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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 國 政 協 委

員、華東師範

大學教授黃澤

民在昨日開放
的政協小組討
論會上表示，
政府不能過多
地干預市場，
中國的房地產

調控應尊重市場需求，「對 幹」的後
果就是調控到現在，樓價不但沒下來，
反而還在往上漲。

黃澤民稱，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到，過
去幾年中國堅持房地產市場調控政策不
動搖，並遏制了樓價過快上漲，「我覺

得這與實際情況不是十分符合」。在
2009年和2010年，為應對國際金融危
機，中國出台了刺激房地產的政策。對
此，他指出，政府不能動用財政政策去
刺激樓價。「儘管是社會主義市場經
濟，但也是市場經濟，政府不能和市場

『對 幹』，『對 幹』的後果就是調控
到現在，樓價不但沒下來，反而還在往
上漲。」

調控樓市 應尊重市場需求
另外，黃澤民亦表示，在買樓時，許

多民眾亦受到身份限制，「我們不能讓
人們拿 辛辛苦苦掙來的人民幣，到北
京來買樓時，卻因為身份、戶籍等而不
能買。」黃澤民認為，過去5年，中國
的確取得了一些成績，但不能總是讓全
國人民神經兮兮地想解決房子問題。未

來，住建部應該在
怎樣解決城鎮居民
的住房問題上多研
究，要在制度上下
功夫，不能總是調
控。在經濟學領
域，調控是市場出
現失靈的情況下，
政府出來調控，但
最終還是要尊重市
場。不能讓老百姓
的住房福利大大下
降。

全國政協委員、

北京林達集團董事長李曉林在討論會上
也拿「樓價」說事。他說：「就目前中
國的房地產市場情況來看，什麼時候樓
價能降下來？一是釣魚島開戰，二是乾

脆退出市場機制。」李曉林稱，中國控
制好樓價的前提應該是控制好地價，地
價本身就很高，再加上其它成本，樓價
自然也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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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以信心應對新問題
參加滬團會議 笑談兒時沙塵今日霧霾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昨日，在同十二屆
全國人大一次會議浙江代表團一起審議政府工作報
告時，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副總理張德江
表示，改革開放以來，浙江取得的成績舉世矚目，
進而成為中國改革開放的一個縮影。

張德江關心的不只是成績，在浙江省委書記夏寶
龍發言提到「2012年國內生產總值（GDP）增速未
達目標」時，他立即「插話」囑托後者，儘管GDP
很重要，但人均GDP更重要，更具可比性。在人均
GDP中，不僅要看城市，而且要看農村，因為全面
建成小康社會、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
夢」，其中就包含了對統籌城鄉發展、縮小城鄉差距
的要求。

當聽到夏寶龍介紹該省人均GDP已於去年首次突
破1萬美元時，張德江微笑 點了點頭。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
委俞正聲昨日參加十二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湖北代
表團全體會議，審議政府工作報告。在全國人大代
表陳義龍發言過程中，俞正聲插進話來，關心前者
所提到的新能源技術裝備的產能。

昨日，湖北省武漢市的一家新能源公司董事長陳
義龍在發言內容中重點提到了一種能將農業廢棄物
秸稈轉化為能源的裝置。這引起了俞正聲的興趣。

「1萬噸（新能源）需要多少秸稈？」俞正聲問。
「如果是種植，大概需要3萬畝。」陳義龍答道。之
後，俞正聲又繼續追問了幾個問題，陳義龍一一作
答。隨後，俞正聲面向陳義龍說，「你寫一個東西
給我，我請相關人員去看一看。」陳義龍似乎還未
來得及反應，停頓幾秒後才連聲說：「太感謝、太
感謝」⋯⋯ 「主要想助這個產業發展起來。」俞正
聲說。這句話讓在場的代表們都笑了起來。

俞正聲關注新能源：
「想助產業發展」

香港文匯報訊（兩會報道組

沈夢珊）昨日，全國人大代

表、清華大學教授蔡繼明（見

圖）在會議召開前接受媒體採
訪時認為，城市化的本質不是
城市建設也不是城市發展，而
是農村人口向城市居民的轉
移，但對農民工而言，最大的
困難在樓價上。如果擴大土地

