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國人大代表、湛江市長王中丙接受採
訪時表示，湛江作為海洋城市，海洋資源豐
富，必須充分利用好各種資源，實現從海洋
大市到海洋強市的轉變。一方面是要把港口
經濟做大做強；另一方面，要把交通基礎設
施做好做優。同時，要做到經濟發展和環境
保護雙贏。

湛江是改革開放首批沿海開放城市之一
，擁有廣東省近一半的海岸線，天然良港眾
多，海洋資源豐富，但依然是一個欠發達地
區。對於目前的發展現狀，王中丙坦言，湛
江經濟總量過小是短板，要改變這一局面。
「當前我們最緊要、最重要、最根本的任務

就是發展，要把經濟總量做大、做優、做強。按照省委省政府要求，
大力發展港口經濟，臨港工業，特別是把鋼鐵、石化、造紙這三大行
業發展好。湛江得到了歷屆省委省政府的支持，主要是它具備了發展
臨港經濟和海洋經濟這樣一個自然條件，特別是深水港和綿長的海岸
線，所以在新一輪的產業轉移和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過程中，湛江又
取得了先機，贏得了機遇。」

除了海洋開發，陸地交通也是發展的必要基礎條件。王中丙深有
感觸地說，湛江有天然的深水良港，但是沒有把優勢充分發揮出來，
歸根結底，就是因為陸地交通基礎設施落後。 「我們決心在未來幾年

內，構建 『三環四通』交通大格局，也就是市外通高鐵，縣縣通高速
，鎮鎮通快速，村村通公路，以及市區成環、灣區成環，還有半島成
環。到那時，湛江的交通會有所改善，會迎來新的發展春天。」

王中丙還向記者介紹了湛江鋼鐵、石化等大項目的進展情況。目
前，兩大項目均按計劃有序建設，鋼鐵及1500萬噸煉油項目預計2015
年建成投產。湛江正規劃分別布局石化及鋼鐵產業配套區，並配套相
應的高新產業區，為這兩個大項目拉長產業鏈。王中丙稱，湛江會把
「藍天白雲」看作是發展的生命線， 「我們完全有把握，有技術，把

經濟的大發展和環境的大保護相融合，把東海島打造成循環經濟工業
島，建成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工業區。」 本報記者 周子灩

湛江市長王中丙：借海洋開發實現藍色崛起

▲全國人大代表、湛江
市長王中丙

▲湛江港灣

「藍色經濟應該是生態經濟，不能走
先污染後治理的道路，付出沉重或者不可
挽回的教訓。」全國人大表、煙台市長王
良說，我們要為子孫後代留下碧海藍天、
美麗港灣。

2011年，國務院正式批准山東半島藍
色經濟區區域發展戰略，煙台成為此戰略
惠及的核心城市之一。王良說，這是煙台
千載難逢的藍色機遇，海洋產業已經成為
該市發展的最重要引擎。煙台市去年海洋
產業產值達到1727億元，同比增長16.7%；
今年海洋產業產值將突破2000億元。

王良說，藍色經濟首先應是一種開放
型經濟，煙台將利用毗鄰日韓的優勢擴大開放，通過擴大開放來推動
經濟發展。同時，藍色經濟也是一種創新型經濟，發展藍色經濟注重
的是 「高質、高端、高效」。藍色產業還是一種戰略型新興產業，要
依靠科技進步，更好地實現 「轉方式調結構」的工作。另外，藍色經

濟是一種生態經濟，要讓人民能享受純淨的生態環境，並為子孫後代
留下優質的海洋資源。

據王良介紹，目前，青煙威榮城際鐵路和德龍煙鐵路正在建設，
青煙威榮城鐵計劃2014年通車，啟用動車。王良說，從大連到煙台的
隧道正在國家論證中，山東半島和遼東半島將利用隧道接軌。

「同時我們還建議，要加快在煙台、濰坊、東營，包括山東和京
津冀、環渤海的重點城市，建立高鐵的客運專線，有G字頭的高鐵專
線，對推動地域發展，建立 『環渤海專線』，對這個區域有好處。」
王良說，這個區域範圍內，面積是全國面積的12%，人口是全國的20%
，經濟增長佔全國的30%。加強這裡的高鐵建設，有利於環渤海的發
展。

談到中韓自貿區發展，王良說，煙台與韓國來往密切，韓國在煙
台有3000多家企業，常住的韓國僑民有三四萬人，煙台已經與韓國仁
川開通了航班，今年還計劃和平澤開通航班。同時他還表示，關於開
通至韓國的鐵路輪渡設想，韓國方面也非常支持，希望能盡快上升到
國家層面實施。

