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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南在橋頭堡建設的戰略和
機遇中，文化橋頭堡應該先行先
試。國家應在雲南建中華多民族文
化產業示範區。」全國人大代表、
雲南文化產業投資控股集團公司總
經理助理楊勁松在接受本報採訪時
表示。

作為納西族人大代表、文化產
業先行者，楊勁松說她最關心文化
產業園區的建設。楊勁松介紹，雲
南文投集團已經在加緊布局文化產
業園區建設，其中在麗江布局的民
族文化產業園區項目正在進行之

中， 「民族文化產業將與旅遊相結合，會做專業的文化論壇，
會做民俗、宗教等方面的專題博物館，將結合滇西北旅遊二戰
歷史做飛行者俱樂部、汽車俱樂部，還要做文化主題公園。」
楊勁松還透露，雲南將在瑞麗布局珠寶產業園區，讓 「玉回雲
南」成為現實。

「麗江文化產業大學已經落戶雲南麗江，預計將於後年招
生，作為一所綜合性的培養藝術類人才的獨立學院，佔地規模
1000餘畝，招生規模5000至6000人。」在2011年人代會上，楊
勁松向國家教育部提案建設 「麗江文化產業大學」。如今，該
提案不斷得到落實，楊勁松說自己在感到欣慰的同時，責任亦
是沉甸甸的。

楊勁松認為，現在已經到了必須要在全國布局、大力發展
文化產業園區的時候，一是要統一規劃，建設覆蓋全國的國家
級文化產業園區；二是制定國家產業園區政策支持，推動產業
園區的創建。此外，楊勁松還建議， 「創建國家文化產業銀
行，重解決文化產業融資的問題。」 本報記者 蓮子、康靜

「國家提出 「美麗中
國」這一概念對呼倫貝爾而
言太重要了，我們要做美麗
與發展雙贏的先行區。發
展，前提是絕不犧牲環境，
要在發展中保護，在保護中
發展。」全國人大代表、內
蒙古呼倫貝爾市市長張利平
談到發展問題時表示。

張利平表示，呼倫貝爾
有全國最美的草原、最好的
森林、最原生態的環境，所
以呼倫貝爾在產業選擇上要

以綠色發展、循環發展為主，要把綠色發展作為一種趨
向，所以必須對當地產業結構進行調整。呼倫貝爾是國
家重點生態功能區，85%的面積都是國家限制開發區，

所以選項目必須做到，不符合生態環保要求的不上、不
符合國家產業政策的不上、不符合生態功能區布局規劃
的不上，真正做到用 「綠色GDP」衡量地區經濟發展。

「呼倫貝爾有得天獨厚的產業優勢， 「呼倫貝
爾」這幾個字就是綠色無污染的代名詞。我們要發展農
牧業龍頭企業，形成企業+農戶的模式，積極培育家庭
農場。」張利平堅定的說。

張利平認為，呼倫貝爾的生態建設，第一，就是落
實好國家天然林保護政策；第二，要落實好國家草原獎
補政策；第三，加大沙地治理；第四，加大森林草原的
保護力度。今年，自治區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要把呼倫
貝爾作為發展經濟和生態保護綜合試驗區，這是符合呼
倫貝爾長遠發展的一項重要舉措，希望能夠將其納入國
家戰略，全面加大對呼倫貝爾的生態保護與建設力度。

本報記者 王靜秋

伊春是東北亞地區生態
安全的天然綠色屏障，在維
護國家生態安全方面舉足輕
重。全國人大代表、伊春市
長高環在接受本報記者採訪
時指出，黨的十八大將生態
文明建議擺上突出位置，納
入了國家 「五位一體」的總
體布局，溫總理在政府報告
中又強調指出，要順應人民
群眾對美好生活環境的期
待，大力加強生態文明建設
和環境保護。這一綱領性指

導思想對伊春尤其重要，伊春作為中國最好的生態功能
區建設主體，將高舉綠色大旗，率先建全國生態文明示
範區，保護祖國糧食安全、生態安全作出新的貢獻。

高環市長指出，伊春要深化各項改革，首要任務是
以更大決心和勇氣推進生態文明建設，走出一條綠色發

展之路，力推進綠色發展、循環發展、低碳發展，以
此破解發展困境。

談及加強生態文明建設，高環市長成竹在胸說，加
強生態文明建設，首先要保護好生態資源。全市精細化
撫育森林，加速退耕還林還濕，採取無償轉讓林地經營
權等方式，鼓勵和支持企業和職工實施造林攻堅戰，統
籌治理江河水系，通過多種舉措，林區人民現在實現了
從伐木人到護林人，從採山人到種山人的轉變。

