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家扶貧標準 躍升92%
農民年收入不低於2300元 胡總：到2020年實現扶貧對象不愁吃穿

內地14光伏企業 聯合應訴美「雙反」調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和

向紅、羅斯、丁樹勇 昆明

報道）中共雲南省第九屆
委員會第一次全體會議29
日在昆明舉行。全會選舉
秦光榮為省委書記，李紀
恆、仇和為省委副書記。

秦光榮，1950年12月
生，湖南永州人，1975年8
月參加工作，碩士研究生
學歷。歷任共青團湖南省
委副書記，湖南省零陵地
委書記，湖南省長沙市委書記，湖南省委常委，雲南
省委常委、政法委書記，雲南省委組織部部長，雲南
省副省長，2007年1月31日在雲南省十屆人大五次會議
第三次全體會議上當選為雲南省省長。2011年8月，中
央決定，秦光榮任雲南省委書記。中共十四大代表，
十五屆、十六屆中央候補委員，十七屆中央委員。

當選省委常委的還有李江（女）、張田欣、黃毅（景
頗族）、孟蘇鐵、曹建方、辛維光、劉維佳、楊成熙、
趙金（彝族）、李培。同日下午，中共雲南省紀律檢查
委員會舉行第一次全體會議，選舉辛維光為省紀委書
記，郭永東、郭志宏、楊玉清、趙志彬為省紀委副書
記。

秦光榮任雲南書記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網消息，一本詳實記錄1979
年初鄧小平訪問美國的新書《鄧小平訪美那九天》，近
日由新華出版社出版發行。

1979年1月28日至2月5日，時任國務院副總理的鄧小
平對美國進行正式訪問。這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導人
第一次訪問美國，揭開了中美關係史的新篇章。出訪
期間，鄧小平爭分奪秒、不知疲倦地走訪美國各地，
同各界人士廣泛接觸交流，向美國民眾展示了中國人
民謀和平、求發展的美好願望，展示了改革開放浪潮
將起時中國的新形象。

本書由美籍華裔作家陳天璇撰寫。作者時任《美洲
華僑日報》記者，全程採訪了鄧小平訪美之行。

《鄧小平訪美那九天》
新華出版社發行

香港文匯報訊 據國務院新聞辦16日發佈的
《中國農村扶貧開發的新進展》白皮書顯示：新
世紀十年，我國農村貧困人口數量從2000年底的
9,422萬人減少到2010年底的2,688萬人，平均每年
減少670萬多人。

中新社引述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研究所研
究員李國祥說：「無須諱言，之前的扶貧標準確
實定的太低，不僅不能做到農村貧困人口的全覆
蓋，更不能反映實際情況，給國家制定相關政策
造成了不便。」與此相佐證的是，人民網報道，
中國當下的貧困標準，僅相當於國際貧困線確定
的最低貧困人口標準的1/5，相當其貧困標準的
1/10；相當於美國貧困人口標準的1/50。

倘若以之前扶貧標準，到2010年，全國農村貧
困人口已減至2688萬人。但新標準的實施，無疑
將使中國農村貧困人口數量在紙面上出現大幅

「反彈」。據專家估算，新標準下，有待國家扶貧
的農村人口有望達到近1.3億，比之2010年，增加
了約1億左右。

「貧困人口數字上的減少可能會為某些官員的
政績加分，僅有兩千多萬的農村貧困人口數量看
起來也很漂亮，但這些都無益於中國農村扶貧事

業的推進。」李國祥稱，只有正視實際情況，才
有望從根本上解決問題。

李國祥所持觀點代表當下輿論的主流，中國社
科院農村所貧困室主任吳國寶便表示，只要解釋
和宣傳到位，因調高貧困標準而增加貧困人口，
不會影響國內民眾和國際社會對中國扶貧成敗的
評價。相反，由於貧困標準低，致使相當部分本
應享受政府和社會關愛幫助的窮人被排除在幫扶
對象之外，會人為阻礙這部分人福利的改善。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沖 北京報道）為應對美國商
務部對中國光伏電池產品進行的「反傾銷、反補貼」

（「雙反」）立案調查，中國機電產品進出口商會昨日率
14家內地光伏企業聯合召開新聞發佈會，對該調查表
示強烈反對，指美國企業提出的「雙反」申訴若成
立，將對中美兩國意味 雙輸。據悉，中國14家主要
的光伏電子生產企業組成了聯合應訴團隊，在產業損
害調查的程序中將以一個聲音、一個步調進行聯合抗
辯。

多家美國光伏電池廠商日前向美國政府提出的「雙
反」調查申請，並於本月9日被美國商務部正式立案。
據中國企業聯合應訴代理律師李磊稱，美國商務部可
能於明年1月和2月分別就反補貼和反傾銷調查作出初
裁；如最終決定徵收反補貼稅和反傾銷稅，最終決定
將最早在明年5月和8月作出。