本報記者 丁春麗

全國人大代表、天水市市委書記馬世忠在十二屆全國人大一次會
議分團討論時發言講道，天水文化積澱深厚，文化資源富集，以伏羲
文化、大地灣文化、秦早期文化、麥積山石窟文化、三國古戰場文化
為代表的 「五大文化」源遠流長，構成了天水獨具特色的文化體系。
天水將搶抓機遇，發揮優勢，重點實施幾個重大文化項目：

首先，天水將圍繞伏羲文化的開發利用，規劃建設中華始祖文化
園，將天水打造成全球華人尋根祭祖聖地。該項目以伏羲演繹八卦的
卦台山為核心，以弘揚伏羲文化精神為主題，集尋根祭祖、文化交流
、旅遊觀光等為一體。

其次，大地灣遺址是全國的重點文物保護單位，是黃河中上游一
處規模宏大的新石器時代遺址，總面積275萬平方米。天水將在認真
實施省政府《大地灣遺址文物保護規劃》的基礎上，進一步加大保護

與開發的力度，積極申報建設國家級考古遺址公園，努力把大地灣遺
址打造成世界級的旅遊目的地。

另外，石窟佛教大多分布在古絲綢之路文化帶上，尤以甘肅數量
最多、最為集中、保存最好。甘肅列為國家級單位的石窟有9處，其
中天水就有4處。中國四大石窟之一的麥積山石窟更被列為世界文化
遺產預備名錄。天水將依託這些獨特的石窟藝術資源，建設百里石窟
藝術長廊，將天水打造成華夏藝術之都。

最後，天水佛教文化源遠流長，據史料記載，天水南郭寺隋塔地
宮內秘密藏有釋加牟尼真身舍利。天水將借鑒陝西法門寺建設的理念
和模式，規劃建設佛文化園，同時對南郭寺地宮進行保護性考古開掘
，將出土的文物安置在佛文化園內，打造西部佛教文化旅遊聖地。

本報記者 楊韶紅 鄭建軍 頡寶傑

天水市委書記馬世忠：依託華夏文明建文化新區

煙台市長王良：爭做藍色經濟領軍城市

▲全國人大代表、煙台
市長王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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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面對全行
業虧損的局面，武鋼能夠
守住微利底線，關鍵在於
實施低成本製造。」全國
人大代表、武鋼總經理鄧
崎琳說。他說的低成本製
造，既是指一種先進技術
，也是指一種先進思想和
團隊精神。

所謂低成本製造，
其實是通過結構調整、工
藝流程再造、精細化管理
、成本控制等技術和管理

手段，實現效益最大化的系統工程。
武鋼煉鐵廠大膽挑戰傳統工藝，優化配礦結

構，最大限度地增加低價位、低品位雜礦及二次
資源的用量，使鐵成本每噸降低約100至200元，
全年控制成本約16億元以上。還有煉焦煤預處理
、高效脫磷煉鋼、節能環保新技術等，一起為控
本增效提供了支撐。

2012年，漢鋼、襄鋼、武昌焦化廠等政策性
兼併的企業，能耗高、產能落後，生產線嚴重虧
損。武鋼關停併轉，淘汰落後煉鐵產能41萬噸、
煉鋼產能180萬噸、軋鋼產能60萬噸。

去年，武鋼成本費用總額同比降低9.34%，降
幅在行業中名列前茅。可控費用壓縮再壓縮，從
源頭控制費用總額。 「三公經費」和非生產性費
用從嚴控制，建立差旅管理服務平台，降低差旅
成本。

此外，武鋼加快發展戰略資源板塊。武鋼抓
住有利時機 「抄底」，以較低的投資額度鎖定海
外權益資源量數百億噸，小投資換來大回報。武
鋼已成為全球鋼鐵製造商中擁有礦石資源量最大
的企業，不僅增強了自身資源保證能力，控制鋼
鐵製造成本，而且有助於打破世界三大礦石巨頭
壟斷，促進中國鋼鐵行業健康發展，維護中國經
濟安全。據了解，國家相關部委將武鋼海外資源
認定為國家戰略資源。2012年，武鋼運回權益礦
780萬噸，海外資源板塊實現利潤4億元。

本報記者李曉波 通訊員白方

武鋼總經理鄧崎琳：

低成本製造保盈
全國人大代表、民進陝

西省委會主委、陝西省文化
廳廳長劉寬忍日前告訴記者
，他在人代會開幕的當天已
向本次大會遞交了《清明公
祭黃帝陵應確定為國家禮儀
》的提案，呼籲重建國家禮
儀。他指出，在陝西橋山黃
帝陵舉行的清明公祭軒轅黃
帝典禮，已成為凝聚全球華
夏兒女民族深情、促進民族
團結、冀希民族復興的精神
紐帶和民族盛典。