其次是大力發展生態主導型產業。伊春現已建立起
了森林生態旅遊、森林食品北藥、礦產開發及冶金建
材、綠色能源和木材精深加工等五大接續產業，初步實
現了由 「獨木支撐」向 「多業並舉」，由 「林業經濟」
向 「林區經濟」的快速轉變。同時還要遵循點上開發、
面上保護的原則，利用好寶貴的地下資源，發展綠色礦
山業，採用世界上先進的機械設備採礦，不進行破壞性
開採，旨在為子孫後代留下青山綠水。

本報記者 傅彥華

「兩會」期間，全國人大代表、四川省住建廳廳長何健表示，
城鎮化是中國未來發展最大的內需所在，也是未來較長一段時間中
國能夠保持經濟較快發展的新動力，但目前農民進城的成本高，成
為阻礙城鎮化進程的較大障礙之一，推動宅基地的依法有償轉讓，
是解決農民入城問題很好的突破口。

何健認為，城鎮化進程涉及兩方面成本，一方面是需要政府提
供相應的公共基礎設施來解決進城農村人口的生活配套問題；另一
方面農民要放棄宅基地和承包地，才能解決城鎮戶口及與之相配的
醫療保險、養老保險等問題，而宅基地作為農民的合法財產，卻未
能在城鎮化過程中轉化為農民進城安居樂業的財產。

針對這一問題，何健建議全國人大加大對城鎮化推進過程中面
臨的問題進行調研，從法制層面來破除阻礙城鎮化健康發展的體制
機制障礙，同時建議全國人大常委會盡快啟動對《國土管理法》的

修改完善。
在何建看來，宅基地和承包地流轉問題解決好，農民進城的問題就算解決了一大半。據了

解，此前部分省、市曾做過試點，通過 「地票」的形式把農民宅基地進行有償轉讓，讓農民獲
得一定收入。何健透露，四川今年將開展百城建設行動，建100個試點鎮，通過這種試點鎮來帶
動小城市的發展。從四川的城鎮化來講，要加快推進城鎮化，但要首先強化規劃引導。第二是
要堅持大中小城市共同發展，讓農民能夠就近就地的城鎮化，降低城鎮化的成本。

本報記者 陳明、向芸、甘球

全國人大代表，青島啤酒公司
董事長孫明波表示，建設 「美麗中
國」人人有責，企業更應率先擔
當。在業績的 「紅色利潤」與環境
保護的 「綠色利潤」之間做好平
衡，不能一味追求業績增長，肥了
利潤卻瘦了環境，這種 「紅肥綠
瘦」不是 「美麗中國」。

「具有110年歷史的青島啤酒
多年來重視業績和環保的 『雙輪驅
動』， 『單輪』發展的企業可能走
得快但很難走得久。」

孫明波說，在青島啤酒，每位
工廠總經理都很清晰地知道自己 「管理兩家工廠」的雙重職
責。一家啤酒製造工廠，一家清水製造工廠，青啤人要像重視
產品質量一樣重視環保工作，像管理青啤百年酵母一樣管理污
水處理，用實際行動打造綠色產品。確保每一瓶青啤，都有一
個 「綠色基因」。

在孫明波看來， 「環保投入不是成本是投資」，在環保上
要捨得投入，才能保證企業的可持續發展。早在2009年青啤公
司就率先提出了 「碳管理」，搭建了 「低碳運營模式」，啟動
產品碳足跡核查、 「碳官」培養等工程。2008-2012年投資4億
多元用於節能環保項目，近5年累計回收啤酒發酵產生的二氧化
碳45萬噸，相當於種植30年樹齡的410萬棵冷杉樹每年吸收的二
氧化碳量。

孫明波說，作為食品企業，承擔餐桌上的民生，要為老
百姓把好 「口頭關」；同時也承擔善待自然、珍愛環境的責
任，讓老百姓在享受高品質產品的同時，享受到經濟發展所帶
來的 「綠色紅利」。 本報記者 丁春麗

為解決日益嚴重的食品安全問題，全國人大代
表、廣東羽威農業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戴振秋提
議，開闢 「綠色通道」鼓勵農業龍頭企業上市，通
過資本市場的監督規範農業市場，從源頭控制食品
安全。

廣東羽威農業集團有限公司作為農業產業化國
家重點龍頭企業和全國農產品加工業示範基地，是
為數不多的禽肉食品直接供港企業，鵝、鴨等產品
每日穩定供給香港美心集團。結合集團發展經驗，
戴振秋說，規模化、標準化、產業化已成為發展現
代農業的必然趨勢，但農業企業融資難問題突出，
表現為農業非上市企業籌資渠道單一、獲取貸款的
條件苛刻、缺少貸款抵押物、資金緊張等，制約了

內地農業的發展。
戴振秋認為，農業企業必須依靠資本市場，才能從根本上解決資金問題。如

此，便可加大研發投入，促進農業科技進步，建設完整的農業產業化鏈條和監督
追溯體系，最終提升內地食品質量，從而解決食品安全問題。他解釋說，資本市
場講求信息公開，企業上市後成為公眾公司，須接受投資者和社會的共同監督，
因此，企業會加強產品品質監控，提升產品溯源追蹤管理水平，從源頭、制度及
產業鏈上杜絕 「問題食品」。