供給，樓價一定會下降。
「中國城鎮化現狀是，大量在城市工作的農民

工，卻沒有在城市安家。」今年蔡繼明指出，目前
中國城鎮化率達到了52.6%，但是空間城市化並沒有
相應產生人口城市化。「中國有2.6億農民工，戶籍
問題把他們擋在了享受城市化成果之外，他們是被
城鎮化、偽城鎮化的。如果擠掉水分的話，只有36%
的城鎮化率。」

土地問題一直不解決，意味 新城鎮化路徑實際
上是不清晰的。蔡繼明表示，加快城市化進程，就
必須改革現行土地制度。

清華教授：
民工被偽城鎮化

香港文匯報訊（兩會報道組

李叢書）人大會議開始前，代
表委員開始陸續進場。全國政

協委員、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莫言一現身會場，隨即
引起轟動。「莫言老師，莫言老師，能停一下，接
受採訪嗎？」多位記者齊聲高喊，莫言有些尷尬，
但仍徑直向前走，一語不發。幾位女記者索性上前

「拽」住他，希望將其拉回媒體區，不過一番「角力」
後，莫言還是「跑了」。

知名女歌手、空軍政治部文工團副團長韓紅也被
認出，不過她沒有拒絕採訪，落落大方來到話筒
前，和眾媒體分享自己的「中國夢」：「我心中的
中國夢是國家能夠富強，人民能夠平安，能吃上安
心的糧食，安心的飯，安心的奶。孩子們都有書
讀，都有家住。」

莫言始終「莫言」
韓紅分享中國夢

■昨日，

莫言途中

被美女記

者 「 攔

截 」， 但

仍然婉拒

採訪。

中新社

■全國政協委員、華東

師範大學教授黃澤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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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全球視野推動創新

穗委員：控樓價要先限地價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

「不發展的時候，

有 不 發 展 的 問

題 ， 發 展 了 以

後，有發展的問

題。」中共中央

總書記、中共中

央軍委主席習近

平昨日參加了他

所在的十二屆全

國人大上海代表

團的審議。在談

及諸如霧霾天氣

等在中國發展中

遇到的問題，習

近平說，要充滿

信心地應對新問

題。

當天人民大會堂上海廳裡氣氛熱烈，
代表們在審議政府工作報告時發言

踴躍，幾位代表分別就建設法治國家、加
快浦東綜合配套改革試點、推進產業結構
轉型升級、增強城市文化競爭力等問題發
表意見。習近平在一旁邊聽邊記，不時插
話同代表就有關問題進行探討和交流。

強調民生是永恆主題

「憶往昔崢嶸歲月稠，我們經歷了許多
大事、難事、喜事，度過了極不平凡的歲
月」，在談及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時，習近
平說：「艱難困苦，玉汝於成，總結過去
的5年，我們用極不平凡的成就度過了極不
平凡的歲月。」

昨日他們審議的這份政府工作報告提及
這「極不平凡」的5年時指出，中國有效應
對國際金融危機的嚴重衝擊，GDP躍升到
世界第2位。尤其是在民生方面更是寫下濃
墨重彩的一筆。

談到民生，習近平說，改革開放30多年
來，中國人民生活水平有了顯著提高。他
同時也坦陳，由於中國仍然處於社會主義
初級階段，還有為數不少的困難群眾，中
等收入群體還有待擴大，「這方面的發展

還是不夠」。
「民生問題是永恆的主題，什麼階段有

什麼階段的問題。」習近平說。「你就拿
現在這個霧霾來講，人民現在痛苦地面對
霧霾，曾幾何時，沒有霧霾，但有更痛苦
的問題。」這時，習近平還提及自己小時
候的經歷。

笑稱黃沙是「PM250」

他回憶說，小時候北京沙塵大，戴口罩
去上學，到學校後，口罩上都是厚厚的黃
沙子，到了冬天加上煤煙氣，情況更糟。

「 那 時 候 沒 有 P M 2 . 5 ， 但 是 有
『PM250』。」習近平風趣的一番話，讓全
場都大笑起來。「老的問題解決了，我們
還得面對新的問題。」習近平說：「面向
未來，要充滿信心地來應對新問題。他笑

補充道，在問題面前也急不得，「用生
活的淡定面對問題」。

不過，習近平昨日再次強調要堅持不懈
保障和改善民生。他表示，要落實好中央
各項惠民政策，更多關注困難群眾，各級
幹部要把轉變工作作風和解決群眾反映最
強烈的突出問題結合起來，把群眾工作做
實、做深、做細，確保社會和諧穩定。