劉寬忍直言，隨着傳統文
化的復興和清明節設為國家節日，全國各地公祭人文始祖
、古聖先賢、英雄烈士的活動日益興起，其中政府和領導
人的逐漸參與起到了重要推動作用。但也有人指出，在經
濟效益與功利主義的驅動下，產生了爭祭、亂祭等現象，
缺乏文化內涵，祭禮不古不今、不中不西，莊嚴感和神聖
性明顯不足，並且也因修建祭祀場所和舉行公祭活動耗資

巨大、勞民傷財，失去了祭禮 「寧簡勿奢」的本意。根本
原因是有着 「禮儀之邦」之稱的中國 「失禮」太久了，亟
需重建國家禮儀。

劉寬忍代表稱，公祭黃帝陵在歷史上就曾是國家禮
儀。他介紹說，世界上許多民族和國家對祭祀祖先、先
烈都極為重視，設有國家節日和禮儀。法國有萬靈節，
日本有盂蘭節，突尼斯有全國掃墓日等等。在這些特殊
的節日裡，政府和民眾或祭掃先人陵墓，或紀念英雄烈
士。他表示，陝西遵從歷史傳統和黨中央、國務院的指
示要求，持續在黃帝陵舉行清明公祭活動。而且，台灣
同胞每年清明節舉行 「遙祭黃帝陵典禮」，將其作為 「
民族掃墓節」的重要禮儀，作為傳承中華優秀文化的重
要活動。清明公祭黃帝陵活動，在全世界華人中產生了
廣泛的感召力和影響力，已完全具備了作為國家禮儀所
應有的文化基礎和社會功能。

他還指出，將清明公祭黃帝陵確定為國家禮儀，還
有助於向世界展示中國和中華文化的價值取向，向世界
展示中華民族慎終追遠、敦親睦族的文化積澱和民族美
德，以贏得國際尊敬和讚譽，讓世界進一步了解中國。

本報記者張建麗 任麗

陝西文化廳長劉寬忍：

清明公祭黃帝陵應定為國家禮儀

曲靖是雲南第二大城市，是滇中重化
工業城市，也是以煤炭生產為主的資源性
城市。對於曲靖煤與瓦斯突出情況多發的
問題，全國人大代表、曲靖市委副書記、
市長范華平表示，曲靖市現有488個礦井，
大多數是年產量9萬噸及以下的小礦，在未
來5年時間內，曲靖將利用市場機制關停至
少1/3的礦井。 「達不到要求的礦井必須停
產，違法違規的無條件關閉。」范華平的
回答很堅定。

范華平認為，曲靖是以煤炭生產為主
的資源性城市，煤炭是工業的血液，污染

客觀存在，應該集中發展工業，提高工藝水平，在生產中把物料 「吃
光搾盡」，把上一個工段的廢料變為下一個工段的原料，形成一條完
整的產業鏈，最大限度減少污染和排放。例如煉焦行業，過去都用水
熄焦，耗水量很大，而新技術 「乾熄焦」是用惰性氣體熄滅，過程中
產生的熱量還能發電，產生的氣體用於生產化工產品，爐渣可以做水
泥，甚至產生的二氧化碳也可再利用，通過循環利用，把對環境的影
響降到最低。

范華平還向記者透露，曲靖已經計劃開展對PM2.5監測的工作，
有望於今年啟動，財政已經安排了資金。 「總體來說曲靖的空氣質量
還好，個別工業園區空氣不太好，PM2.5的監測將從主城區開始，逐
步擴大，一步一步的投入。」

本報記者 康靜、蓮子

兩會期間百姓對國產奶粉信心不足，成為
代表和委員們熱議話題之一，國產奶粉陷入信
任危機。全國人大代表、黑龍江省完達山乳業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王景海在全國兩會發言時
指出，國家有關部門要取締洋雜牌奶粉，百姓
要消除崇洋心理，民族企業特別是國企承擔着
重大的維護奶源安全，穩定奶農利益，對消費
者負責的社會責任，有能力提振國人對國產奶
粉的信心。

王景海說，國內洋奶粉價格居高不下，國
內乳業競爭乏力。他介紹說，目前市場上的洋
品牌，多為三聚氰胺事件後在國外新註冊商標
、由外國工廠代工的產品。同時有些在國內生
產奶粉的小企業，為取得消費者信任，謀求暴

