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剛從中央政治局委員、廣東原省委書記汪洋手中「接
棒」的胡春華表示，從現在起，廣東省委常委會要

負起責任，領導全省人民做好廣東的各項工作。「做好
廣東的工作，關鍵是要把常委會建設好，有一個堅強有
力的常委會領導集體，許多事情就好辦。」胡春華希望
各常委各負其責，把分管的工作做好。在職責範圍內，
各位常委大膽工作，負起責任，有重大的問題一起研究
解決，「把常委會建設成一個團結的班子、幹事的班
子，一個有號召力和戰鬥力的班子。」

下月「兩會」換屆 確保節日穩定
他指出，中共中央總書記、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到地

方視察的第一站就選擇了廣東，不僅體現了對廣東的高
度重視，也為做好今後改革發展的各項工作指明了方
向。廣東要盡快做好省委十一屆二次全會和中央經濟工
作會議傳達貫徹會議的準備工作，總結今年工作，安排
部署好明年工作。同時，結合廣東的實際，及早謀劃好
明年經濟工作。
胡春華強調，12月4日，中央政治局審議通過改進工作

作風、密切聯繫群眾的八項規定。這是新一屆中央領導
集體下決心帶頭改進工作作風的重要舉措，充分體現了
黨中央落實黨要管黨、從嚴治黨方針的堅定決心，體現

了求真務實、狠抓作風轉變的堅定決心。廣東要抓緊起
草實施細則，貫徹落實好中央要求。
此外，明年一月，廣東省人大、省政府和省政協將進

行換屆。胡春華要求，廣東要認真做好第十二屆全國人
大代表選舉和全國政協第十二屆委員人選推薦工作。同
時，要注意關心困難群眾，維護社會穩定，搞好安全生
產，確保節日期間的和諧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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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年將適度增加貸款 人保部：明年新增就業900萬人

胡春華：建設有戰鬥力領導班子
要求起草「八項規定」細則 謀劃明年經濟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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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玨 北京報道）中國社科院
昨發佈第二部反腐倡廉藍皮書—《中國反腐倡廉建
設報告No.2》指出，當前中國反腐形勢嚴峻，大案要
案呈頻發態勢，包括原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等高官相
繼因貪腐落馬，民眾憂慮「一把手」監督難。

去年處分近5千縣處級官員
藍皮書透露，2011年，全國紀檢監察機關共處分縣

處級以上幹部4,843人，為國家挽回經濟損失84.4億元
（人民幣)。此外，薄熙來、王立軍、劉志軍、黃勝等
高級幹部因收受巨額賄賂被移送司法；原中國農業銀
行副行長楊琨、原中國郵政儲蓄銀行行長陶禮明等金
融機構重要負責人因貪腐落馬。大要案頻出引發對
「一把手」權力過大的熱議。

藍皮書指，這些位高權重的官員有長期擔任「一把
手」的履歷，且主要腐敗問題也是在任「一把手」期
間發生，這令不少幹部群眾對「一把手」監督難、個
人凌駕於法律之上、領導幹部與不法企業主之間的巨
額利益輸送問題感到憂慮。許多人表示，「一把手」

權力「過載」，既決策又執行，自由裁量權過大，其
中一些人不受約束、不按規矩和程序辦事，恣意妄
為，難以避免腐敗風險，需盡快從體制機制上加以有
效規制。
課題組專家建議，應盡快科學規制「一把手」權

力，擴大黨代會和全委會的決策權，防止「一把手」
決策失誤、用權失範；切實加強對權力集中部門和資
金密集領域的監督；進一步發揮巡視制度對各級「一
把手」的監督作用；黨政機關、國有企業和金融機構
主要負責人不直接分管資金配置、幹部任免等具體事
務。

專家支招：分解與制約權力
中國人民大學反腐敗與廉政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毛昭

暉對本報表示，「體系內」監督體制缺乏獨立性，
「自上而下」的監督模式難以破解強勢利益同盟，以
及監督人員的自身腐敗帶來的負效應是「一把手」腐
敗高發和反腐難的主要原因。而治本之策就是分解與
制約權力。

毛昭暉認為，應加大黨代會為黨內權力中心的領導
體制的推行力度，輔以人大制度的完善化解「一把手」
權力過分集中的現狀；發揮黨代表在黨內的主體地
位，破解強勢利益集團對施政的負面作用；微觀上則
通過反腐倡廉制度分進合圍，有效監控易於產生腐敗
的權力節點。