■昨日，習近平參加了十二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上海代表團的審議。 新華社

香港文匯

報訊（兩會

報道組 軼

瑋）全國政

協委員、廣

州宏宇集團

有限公司董

事長黃文仔

（ 見 圖 ） 昨
日在社會福
利與保障界

分組討論會上表示，樓價要降下來，政
府、房地產發展商必須犧牲收入，否則
房價無法調。黃文仔說，政府一邊拚命
收地價，一邊「一刀切」調市場，有

「拉偏架」之嫌。
黃文仔認為，降樓價首先要嚴控城市

中心土地供應，推限價地塊。比如，政
府可考慮城市中心的住宅用地暫停供應
5年，同時加大郊區住宅及配套用地的
供應量。他表示，希望政府在新土地拍
賣時對該地塊的商品房售價設置上限。
此舉意在減少政府的土地收益和開發商
的利潤，政府和發展商都要犧牲收入，
否則房價沒法調。

全國政協委員、有「中國首善」之稱
的汽車玻璃大王曹德旺亦「炮轟」當前
居高不下的樓價。曹德旺說，「當前中
國很多真正需要房子的人買不起房子，
房子都集中在『房爺』、『房叔』、『房
嬸』手上，投入社會很多資源用來蓋房
子最後不用，並不利於城市的發展，城
市終歸是市民的，政府應在此加大力氣
進行調整。」

廣西委員：農民憂失地不願進城
香港文匯

報訊（兩會

報道組 任

一龍）「當
前『市民化』
面臨兩個關
鍵問題：一
是農民進入
城鎮的住房
問題難以解
決，因而無

法入戶城鎮；二是農民因為有『失地』
後顧之憂不願入戶城鎮。」針對這一
現象，全國政協委員、民建廣西主委

錢學明（見圖）指出，當前有序推進
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必須做好兩件
事：一是出台政策解決進城農民住房

問題；二是加快做好農村土地確權，
消除農民後顧之憂。

錢學明建議，國家制定政策，設立
農業轉移人口住房優惠貸款，幫助進
城農民解決住房問題，以此作為推進
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的重要切入點。
貸款對象設定為在城鎮有相對穩定的
工作和收入、有一定積蓄的農業轉移
人口。由個人申請、鄉鎮及企業分別
提供戶籍與工作證明，縣級以上政府
審核並公示；同時建立全國統一檔案
以杜絕虛假申請。可以一次性給予每
戶農業轉移人口家庭優惠貸款20萬元
左右，用於購買商品住房（一般的中
小城市60平米的住房約20—30萬
元）；同時出台細則，規範此類住房
的轉讓。

委員籲尊重市場 憂樓價越控越高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網報
道，中共中央總書記、中共中
央軍委主席習近平昨日下午在
參加他所在的上海代表團審議
時強調，要以全球視野謀劃和
推動創新，改善人才發展環
境。習近平指出，改革要敢於
啃硬骨頭，敢於涉險灘，並希
望上海當好全國改革開放排頭
兵。

昨日，上海代表團氣氛熱
烈、發言踴躍。習近平邊聽
邊記，並不時同代表就有關
問題進行探討和交流。在認
真聽取代表發言後，習近平
作了重要講話。他首先表示
完全贊成政府工作報告，充
分肯定5年來全國以及上海改
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
設取得的成就。他希望上海

立足全局、突出重點，當好
全國改革開放排頭兵、科學
發展先行者。

改革要敢於啃硬骨頭

習近平強調，要突破自身發
展瓶頸、解決深層次矛盾和問
題，根本出路就在於創新，關
鍵要靠科技力量。要以全球視
野謀劃和推動創新，改善人才
發展環境，努力實現優勢領
域、關鍵技術的重大突破，盡
快形成一批帶動產業發展的核
心技術。

習近平強調，中國改革已經
進入攻堅期和深水區。要敢於
啃硬骨頭，敢於涉險灘，更加
尊重市場規律，更好發揮政府
作用，以開放的最大優勢謀求
更大發展空間。

■黃澤民表示，房地產調控應尊重市場需求。圖為重慶某土

地房屋權屬登記中心，市民辦理二手樓交易手續。 新華社

張德江語浙江團：
人均GDP更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