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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龍江省大興安嶺地區緊緊抓住兩會
報告的精髓，順勢而為轉變發展視角，重
點打造 「四大基地」。2012年實現產值24.2
億元，比上年增長26.7%。其中藍莓產業實
現產值5.3億元，食用菌養殖完成1.96億
袋，實現產值4.6億元。近年來，黑龍江省
加大了野生藍莓保護力度，集約化試點經
營面積達到1025公頃，平均每畝增產15%左
右，2011年野生藍莓原果每斤售價達到了
25元。大興安嶺林區已有北極冰、超越、
依莓等藍莓生產加工企業24家，開發出藍
莓冰酒、果乾、果糕、花青素提取物、軟
膠囊和口服液等十大類160多種產品。

該省於上世紀90年代開始養殖黑木
耳，經過多年的發展，已建成標準化木耳
養殖基地66個，6370畝，木耳養殖規模達
到了2億袋，平均每袋利潤1元錢，形成了
較為成型的麥飯石和小孔單片養殖技術。
如今，大興安嶺現有黑木耳加工企業42
家，壓縮、沖飲、多糖等13種產品被認證
為有機食品，在北京、天津、上海等23個
大中城市建立了銷售網點，市場供不應
求。

另外，黑龍江省已建成黃芪、原麝、
草蓯蓉3個省級野生藥材資源保護區，總面
積達12萬公頃；聘請中國食品藥品鑒定研
究院、中國藥典委員會完成了黃芪、五味
子、蒼朮、赤芍4種野生藥材的品質鑒定，
叫響了大興安嶺是野生藥材品質最優良地

方的品牌；林下人參種植和黃芪、蒼朮等野生藥材
人工撫育補植技術獲得成功；宛西製藥投資3億元
的中藥材GAP種植加工以及養生院、大藥房等項目
成功落地大興安嶺。

同時，大興安嶺林區馬鈴薯、商品薯種植面積
已達10.8萬畝，產量21萬噸。並與內蒙古興佳薯業
有限公司展開了積極合作，在大興安嶺建設2萬畝
馬鈴薯脫毒種薯原種基地，4萬畝原料基地和2萬噸
澱粉加工廠。 本報記者 傅彥華

近日，全國人大代表、貴州省委書記、省人大
常委會主任趙克志在審議《政府工作報告》時說，
要全面學習貫徹全國 「兩會」精神，做到始終不渝
抓發展，到2020年與全國同步全面建成小康社會，
實現貴州的 「中國夢」。

趙克志說，過去5年，國務院在黨中央的正確領
導下，各項工作卓有成效，為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
社會主義，推動經濟持續快速健康發展，全面建設
小康社會貢獻了全部智慧和力量。面對國際形勢複
雜多變、經濟持續低迷的嚴峻挑戰，中央科學判
斷、果斷決策，有效避免了我國現代化進程因巨大
的外部衝擊而出現大的波折，我國經濟穩定、充滿
活力。實踐證明，中央的決策部署是完全正確的。

在黨中央、國務院的堅強領導下，貴州省經濟社會
發展主要指標總量5年都翻了一番以上，有9個指標
實現了三年翻番，開啟了科學發展新征程，站在了
新的歷史起點上。

趙克志強調，推進貴州科學發展、後發趕超、
同步小康，實現貴州的 「中國夢」，要始終不渝抓
好發展這個第一要務、要始終不渝抓好 「兩加一
推」主基調的實施、要始終不渝把擴大投資作為擴
大內需、推動發展的戰略基點、要始終不渝在改革
開放上下功夫、要始終不渝堅持改善民生不放鬆、
要始終不渝堅持防治污染這一底線。

本報記者 汪仕英、勞莉、張玲

近日，江西省委書記蘇榮在十二屆全國人大江
西代表團全體會議上充分肯定了上午溫家寶總理的
政府工作報告，並提出三點建議：

一是希望江西成為 「美麗中國」試驗省或試驗
區。江西有樹，森林覆蓋率63.1%，全國第一；江
西有水，江西每年流入長江1460萬立方米，相當
黃、海、淮的總和；江西環保投資有基礎，將投資
39個億，建立89個污水處理廠。