冬至前夕，49歲的胡春華從千里冰封的內

蒙古，來到濕潤溫暖的南國，主政廣東。這

位北大高材生，兩進西藏，又掌河北、內蒙

古的政壇新星，成為改革開放以來廣東最年

輕的省委書記。

他的前任汪洋臨別廣東時坦言，廣東是人

口、經濟大省，也是市場經濟發育程度最

高、改革開放意識最強的省份，毗鄰港澳，

既有獨特機遇，更有特殊挑戰。可以說，尚

未歎一口粵式早茶，三大課題已擺在胡春華

面前。

一是改革。為中國改革「殺出一條血路」的膽識和氣魄，一直是廣

東官民所具備的獨特氣質。習近平就任總書記後首選廣東考察，就充

分表明了中央新領導集體深入推進改革的意志和決心。在改革進入攻

堅的關鍵時刻，胡春華的首要任務是要高舉起改革大旗，為中國的改

革事業逢山開路，遇水架橋，「殺出一條血路」來。

近年，廣東在經濟建設、社會管理、行政體制等方面暴露出的問

題十分突出，如烏坎村事件等。深悟其理的胡春華就職當日，就承

諾，一定要推動廣東繼續在改革開放中發揮窗口作用、試驗作用、

排頭兵作用，再創佳績。

二是調結構。經過多年的高速發展，廣東經濟總量已逾5萬億

元，對外依存度極高，產業結構大而不強，席捲全球的國際金融危

機，嚴重拖累了其經濟可持續增長。就區域發展嚴重不平衡問題，

汪洋就曾說過，「最富的地方在廣東，最窮的地方也在廣東」。因此，科學調

整經濟結構，促進區域協調發展，就成為胡春華掌粵的第二個重大課題。

三是深化粵港合作，這是胡春華面臨的第三個重大課題，本港各界極為關

注。粵港兩地同氣連枝，唇齒相依，密不可分。汪洋主政廣東時，大力推動

實施的《珠三角改革發展規劃綱要》，把粵港合作上升到了國家戰略。去年頒

布實施的國家「十二五」規劃，又首次將粵港合作列入其中。粵港合作在全

國一盤棋的發展版圖上，佔據的位置不斷凸顯，正面臨新的機遇期。

日前，習近平踏訪粵港澳合作的創新平台前海、橫琴，傳遞出中央新領導

層進一步推進改革開放政策的強烈政治信號，引起香港各界高度關

注。雖說胡春華一直在中西部內陸省份工作，但低調務實的他首次

在粵亮相發言，就把粵港合作視作未來工作的重中之重。他在12月

18日的全省幹部大會上誓言，要加強與港、澳的合作交流，實現相

互支持，互利共贏，共同發展，開創粵港澳合的新局面，令人耳目

一新。

有評論說，少年老成的胡春華從政經驗豐富，善於處理各類複雜

問題，面對粵港合作中出現的諸如「大門已開、小門未開」等問

題，必能開出應對良方，探索出可貢獻全國的發展經驗。

少帥當家，有備而來，廣東改革發展值得期待。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若溪 深圳報道）京廣高鐵動車
票價昨正式出台，並於今日10時開始發售車票，可預售12
月26日至31日期間的車票。根據已發佈的時刻表，港人如
在深搭乘直達高鐵進京，全程需時10小時21分，而在廣州

南乘車抵京則只需要7小
時59分。
記者從廣鐵集團獲悉，

深圳北至北京西時速300
公里的G字頭動車票價：
二等座940元；一等座
1483元；特等座1765元。
廣州南至北京西票價則為
二等座865元；一等座
1383元；特等座1645元。
據了解，京深高鐵沿途

共停靠13站。除廣深段以
外，高鐵其餘線路票價遞
遠遞折，每增加500公
里，增加10%的折扣。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由頁 北京

報道）據報道，人力資源和社會保
障部部長尹蔚民18日表示，明年我
國將全力確保就業局勢穩定，就業
工作的目標是新增城鎮就業900萬
人以上，城鎮登記失業率控制在
4.6%以內。

失業率控制在4.6%以內
據尹蔚民介紹，今年前11個月，

城鎮新增就業1,202萬人，失業人員
再就業525萬人，困難人員實現就

業167萬人，就業局勢保持穩定。
2013年就業工作的目標是，新增城
鎮就業900萬人以上，城鎮登記失
業率控制在4.6%以內。
「實現這一目標，必須把促進

就業放在更加優先的位置。」尹
蔚民說，「一要深入實施更加積
極的就業政策。二要切實做好重
點群體就業工作，繼續把高校畢
業生就業放在首位。同時，要大
力促進以創業帶動就業，全面加
強職業培訓。」

