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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新辦3日召開新聞發布會，介紹3月7
日國務院正式批覆的《鄭州航空港經濟綜
合實驗區發展規劃（2013-2025）》。新
任河南省省長謝伏瞻表示，鄭州航空港經
濟綜合實驗區是國務院批准的第一個臨空
經濟綜合試驗區，面積415平方公里，計劃
到2025年建成。

【本報記者隋曉姣北京三日電】

豫蘭考縣盲目招商14億爛尾

【本報訊】6日至8日召開的海南博鰲亞洲論
壇年會籌備工作已就緒。據共同社報道，多名外
交消息人士2日透露，日本前首相福田康夫正在
就出席博鰲亞洲論壇時與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舉
行會談展開協調。這將是習近平3月當選國家主
席以來首次會晤日方政要。

報道稱，習近平如何看待和處理因釣魚島問
題陷入緊張的日中關係將成為會談焦點。日本自
民黨副總裁高村正彥也在認真探討作為首相安倍
晉三的特使早日訪華一事，兩國高層出現了有望
恢復交流的徵兆。

擔任博鰲亞洲論壇理事長的福田正在就爭取
於6日或7日同習近平會談進行最後協調。預計福
田將在會談中表示，兩國政府有必要共同努力修
復日中之間的信賴關係。

論壇規格規模歷年最大
據稱，中方也對任首相期間重視對華關係的

福田訪華表示期待，希望通過會談展現與日方積
極對話的姿態，改善日本國內惡化的對華感情。
此外，中方也可能考慮到安倍與福田出自自民黨
的同一派系、關係較密切。

另據《人民日報》報道，海南省外事辦稱，
博鰲亞洲論壇2013年年會各項籌備工作已就緒，
論壇規格、規模均創歷年之最。

本屆年會圍繞主題共安排54場討論，數量較
去年增加了1/4。同一時段最多有5場平行討論。
討論形式從分論壇、圓桌會議、夜話，到閉門會
議、午餐／晚餐討論，與往年相比互動性更強。

同時，年會在議題設置上更加多樣化，既有
與多哈回合、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二十國集團、
債務風險、貨幣政策等相關的全球性經濟話題，
也有亞洲合作、歐盟、非洲、拉美等區域性話題

。同時，移動互聯網、中小企業、頁岩氣等行業
領域的議題以及公益慈善、社會型企業、城市化
、糧食安全等社會民生類議題，也將成為各方關
注的焦點。

此外，今年年會將注入更多的海南元素。年
會期間，海南省將舉辦八大主題活動，其中最受
關注的是海南省產業園區推介晚餐會，這是海南
首次利用博鰲亞洲論壇開展大規模招商活動。

針對今年年會規格高、規模大的特點，海南
省委省政府對籌備工作高度重視，周密部署，以
確保萬無一失。

海南瓊海市斥資逾2億元整治博
鰲風情小鎮，使臨街建築物換上具有
當地傳統特色的青磚、雕樑、脊帶和

翹頭。而位於博鰲亞洲論壇永久會址的博鰲鎮朝烈村，也將
朝烈、美雅、嶺頭、南強、大路坡等五個各具特色的田園村
莊串聯起來，完整展現出博鰲水天合一的鄉村風貌。

在博鰲鎮騎樓長廊內，濃郁的東南亞田園式建築風格使
人眼前一亮。每戶房子樣式都不同，但都是青磚所築，且商
戶的商號都刻在一塊木質招牌上，上面還有兩行字 「中國博
鰲」和 「純樸鄉間生活」。這種青磚屋建築風格是瓊海傳統
民居獨特的文化特徵，被世人稱為 「瓊海青磚文化」。

來自蘇州的遊客王茜和同伴們悠閒漫步在小鎮上。王茜
說，當時買房就是衝博鰲年會這塊招牌。自從扎根於博鰲
後，發現這裡不僅可以享受到小橋、流水、微風拂面而來的
感覺，更能讓人沉下心來享受河裡竹筏徐徐漂過的時光，可
謂你在橋上看風景，看風景的人在樓上看你。