二是希望中央加大對革命老區的支持，並使相
關政策具體化。

三是希望重視生態文明建設，成為治理重金屬
污染試驗區。

省長鹿心社表示江西承擔長江中下游生態的重

大責任，實施了很多重大工程，做出了重要貢獻，
希望國家建立生態補償機制。同時，希望成立長江
中游城市群協調機制。

交通、旅遊等領域有望成為湘鄂贛三省合作的
突破口，並以此為基礎逐步擴展到工業等領域。長
江中游城市群建設迫切需要形成諸如聯席會議之類
的協調機制。爭取建立國家層面的協調機制。制定
相應鼓勵發展的政策，在土地、資金、項目等方面
予以扶持。

會議發言後，現場記者就各自關心的農業、醫
療、文化、旅遊產業發展等問題向代表提問。

本報記者 朱江偉、蘇越

全國人大代表、合肥市市長張慶軍在北京參加全國 「兩會」期
間表示，合肥眼於建立區域性金融中心，力於濱湖後台服務基
地建設，創新思路推出 「三優並重」等舉措，重點通過金融改革、
金融招商、向縣域延伸金融機構布局，構築和完善金融體系。

所謂的 「三優並重」，是指優選增量、優調存量與優化布局。
據介紹，合肥直面競爭日益激烈的金融招商實現，注重 「招大引
新」，先後引進豐銀行、瑞穗（實業）銀行等10餘家國內外知名
銀行在合肥設立分支機構，引進中國人民銀行、中國銀行、信達資
產等14家金融類機構入駐濱湖新區國際金融後台服務基地，並建成
安徽首家中外合資汽車金融公司等新型金融機構。

張慶軍稱，合肥在現有金融機構的基礎上，多舉措加快推進金
融改革，包括對全市信用聯社進行改制，成立安徽首家村鎮銀行，

對全市41家交易場所進行清理整頓，引導社會
資本回歸實體經濟，以及加強農村金融擔保體
系建設，開展農村產權抵押融資試點。

此外，合肥積極引導商業銀行向縣域延
伸，增設機構和網點，增加信貸投放，為農村
經濟的發展提供資金支持。截至目前，光大銀
行、九江銀行、徽商銀行等銀行均有在合肥縣

區設立分支機構，興泰租賃以及安徽省股權交易所在合肥縣域開展
業務，設有綜合金融服務平台。

得益於推出 「三優並重」等舉措，合肥市金融體系日趨完善，
區域性金融中心初步形成。截至目前，合肥共有金融類機構306
家，其中銀行33家、證券機構59家、期貨機構18家、保險機構47
家、資產管理公司分支機構4家、信託法人機構2家、小額貸款公司
95家、融資新擔保公司48家。

合肥市還主動搶抓國家大力發展資本市場機遇，通過完善機
制、落實政策、加強培訓、有效指導以及積極協調等 「五輪驅
動」，全方位推動和幫助企業上市。自2009年創業板開板以來，合
肥市累計新增上市公司11家，實現首發融資103.22億元。

本報記者 秦炳煜、柏永

全國人大代
表、牡丹江市市
長林寬海對溫總
理政府報告中指
出的 「堅持把深
化沿海開放與擴
大內陸和沿邊開
放結合起來，加
快 形 成 各 具 特
色、優勢互補、
分工協作、均衡
發展的區域開放

格局」讚嘆有餘。他指出，作為中國對俄
經貿合作第一大市牡丹江而言，要以兩會
精神為契機，加快建設中俄地區友好合作
示範城市，打造對俄沿邊開放的新高地，
全面提升對俄合作新水平。

牡丹江作為中俄邊境地區最大的地級
市，是中俄經貿合作的橋頭堡和樞紐站，
去年對俄貿易額實現67.8億美元，佔黑龍江
省的31.8%，連續23年居黑龍江首位，是我
國進口原油、木材、鐵礦砂、合成橡膠等
戰略物資的重要通道。

林寬海說，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牡丹
江要加快建設中俄地區友好合作示範城市
的步伐，立足沿邊、服務全國，重點當好
「五個示範」：一是在通道建設上當好示