昨日在北京舉行的發佈會上，中國機電產品進出口
商會副會長王貴清代表商會發表聲明指出，「雙反」
申請是對中國光伏產業及光伏產品對美出口現狀的歪
曲。他強調，任何最終可能實施的貿易限制措施必將
對中美兩國綠色能源產業造成嚴重損害。聲明指出，

中國光伏電池出口未損害美國相關產業，美國光伏電
池價格下降主要緣於多晶硅價格因全球供應過剩，而
非中國對美出口增長造成。

中國光伏產業 無損他國利益
王貴清表示，中國光伏產業的發展並沒有損害其他

國家的利益，對美出口增長也非低價傾銷或政府補
貼。據介紹，為生產光伏產品，中國每年從美國進口
20多億美元的多晶硅等，2010年從美國進口的設備和支
付的技術轉讓費不少於30億美元。

此外，美國部分企業的「雙反」申請不僅引起中國
光伏企業強烈反彈，還遭到美國多家光伏企業的反
對。11月9日針對該申訴美國舉行第一次公開辯論，25
家美國企業和組織公開反對「雙反」，其中包括全球市
值第一的薄膜光伏企業First Solar。

據中國機電產品進出口商會測算，美國太陽能產業
約提供10萬工作崗位，而控訴方Solar World公司能提供
約1,000工作崗位，如果對中國徵收懲罰性關稅，則美
國無法獲得有價格競爭優勢的光伏產品，其他99,000個
工作崗位將陷入危險境地。

新標準下 農村貧困人口破億

香港文匯報訊 據《北京日報》等媒體報道，《北
京市貫徹落實〈中國共產黨黨員領導幹部廉潔從政若
干準則〉暫行規定》已於今年10月正式頒佈施行。規
定明確要求，黨員領導幹部在參加民主生活會和述職
述廉時，應向黨組織如實報告住房、投資及配偶、子
女從業情況等有關事項。

近年來，關於建立健全官員財產申報制度的呼聲日
益高漲，北京市此舉無疑是一個不小的進步。上周，
中國青年報社會調查中心通過民意中國網和愛調研
網，對2,908人進行的在線調查顯示，80.5%的人對北
京市的這一規定表示支持。受訪者中，政府公務人員
佔11.9%。

調查中，92.4%的人認為有必要在全國範圍內建立
官員財產申報制度。其中，64.9%的受訪者認為非常

有必要。值得注意的是，在國家公務人員受訪者中，
認為非常有必要在全國範圍內建立官員財產申報制度
的比例（71.4%），要明顯高於其他類型的受訪者

（64.1%）。

贊成申報制度推廣至全國
關於官員財產申報的內容，排在首位的是「個人、

家庭財產的變動情況」（73.4%），排在第二位的是
「家庭財產」（65.0%），排在第三位的是「個人財產」
（64.6%），接下來是「其他近親屬財產」（41.2%）。

調查中，92.3%的人支持官員財產申報制度立法。
官員財產最應該向誰申報？調查中，70.5%的受訪者
首選「公眾」，其次是「紀檢、組織部門」（63.9%）、

「黨組織」（26.7%）、「上級領導」（22.0%）等。

調查：逾九成公眾支持官員財產申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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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江鑫嫻 北京報道）中央扶

貧開發工作會議29日在北京召開。中央決定，將農

民人均純收入2,300元（2010年不變價）作為新的

國家扶貧標準，這一標準比2009年提高了92%，更

多低收入人口將納入扶貧範圍。中共中央總書記、

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胡錦濤在會上表示，到

2020年，中國將穩步實現扶貧對象不愁吃、不愁

穿，保障義務教育、基本醫療和住

房。

黨和國家領導人吳邦
國、溫家寶、賈慶林、李
長春、習近平、李克強、
賀國強、周永康出席會
議。

胡錦濤強調，扶貧開發
是一項長期而重大的任
務，是一項崇高而偉大的
事業。全黨全社會要深刻
認識扶貧開發工作的重要
性和緊迫性，增強做好扶
貧開發工作的自覺性和堅
定性，以更大的決心、更
強的力度、更有效的舉
措，扎扎實實做好扶貧開
發各項工作，確保到2020年全國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目標。

胡錦濤指出，到2020年，深入推進扶貧開發的總體目標是：
穩定實現扶貧對象不愁吃、不愁穿，保障其義務教育、基本醫
療和住房。貧困地區農民人均純收入增長幅度高於全國平均水
平，基本公共服務主要領域指標接近全國平均水平，扭轉發展
差距擴大趨勢。