以往，博鰲小鎮居民大多過傳統的半漁半農生活，博
鰲亞洲論壇改變了許多博鰲人的生存方式：遊船駕駛員、高
爾夫球童、酒店服務員、田園城市建設者，這個小鎮也從一
個閉塞的鄉間漁村開始漸漸走向國際舞台。

【本報海口三日電】

博鰲年會就緒 前日相欲會習近平

龍省500科技成果招商
【本報實習記者步瀟瀟北京三日電】黑龍江省科技成果

招商及轉化對接大會今日在北京舉行新聞發布會。黑龍江省
副省長張建星表示，此次大會將於4月10日在哈爾濱召開，
旨在使科技成果走出實驗室，走進經濟建設主戰場。

張建星介紹說，黑龍江省科技成果招商及轉化對接大會
將在哈爾濱國際會議中心舉行，持續至10月。屆時還將舉辦
科技成果招商項目展，展示黑龍江省100餘家高校、科研院
所的近500項科技成果。參展項目涉及能源裝備、新型農機
裝備與交通運輸裝備產業、高端裝備製造產業、新材料產業
、新一代信息技術產業、生物產業、節能環保產業。

張建星說，2012年，通過實施產業技術創新行動計劃，
全省高新技術產值達到6006億元，同比增長20%。全年技術
成交額達到100.3億元，同比增長61.3%。科技綜合實力躍升
全國第12位。為將科技優勢轉化為經濟優勢，黑龍江將通過
科技成果招商活動轉化一批科技成果、解決技術難題、推進
產學研合作體系建設、為科技創新驅動提供有力支撐。

走進博鰲感受田園風
本報記者 張曉陽

【本報記者楊家軍鄭州三日電】作為國家級貧困
縣，河南省開封市蘭考縣盲目招商，導致債台高壘，
號稱投資14億元的項目瀕臨破產。交過預付款的百餘
購房戶、30多家施工單位及數萬名農民工正當利益受
損，圈佔的千畝土地被擱置，雜草叢生。大公報記者
調查發現，招商引資項目危機背後，蘭考縣政府多部
門官員不切實際招商，大開綠燈，放鬆監督管理、違
法違規辦理手續和發放證件。

2010年，河南蘭考官員招來河南福臨銀基集團前
往投資。當年10月，在當地註冊成立了河南福林銀基
服飾有限公司（銀基服飾），次年10月又成立河南福
林銀基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銀基房地產）。

據知情人透露，蘭考縣政府與福林集團簽約，政
府提供1200畝土地，福林集團投資14億元建設福臨銀
基蘭考服裝工業園，政府在相關費用方面給予減免，
工業園建好納稅投產後，政府再將地款全額退還給投
資方。

蘭考縣多名官員出席開工奠基儀式。據介紹，該

項目一期總投資14億元、佔地1200畝，未來年產2000
萬套服裝，將成為中西部地區最大的服裝生產基地，
建成後年銷售收入可達13億元。銀基服裝工業園成為
蘭考縣官員頗為自豪的招商項目，寫進了政績工作報
告，並列入 「2012年河南省重點項目」名單。

記者調查發現，2011年初，蘭考縣住房和城鄉規
劃建設局，違規為福林集團辦理了700畝土地的建設
用地規劃許可證，主管審批發證的住建局副局長閻國
慶接受採訪時稱， 「是領導安排」，拒絕透露領導姓
名。國土局未進行 「招拍掛」就將千畝土地交予福林
集團開發使用，對違規佔地不管不問，默許開發商 「
未批先建」，並以會議紀要形式約定 「如追究責任集
體承擔」。

福臨集團並未進行工業項目投資，反倒是先行在
200畝土地上建設了一棟辦公樓和4棟住宅樓，並在蘭
考進行公開銷售。土地抵押、建築商墊資建設、要求繳
納巨額保證金、高息借貸等均成為福林集團融資方式。