利，將生產出的奶粉在國外註冊後，貼上外國品牌，在中國銷售。
然而，國家農業產業化龍頭乳業卻因高成本、微利甚至負利潤而

無力與洋品牌及洋雜牌抗衡，致使市場萎縮、奶業源頭遭到破壞。如
繼續下去，不僅將進一步造成對進口奶粉依存度過高而讓子孫後代付
出更高代價，而且不利於國家農業及畜牧業產業調整。

王景海建議，應支持在黑龍江墾區率先建設國家安全食品產業化
標準示範區，以此帶動全國農產品、食品全面實現國際標準。對乳品
進口啟動綠箱政策或黃箱政策、給予產業化龍頭企業的初加工產品適
當支持。引導農民進行規模養殖和現代化養殖。同時，減輕食品業初
加工產品的稅收。提高原料奶國家標準，使其更具競爭力。規範進口
原料粉加工成產品的生產日期標註問題，使關注新鮮度的消費者明白
消費，並取締洋雜牌，為農業產業化龍頭企業創造良好的市場環境。

本報記者 付彥華、于海江

全國政協委員、北京銀行董事長閆冰竹在今年遞交的 「兩會」提案
中建議，弱化創業板上市條件中的盈利性要求，降低業績門檻。

她指出，對於那些符合或者緊扣戰略性新興產業的企業，例如
新能源、新材料、信息技術、生物技術、電子商務等領域，在保證
企業信息披露真實、有效和充分的前提下，可考慮大幅度降低盈利
要求。對於亮點格外突出、且所處行業對未來的產業格局能產生重
大影響那部分企業，可以通過設立上市綠色通道的方式，完全取消
盈利要求，允許虧損上市，將選擇權更多地交給市場投資主體，從
而有效地擴大創業板服務範圍，留住國內優質上市資源，增強我國
創業板的國際競爭力。適度放寬成長連續性指標，適當下調連續成
長指標，將該指標改為 「複合增長」指標，降低宏觀經濟波動或相
關政策波動等因素對企業上市帶來的不利影響。

北京銀行董事長閆冰竹今年再次作為城商行唯一代表，連任第
十二屆全國政協委員。今年她的提案多達十餘個，涉及放寬創業板
上市限制、助推科技創新、促進小貸公司發展、完善保障性住房退
出機制、提升城鎮化質量、加強清潔能源利用、規範生態環境保護
等政策建議，甚至還有關於加大失獨家庭關懷力度的提案。

站在新的起點，閆冰竹委員表示，將始終心繫金融報國的責任
和夢想，圍繞關係國計民生的問題開展深入調研，積極建言獻策，
為國民經濟金融生態環境建設貢獻智慧。特別是，繼續為廣大中小
銀行、中小企業鼓與呼，讓廣大中小銀行和中小企業更有尊嚴、更
受尊重。 本報記者 余瑞金

北京銀行董事長閆冰竹：
扶持科技創新型企業

2013國際茶業大會暨第十三屆中國普洱茶節將於2013年5月
25-27日在雲南省普洱市舉辦。全國政協委員、中國茶文化交流協會
會長楊孫西率領香港業界代表團全程參與大會。

國際茶業大會是國內唯一經商務部呈報，外交部審核，國務院
批准舉辦的國際茶業會議，由業內五大社團、國際茶葉委員會和舉
辦地政府共同主辦。歷經十年發展，大會已成為世界上極具影響力
的國際茶界頂級盛會，也是我國茶葉行業走向國際的重要平台。

據國際茶葉委員會統計，2012年，我國茶產量191.5萬噸，同比
上升17.99%，位居全球第一。出口31.35萬噸，位居世界第二，同比
下降2.82%，金額10.42億美元，同比上升11.11%，出口金額再創歷史
新高。隨着產業發展，諸多問題凸顯，比如我國的特種茶資源優勢
一時難以轉化為市場優勢，我國茶企綜合實力與跨國公司相比差距
明顯等。面臨這一形勢，本屆茶業大會選擇在雲南省普洱市舉辦，
着力展示我國西南茶產區的特色，突出民族品牌的塑造和宣傳，提
升中國茶整體形象。 本報記者 扈亮

曲靖市長范華平：未來五年將關停三分之一煤礦

完達山董事長王景海：
提振百姓對國產奶粉信心

中國茶文化交流協會會長楊孫西：
將率港代表團參與國際茶業大會

▲全國人大代表、民進
陝西省委會主委、陝西
省文化廳廳長劉寬忍

▲全國人大代表、武鋼
總經理鄧崎琳

▲全國人大代表、曲靖市
委副書記、市長范華平

▲全國人大代表、黑
龍江省完達山乳業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長王景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