將主攻連片特困地區
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在講話中指出，要順應經濟社會發展和扶

貧開發的階段性變化，不斷完善扶貧開發政策。中央決定將農
民人均純收入2,300元（2010年不變價）作為新的國家扶貧標
準。這個標準比2009年提高了92%。大幅度提高扶貧標準，把
更多低收入人口納入扶貧範圍，這是社會發展的進步，是扶貧
力度加大的重要措施。

溫家寶表示，要全面推進連片特困地區扶貧攻堅，將六盤山
區等11個連片特困地區和西藏及四川、雲南、甘肅、青海四省
藏區，新疆南疆三地州作為扶貧攻堅的主戰場，並在武陵山片
區率先開展區域發展與扶貧攻堅試點。

學生營養改善計劃將試點
同時，溫家寶指出，農村義務教育學生營養改善計劃將率先

在連片特困地區的680個縣（市）試點。建立定點聯繫機制，每
1個片區由1個中央部委負責具體聯繫，督促指導片區規劃的實
施。各省區市可從實際出發，確定若干連片特困地區給予重點
扶持。要堅持開發式扶貧和農村社會保障兩手抓。今後一個時
期，國家新增社會保障投入要向農村尤其是貧困地區傾斜。新
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明年要實現全覆蓋。

中 國 新 聞
C H I N A  N E W S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敖敏輝 廣州報道）記者從廣東
省紀委獲悉，廣東省治理商業賄賂領導小組辦公室

《關於在治理商業賄賂專項工作中推進市場誠信體系建
設的意見》已經省政府批准並下發各政府部門，要求
各地據此執行。

《意見》要求強化政府信用、企業信用，構建個人
信用，培育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和公正透明的政務環
境，有效防範商業賄賂及其他不正當競爭行為，逐步
形成以法制為基礎、道德為支撐、信用制度為核心的
體系完整、分工明確、運行高效的市場誠信體系基本
框架和運行機制。根據《意見》，廣東將建立個人誠信
檔案，其中，公務員、教師、醫生等被列為首批建立
個人誠信檔案的人群。

粵擬建公務員誠信檔案

多年來，上

調扶貧標準一

直是中國各界

熱議的公共話

題。中央29日

決定，將農民

人均純收入

2,300元人民

幣（2010年不

變價）作為新

的國家扶貧標準，這一標準比2009

年提高了92%，提高幅度創下了自該

項政策出台以來的歷史之最，這不

僅表明政府消除貧困的決心，也體

現了國家實現包容性增長的信心與

承諾。

有資料顯示，中國在2008年前有

兩個扶貧標準，第一個是1986年制

定的206元的絕對貧困標準，到2007

年時調整為785元。第二個是2000年

制定的865元的低收入標準，到2007

年年底，調整為1,067元。2008年，

絕對貧困標準和低收入標準合一，

統一使用1,067元作為扶貧標準。此

後，隨 消費價格指數等相關因素

的變化，標準被進一步上調至1,196

元。

創政策出台以來歷史之最
雖然是次扶貧標準提升力度空

前，但與國際水平對比可以發現，

中國式扶貧標準依然過低，覆蓋範

圍過窄，扶貧力度尚不夠。2010

年，中國GDP首度超越日本，位居世

界第二。但據世界銀行報告，中國

貧困線標準在被調查的75個國家中

是最低的，甚至不及人均GDP遜於中

國的印度。

在現行的匯率下，2,300元人民幣

相當於361.36美元，日均0.99美元，

僅為國際日均貧困標準1.25美元的

79%。若將中國的貧困線標準提升至

日均1.25美元的國際標準，那麼需要

扶貧對象將會擴大至1.5億人。正因

為如此，業內人士紛紛評價稱，中

國今次上調貧困標準線的幅度之大

值得稱讚，一系列後續政策的提

出，更足以體現中國正視現實、勇

於擔責的大國風範。然而，與國際

最低標準相比仍存在較大差距，因

此，對於扶貧，作為人口第一大

國，中國所面臨的形勢依然嚴峻，

還應重視差距，繼續提升扶貧標

準，抑制貧富分化加劇，促進社會

公平。 ■鑫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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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太陽能產業規模在世界處於領先地位。
資料圖片

■從2008年開始，廣西柳州市對3個貧困縣農村義務教育階段學生實施免費午餐制度。圖為廣西融安
縣大坡鄉中心小學學生在吃「免費午餐」。 資料圖片

■胡錦濤表示，中國將實現扶貧
對象不愁吃、不愁穿，保障義務
教育、基本醫療和住房。新華社

■此次中央扶貧開發工作會議出台的政策創下
歷史之最。 新華社

■秦光榮當選為雲南省
委書記。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