因房屋銷售慘淡、資金鏈斷裂，先行墊資的建築

商紛紛索要工程款未能兌現，福林集團編織的謊言逐
步被揭穿。2012年春節前後，農民工前往銀基服飾討
薪時遭毆打，後又引發圍堵政府、上街遊行等過激現
象。蘭考縣政府出資近百萬元平息了風波。

司法機關展開調查
2012年6月，河南省合力建築工程有限公司、周

口市陽光房產建築有限公司和開封市華中空間結構有
限公司，索要保證金及工程款無果後，分別向開封市
中院起訴銀基服飾，勝訴後申請強制執行時，銀基服
飾和銀基房地產進入了破產程序。

此前，蘭考縣政府徵收千畝農用地時，當地民眾
對此意見就很大， 「政府還是強力進行了徵收，盲目
招商終釀下悲劇，這個爛攤子不知何時才能收場」。

據知情人士透露，蘭考縣政府專門撥付40萬元給
蘭考縣人民法院，作為處理兩公司破產案的經費。目
前，蘭考縣法院正在審理兩公司的破產案。蘭考縣檢
察院已對官員涉嫌瀆職情況展開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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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煥然一新的博鰲風情小鎮春意盎然 中新社

▲民航局局長李家祥稱，中國重
要的機場樞紐只有北京、上海、
廣州三大機場，唯一缺少中原地
區的樞紐機場 中新社

【本報記者隋曉姣北京三日電
】 「建設以空港為依託的經濟區，
是世界發達國家在發展中創造的有
效經驗──在起步和發展中以航空
為依託，城市圍機場建，最後城
市把機場包圍了，機場搬遷，然後
城市又跟機場走，被機場牽發
展成大都市。」民航局局長李家祥
今天表示，有許多世界大都市都走
過這樣的發展歷程，相信鄭州規劃
的航空港經濟綜合實驗區對城鎮化
建設能起到引路作用。

雖然笑言自己是新晉河南省省
長謝伏瞻的 「伴郎」，李家祥還是
詳盡闡述了航空港經濟區的理念。
他指出，建設臨空經濟區對國內許
多城市來說是個新課題，而以空港
為依託的經濟區能夠為國家未來的
經濟社會發展、城市建設發展提供
新的理念和效用。現在國內對建設
以機場為依託的航空經濟區熱情非
常高，全國已有建設規劃的臨空經
濟區51個，但由國務院批准的綜合
實驗區鄭州是第一家，這個實驗區

建設規劃的落實，無疑對於全國的臨空經濟區
的建設具有重要的示範和重要的影響意義。

李家祥表示，鄭州航空港綜合經濟實驗區
在規劃布局上突出發揮鄭州機場的區位優勢，
因為鄭州機場是對國內現有的北京、上海、廣
州三大機場樞紐在中原地區的重要補充。具體
而言，要引導航空公司和航空產業向鄭州機場
聚集，亦計劃讓鄭州在國內航線、國際航線的
銜接方面發揮它的功能，這些具體技術細節都
在推進中。此外，作為呼應，民航局和發改委
還計劃促進河南省支線機場的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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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解釋，航空港綜合實驗區的建設有四大目標：
一是以發展航空貨運為突破口，構建設施先進、網絡
完善、支撐有力、運行高效的航空貨運集疏系統；二
是依託航空貨運網絡，形成特色優勢產業的生產鏈和
消費供應鏈，帶動航空偏好型高端製造業和現代服務
業集聚發展；三是以集約、智能、綠色、低碳發展的
理念，發展高品質公共服務，培育空港、產業、居住
、生態功能區共同支撐的航空都市；四是完善提升開
放平台服務功能，構建國際化營商環境，打造內陸開
放門戶。