範。抓緊謀劃推進哈牡快速鐵路建設、牡
丹江機場遷建、東烏國際鐵路對接、引俄
羅斯寬軌進穆棱、物流園區提檔升級等重
點項目，暢通對俄合作物流通道。二是在
載體建設上當好示範。推動境內外園區提
檔升級，加速建設東北亞旅遊目的地和中
轉站，為做大做強進出口加工業、擴大經
貿合作規模提供載體。三是在貿易方式上
當好示範。以對俄合作轉型升級為主線，
實施內外貿融合發展，擴大進口落地和出
口加工，優化進出口商品結構。四是在人

文交流上當好示範。利用與俄遠東城市良好的合作
基礎和人脈關係，完善合作機制，拓展交流合作領
域。五是在服務措施上當好示範。按照國際化標
準，加強生產和貿易服務，優化商貿和生活環境，
努力建設服務優質、政策優惠、通關便利、生活舒
適的開放城市。 本報記者 傅彥華

近日，在全國兩會寧夏代表團媒體開放日上，全國人大代表、寧
夏回族自治區常務副主席劉慧接受了本報記者採訪。據介紹，寧夏35
萬生態移民攻堅工程已成功遷出12萬人，完成了五年規劃的35%。

為了使廣大移民能夠搬得出、穩得住、能致富，寧夏對移民新村
實行創新化的管理機制。政府與每戶移民簽訂土地承包合同，流轉經
營合同、務工就業、教育培訓等方面的合同，對移民實行危機化管理
機制。經過一年的實踐，這一創新管理方式得到了老百姓的認同。

劉慧說，寧夏將在五年內完成生態移民工程，並有信心與全國同
步進入全面小康社會。

本報記者 田育紅、樊麗莉

全國人大代
表、陝西煤業化
工集團董事長華
煒，認為最近各
地頻發的霧霾天
氣已發出危險信
號，結合自身行
業特點，提出議
案：必須提高化
石能源質量，加
強 減 排 限 制 措
施。

華煒代表在
議案中指出，近

年來，全球極端氣候頻發。尤其是今年以
來，我國出現了大範圍、長時間的霧霾天
氣，被中科院檢出大量含氮有機物。霧霾
天氣給我們的環境問題敲響了警鐘。

我國能源結構以煤為主，改善排放的
難度大。從2009年開始，我國成為化石能
源全面進口國。目前，我國已是全球最大
的煤炭淨進口國，同時我們的石油對外依
存度已接近60%，天然氣對外依存度接近
1/3，中國化石能源全面進口使得化石能
源結構調整難度加大。因此，走清潔利用
能源之路勢在必行。

去年我國進口煤炭達2.9億噸，其中
大部分是熱值不高的動力煤。因此，華煒
代表建議提高進口煤的質量門檻，禁止進
口未經洗選的低熱值原煤；限制國內劣質
煤生產。有序關停和淘汰我國中東部低熱
值、高硫分、高灰分煤炭生產。加大中西
部地區優質煤炭基地開發，提高煤炭洗選
比例。

本報記者 楊東紅

全國人大代表、長城汽車總裁王鳳英兩會期間
接受記者專訪表示，此次兩會提案建議政府對中國
汽車海外投資建廠給予更多配套的政策扶持、業務
指導和服務支持。

當前，國際化戰略作為中國汽車做大做強的必
經之路已成共識。隨自主品牌車企海外建廠的速
度加快，海外投資建廠的諸多不利因素也在不斷顯
現。除了自身存在的原因還包含國家層面缺乏整體
戰略、自主汽車企業在海外發展質量參差不齊、存
在互相掣肘現象等現象，同時還要受到投資當地的
產業政策、貿易保護、技術壁壘，甚至是政治風險
等的威脅。王鳳英建議，政府應基於中國汽車國際
化的長遠規劃，建立 「獎優罰劣 「機制，主導建立
海外風險信息及防控平台；進一步加快國家相關立

法步伐，出台配套的體系政策，比如，加快制定和完善《海外直接投資
法》，成立專門的管理境外投資的機構，進一步完善海外投資企業的監管機
制，建立海外直接投資保險制度；提供配套金融支持，提供更多更優惠的信
貸和資金支持，同時給予更多更優惠的稅收特別是所得稅方面的扶持，幫助
企業不斷提高國際競爭力；同時，進一步加強對海外投資企業的監督與指
導，積極推動和扶持具有比較優勢的、符合國家產業政策和整體利益的跨國
經營。

