千瓦，年發電量超過1000億度。與此同時，怒江是世界
自然遺產名錄 「三江並流」中的大河之一，而怒江河谷是
科學家最為關注的生態熱點地區之一。

2003年，國家發改委開始論證怒江水電開發。十年間
，有關怒江水電開發是否會破壞 「原生態環境」的爭論一
直不斷，怒江水電開發進度也一度停滯。

秦光榮稱： 「我可以明確地說，目前怒江沒有進行任
何的水電開發。怒江水電開發的前期工作我們已經做了幾
十年了，開發方案也在討論之中。但在國家沒有批准之前
、在一定工作沒做好之前、在生態環保沒做好之前，我們
不會進行開發。」

雲南省怒江僳族自治州州長李四明亦表示： 「怒江
水電資源是國家重要的戰略資源。我們將服從國家的能源
戰略，按照國家的規劃安排部署開展前期的相關工作。目
前國家沒有啟動怒江水電開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