打造區域核心增長極
國家發改委地區經濟司司長范恆山補充說，航空

港經濟綜合實驗區規劃的出台，意味國家的區域規
劃從陸地走向海洋，又從海洋走向空運，布局在不斷
完善。作為國內第一個以航空經濟為主題的區域規劃
，規劃的特點和亮點是要依託建設競爭力強的國際航
空貨運樞紐，形成高端航空港經濟產業體系，打造綠
色智慧的航空都市。通過三者的聯動，推動建設內陸
開放性的航空港區，打造區域核心增長極，推動中西
部經濟，實現可持續發展。

本報記者提問，在建設競爭力強的國際航空貨運
樞紐方面未來河南有哪些具體措施，謝伏瞻表示，河
南首先將加強機場建設，提高服務能力，確保到2015

年全面完成機場二期建設任務，同時規劃建設貨運場
站、倉儲、轉運等配套設施，特別是口岸海關監管區
域的物流配套設施，提升鄭州機場的貨物集疏和中轉
服務的功能。

國家多方面政策支持
同時，河南還將通過強化陸空聯運降低物流技術

成本，吸引航空關聯企業落戶實驗區，強化與境外大
型樞紐機場的合作，促進國際中轉物流發展等方式打
造國際航空物流中心。

半年之內，國務院相繼批准中原經濟區規劃和航
空港綜合實驗區規劃，談到後者對前者的影響，謝伏
瞻指出，航空港實驗區能通過建設大型航空樞紐，增
強各類要素的集聚功能，增強鄭州的輻射帶動作用，
加快建設具有核心競爭力的高端製造業和核心增長極
，輻射周邊區域聯動發展，從而促進中原經濟區的工
業化、新型城鎮化和農業現代化的協調發展。

謝伏瞻透露，國家將在口岸通關、航線航權、財
稅金融、土地管理、服務外包等方面給予實驗區政策
支持。

▲俄羅斯空橋航空貨機不斷把貨物從鄭州運往
世界 網絡圖片

▼新鄭國際機場是鄭州航空港經濟綜合實驗區發
展的核心 網絡圖片

【本報訊】據中通社報道︰6日在海南
島舉行的博鰲論壇，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將
與台灣地區領導人馬英九的前任副手蕭萬長
會面，這場 「習蕭會」，被外界認為可助兩
岸關係再進一步。

以 「市場基金會榮譽董事長」身份登陸
的蕭萬長，將在5日乘直航班機直達海口，
新任國台辦主任張志軍屆時將親至機場迎接
，而有媒體稱 「習蕭會」將在6日進行，國
台辦3日則以 「目前正緊鑼密鼓安排中」回
應，拒絕透露詳細安排。

習近平將在博鰲論壇開幕大會發表主旨
演說，屆時，澳洲、新西蘭、緬甸、墨西哥
等十餘國領導人將出席。

大陸領導班子換屆，兩岸相關部門負責
人也陸續出現調整，蕭萬長再次率團代表台
灣出席博鰲亞洲論壇年會，又將與習近平會
面，被視為是繼連戰早前與習近平的「連習會
」後，又一次促進兩岸關係邁進的重要場合。

據悉， 「習蕭會」對兩岸政經動向的政
策對話，將成矚目焦點。蕭萬長2日晚表示
，未來幾年的兩岸關係仍將以經貿為主軸。

台灣兩岸共同市場基金會3日透露，蕭
萬長一行將於5日抵達海南島，而國台辦相
關人員將提早於4日下午飛抵海口，完成相
關準備工作的最後確認；剛接任國台辦主任
的張志軍，也將親自迎接蕭萬長。

至於蕭萬長與大陸領導人習近平的會面
地點與時間，國台辦稱 「目前正緊鑼密鼓安
排中」。據透露，蕭萬長將搭乘直航定期航
班，也就是華航CI523班機，5日下午3時30
分從桃園機場起飛，飛行約2個小時25分，預
計於當天下午5時55分抵達海口美蘭機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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