國務院五措施促光伏業發展
香港文匯報訊 國務院總理溫家

寶19日主持召開國務院常務會
議，研究確定促進光伏產業健康
發展的政策措施。會議認為，近
年來中國光伏產業快速發展，已
形成較為完整的光伏製造產業體
系，但當前仍面臨產能嚴重過
剩，市場過度依賴外需，企業普
遍經營困難等問題。
為此，會議確定5項政策措施促

進光伏業健康發展，即加快產業結

構調整和技術進步；規範產業發展
秩序；積極開拓內地光伏應用市
場；完善支持政策；充分發揮市場
機制作用，減少政府干預，禁止地
方保護。
會議強調，中國光伏產業當前遇

到的困難，既是產業發展面臨的嚴
峻挑戰，也是促進產業調整升級的
契機，特別是光伏發電成本大幅下
降，為擴大內地市場提供了有利條
件。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何凡 報道）中央經濟
工作會議傳遞出明年宏觀政策信號，其中對金
融工作的部署蘊含新意。專家向本報指出，
「適當擴大社會融資總規模」與「堅決守住不
發生系統性和區域性金融風險的底線」兩處最
矚目，乃是近年來首度出現的表述，體現出高
層對金融領域有保有壓、有扶有控的政策思
路：前者要求駕馭流動性，增加逾15萬億元的
社會融資，以匹配護航實體經濟健康穩進的需
求；後者則是對地方債務、「影子銀行」、房
貸等風險隱患予以最強硬的警示。

需加強風險監管
分析人士指出，明年適當擴大社會融資總規

模，將促進直接融資加速發展，支持實體經
濟，既能滿足企業融資需求，又不會大舉增加
基礎貨幣投放，能有效抑制通脹。
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定下明年穩健的貨幣政

策，符合市場的一致預期；「適當擴大社會融
資總規模」的提法卻是首次。2010年底，央行
將「社會融資總量」作為調控政策的重要指
標。而近兩次中央經濟工作會議與《政府工作

報告》對社會融資規模的定調，均是「保持合
理」。
交行19日發佈報告稱，明年新增貸款將適度

增加、企業債券融資進一步擴大，同時對地方
融資平台、房地產貸款、理財業務、影子銀行
等領域的風險監管將繼續加強，預計明年全年
社會融資規模將達16.5萬億—17.5萬億元。

多元融資料發力
專家指出，在引導社會融資規模平穩增長的

同時，需進一步優化其結構，加快完善多層次
資本市場建設，以打造出支持實體經濟融資需
求最富彈性與效率的多元渠道。
此外，今年首次提出「堅決守住不發生系

統性和區域性金融風險的底線」，措辭比以往
的「維護金融穩定和安全」、「防範金融風險」
更嚴厲強硬。中央財經大學中國銀行業研究
中心主任郭田勇表示，這說明中央已注意到
某些重點領域的確存在或醞釀金融風險隱
患。
專家認為，除明年國際金融風險因素外，內

地金融領域潛在風險主要在於地方政府債務、
「影子銀行」、房地產貸款、非金融企業負債率
偏高。比如，今明兩年地方政府債務將進入集
中償還期，約有53%的地方債務將於2013年底
前到期。在樓市調控背景下，土地出讓金的減
少，令地方政府債務違約的可能性增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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粵建人才改革試驗區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叢書 廣州報道）廣東省

委組織部透露，中央人才工作協調小組已批覆，把

「廣州南沙—深圳前海—珠海橫琴粵港澳人才合作示

範區」列為「全國人才管理改革試驗區」。

據了解，粵港澳人才合作示範區將 力在重大項

目優先佈局、財政資助、稅收優惠、創業扶持、股

權激勵、企業和個人結匯、國際教育合作、專業資

格互認、便利通關、簽證居留、社會保險、醫療服

務、生活配套等方面取得重點突破。

■ 廣東汕頭潮南區陳店鎮洋新村一家內衣廠

19日下午發生火災 ，傷亡不明。據現場目擊

者介紹，現場濃煙滾滾，大量消防車和救護車

在現場救援。目前，有否受傷人員及事故原因

正在調查中。 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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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腐藍皮書：民眾憂「一把手」監督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