戴振秋借鑒2009年證監會為汶川災區重建企業上市融資開闢 「綠色通道」，
及2010年的公司債 「綠色通道」制度等成功範例，提出了解決農業企業融資問題
的具體措施，即開闢農業企業上市融資的 「綠色通道」。此外，他還建議在股票
上市發行審核中區別對待農業企業，可借鑒目前上交所、深交所的獨立排隊做
法，允許農業企業單獨排隊、優先審核。

戴振秋認為內地各地方政府也應加大對農業企業的扶持力度。他建議各地農
業管理部門和證監會、交易所合作，搭建農業企業與各地證監派出機構、證券公
司等的交流對接平台，並對農業企業在改制上市中的稅費、中介費用等給予減免
或者補貼，減少農業企業的上市成本。 本報記者 林苑

呼倫貝爾市長
張利平： 主打綠色GDP

伊春市長高環：

率先建全國生態文明示範區

全國人大代表、荊州
市長李建明表示荊州正處
在加快振興的重要關口，
將進一步擴大投資、壯大
產業、打牢基礎，振興湖
北之 「腰」。

荊州地處湖北省中南
部、江漢平原腹地，如果
把武漢比作 「龍頭」，宜
昌比作 「龍尾」，那麼荊
州就是 「龍腰」。李建明
介紹，未來堅持在擴大投
資上下功夫。做好承接平

台建設，搶抓國家級承接產業轉移示範區創建機遇，促
進更多產業集群集聚、優化升級，全力打造中部地區承
接產業轉移的核心區、示範區。

招商引資是事關荊州振興的第一要事，將抓好駐點
招商，強化產業招商，圍繞資源招大商、圍繞支柱抓龍
頭、圍繞產業抓配套，力爭在引進大項目、好項目上取

得更大突破。
壯大產業是 「壯腰」的重中之重，李建明說，荊州

堅持 「產業第一」、 「實體優先」，加快產業規模擴
張、結構調整和轉型升級步伐，促進三次產業協調發
展。力推進 「千億和五百億產業發展計劃」和 「百億
元企業培育計劃」，發展壯大農產品加工、醫藥化工、
裝備製造、電子信息、輕工建材、紡織服裝等支柱產
業。

李建明表示，荊州有很好的農業基礎，力爭今年把
農產品加工業打造成荊州首個千億元產業。

文化是荊州最大的資源和亮點，三國文化、楚文
化、2000年的老城牆……李建明說，按照 「大手筆、大
投資、大製作、大產業」的思路，做大文化產業，樹立
旅遊品牌，讓文化旅遊資源 「活」起來，讓文化軟實力
變成硬支撐，盡快把文化旅遊產業培育成戰略支柱產
業，把荊州打造成世界知名、國內一流的文化旅遊目的
地。

本報記者 孔嘉

荊州市長李建明：

「壯腰」工程振興荊州

全國人大代表、天津市人民檢察院檢察長于世平在接受本報記
者專訪時表示，建議修改行政訴訟法，這部法律完善以後，對今後
的行政執法活動、行政審判活動都是一個巨大的促進。

于世平認為，要進一步拓寬行政訴訟渠道，努力解決好立案
難、申訴難的問題，讓人民群眾有問題、合法權益受到損害後能夠很
便利的提起訴訟和申訴，以解決立案難的問題。

第二，通過完善立法來監督行政人員依法行政。依法執政是習
近平總書記為首的新一屆黨中央對法治建設提出的新要求，作為政
府及其工作人員在依法治國當中應當首先帶頭依法行政，這樣才能
切實的保護好老百姓的合法權益。

第三，通過完善立法加強對法院的行政審判活動的監督。對人
民法院嚴格依法做的正確判決，要堅決給與支持，對於錯誤的判決
要依法提出抗訴，促進加以改正，這樣才能使行政審判活動嚴格、

依法、公正的來開展。
于世平希望能夠通過完善立法，對檢察機關監督的方式方法、監督的範圍和作用會有新的

規定。 本報記者 唐稚易

天津檢察院檢察長于世平：

建議抓緊修改行政訴訟法

四川省住建廳長何健：

宅基地問題是城鎮化突破口

青啤董事長孫明波：

「美麗中國」不應「紅肥綠瘦」
雲南文化產業代表楊勁松：

應建中華多民族文化產業示範區
羽威集團董事長戴振秋：

鼓勵農業龍頭企業上市

▲張利平

▲高環

▲李建明

▲孫明波 ▲楊勁松 ▲戴振秋

▲何健

▲于世平

▲呼倫貝爾大草原每到夏季吸引大批遊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