據悉，長城汽車在海外出口方面早已不再簡單追求出口數量，而更加追
求海外發展的整體質量，包括從適應性產品開發到市場布局、品牌建設、售
後服務等方面的系統推進。2013年，長城汽車與厄瓜多爾當地夥伴建立的KD
組裝廠也將實現投產。

此外，長城汽車對於巴西、烏克蘭、委內瑞拉、敘利亞等國的KD項目也
在積極規劃開拓中。到2015年，長城汽車海外KD組裝廠將達到24家，設計年
產能將達50萬輛。通過海外組裝廠生產銷售所佔長城整體出口的比例將大幅
提升。 本報記者 余瑞金

全國人大代表、海南省陵水黎族自治縣
縣委書記王雄近日接受記者採訪時表示，國
家要加大培養和穩定少數民族地區的科技人
才的力度。王雄認為少數民族地區的發展，
講到底是三個問題，一是基礎設施，二是特
色產業，三是科技人才。

科技人才在民族地區科技發展中起到極
其重要的作用，但要解決這個問題，靠地方
政府這一級很難從根本上解決，需要在國家
層面上建立少數民族地區人才的培養機制。
因為在培養上，只有國家層面上才能做出計
劃，才能更有效地培養。

培養之後，在民族地區工作的核心科技

人才，現階段流動性很大，要建立招聘的制
度、激勵的機制。如果在國家層面上建立，
那就有益於科技人才在少數民族地區穩定下
來，這樣對推動少數民族地區、貧困地區的
發展有很大的好處。

王雄還希望國家加大對海南農業基礎設
施的支持力度，海南每年都有不同程度的颱
風，一有颱風，基礎設施損害很大。

儘管海南這麼多年來不斷地發展，取得
了很好的經濟效益，但目前還是一個欠發達
地區。希望能夠加大投入，促進海南農業工
作。

本報記者 張建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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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
煤
業
化
工
集
團
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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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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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人大代表、
陝西煤業化工集團
董事長華煒

▲全國人大代表、寧
夏回族自治區常務副
主席劉慧

陵水縣委書記王雄：

加大培養少數民族地區科技人才力度

全國人大代表、河南省高級人民法院院長
張立勇近日在北京出席全國人大的會議時，公
開表示應打破司法神秘主義的常規，放在陽光
下接受人民的監督，使整個司法審判的過程不
留一個死角，從而達到制約司法權，避免類似
「趙作海冤案」重現，讓民眾在每個司法案件

中都感到公平正義。
張立勇代表呼籲，2011年經過河南法院審

理 「瘦肉精」系列案件的成功實踐，為更加有
力地震懾食品藥品違法犯罪，保護人民群眾的
生命健康安全，建議將《刑法》第三章破壞社
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罪中的五個罪名──生
產、銷售假藥罪，生產、銷售劣藥罪，生產、
銷售不符合安全標準的食品罪，生產、銷售有
毒、有害食品罪，生產銷售不符合標準的醫用

器材罪，納入《刑法》第二章危害公共安全罪當中，從刑事立法上旗幟
鮮明地表達國家嚴厲打擊這些犯罪的決心。

張立勇表示，食品、藥品安全保障實際上是對人權的保護，是對公
民生存權和發展權的維護。上述五種犯罪行為不僅危害了不特定多數人
的生命、健康或者重大公私財產的安全，也嚴重破壞了社會誠信體系，
傷害了人民群眾對黨和政府的信任，極易引發群體性事件，影響社會穩
定。而當前違法成本太低，刑法的震懾力不夠是食品、藥品領域安全問
題屢禁不止的重要原因。 「治亂必須用重典」，重塑社會誠信必須動用
刑罰，讓膽敢以身試法者承擔更重的刑事責任，對違法行為給予最大震
懾，從而順應民心，合乎民意。

張立勇回應習近平總書記關於 「要努力讓人民群眾在每一個司法案
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義」的講話，指出所有司法機關都要緊緊圍繞這個
目標來改進工作，重點解決影響司法公正和制約司法能力的深層次問
題。 本報記者 段曉燕、蔣敏

長城汽車總裁王鳳英：

政府應對海外建廠予更多支持
河南省高院院長張立勇：

打破司法神秘主義常規

▲全國人大代表、河
南省高級人民法院院
長張立勇 段曉燕攝

▲全國人大代表、長
城汽車總裁王鳳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