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十二屆全國人大第一次會議重慶代表團昨日上午
審議政府工作報告，並向境內外媒體記者開

放，會後預設了半個小時答記者問，由於提問者多，
最後仍不得不再延長近20分鐘記者提問時間。在媒體
所提的問題中，薄熙來案、不雅視頻、打黑等都是熱
點問題。有記者問及薄案是否會在這次全國人大會議
後開審。「我只知道薄案正在偵查之中。」孫政才
說，「當然，出了這件事情(薄案)也要深刻吸取教訓，
要認真做好工作。」

加強幹部作風建設

今年9月才滿50歲的孫政才，是四個直轄市中最年輕
的市委書記，儘管履新重慶不足4月，但他並不迴避敏
感問題，並反覆強調「依法」一詞，並用「低調務
實，少說多做」來形容重慶的治理問題，「會與中央
保持一致，切實加強法治重慶建設和幹部作風建設。」
孫政才指出，當前重慶全市上下思想統一、低調務
實、少說多幹，社會穩定、政治安定、經濟在持續發
展，民生也在不斷改善，應該說重慶的發展勢頭很
好，發展潛力也很大，但是任務也很艱巨。

對於薄熙來事件後的重慶變化，孫政才指出，去年3
月以來，重慶上下，思想統一，精神振奮，現在全市
政治穩定、社會安定，經濟持續快速發展，民生也在
不斷的改善，總體勢頭是好的。孫政才說，未來重慶
會與中央的決策部署與實際結合起來，去開展創造性
的工作，但最關鍵還是要加強黨的領導；而在實際建

設當中，要做好法制重慶的建設，並加強幹部隊伍的
作風建設。

正面回應敏感事件

對於早前重慶有官員涉及「不雅視頻」事件問題，
孫政才表示，要深入調查此案，以事實為依據，以法
律為準繩，依法依紀處理。對於案件最後的處理結
果，有關部門會適時發佈。「對涉及到不雅視頻的官
員，要深入調查，同時，對涉及利用不雅視頻敲詐勒
索的人員，司法機關也會嚴格的以事實為依據依法處

理，堅決處理。」據悉，在「重慶不雅視頻」事件發
生後，重慶市委開了一次會議。會議明確要採取措施
堅決、依法辦事、依法處理。

在被問及「打黑反腐敗」問題，重慶市人大常委會
主任張軒回應說，根據一審判決，重慶83個涉黑團伙
共涉及1,290多人，如果家屬有申訴的將依法辦理。

談及重慶未來的發展，重慶市長黃奇帆表示，投資
出口、高地建設、人口能力、改革開放、內需等5個方
面的持續推進，再加上中央給重慶的特殊支持，這些
足夠使重慶更好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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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政才：薄案正依法處理
強調吸取教訓 與中央保持一致

香港文匯報訊 (兩會報道組 李茜婷) 在昨日開放
北京團討論會上，中外媒體格外關注霧霾治理問
題。全國人大代表、北京市財政局局長楊曉超在
回答媒體提問時表示，今年北京將加大新能源汽
車的推廣力度，同時增加綠化面積，對大氣污染
進行綜合治理。楊曉超還透露，北京將大力推廣
天然氣的使用，減少燃煤排放量。

據介紹，去年，北京市在環境建設方面的投入
已超過100億元，用於尾氣治理、植樹造林、
PM2.5監測站的建立等。其中，治理大氣污染方
面已投入5,000多萬元。

針對民眾稱北京大氣污染根治需18年的時間太
久這一說法，全國人大代表、北京師範大學生命
科學學院生態學研究所所長張大勇指出，環境是
一種「公共資源」，很難對其進行具體的個人行為
約束，要讓所有人都意識到環保的重要性，並通
過各地合作才能解決問題，「18年的時間應該不
算長。」

京人代談霧霾治理：
減排增綠 推能源車

香港文匯報訊 (兩會報道組 任一龍) 全國政協委
員、北京市金融工作局局長王紅擬提交提案，建
議設立地方經濟發展指標GNP+SCC，即國民生
產總值(一個國家一年內生產的最終產品(物質和勞
務)的市場價值總合)+社會綜合資產指標，替代原
有的GDP政績考核指標，以準確反映地方國民收
入、就業與貧富、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等民生狀
況。

王紅指出，當前中國的經濟增長並未帶來就業
的同步增長，以GDP考核地方政府政績指標有明
顯的缺陷。首先，GDP排名與國民富裕程度不是
同步提升；其次，中國GDP的高速增長的結構令
人擔憂，GDP增長的代價太大，資源、環境、能
源問題突出。」因此，地方政府的考核指標也應
該與時俱進，進行及時完善和調整。

GDP考核政績存缺陷
京委員籲設新指標

■談及重慶未來的發展，重慶市長黃奇帆表示，從投資出口

等5個方面的持續推進。 路透社

■重慶市代表團昨日舉行記者會時，媒體記者爭相提問。 中新社

■重慶市委書記孫政才在回應當地一些官員涉不雅視頻事件

時表示，依法依紀處理。 中新社

中
小
企
融
資
難

閩
代
表
籲
加
大
支
持

香港文匯

報訊 (兩會

報道組 俞

鯤 ) 全 國
「兩會」期
間，湖北省
團昨天專門
召開新聞發
佈會，向中
外傳媒介紹
湖 北 、 湖

南、江西、安徽4省聯合推進長江中游
城市群戰略(下稱「中三角戰略」)的進展
情況。全國人大代表、湖北省常務副省
長王曉東(見圖)表示，長江中游城市群
戰略已經獲得多方面實質性進展，當務
之急是國家須啟動規劃綱要的編制工
作。

據王曉東介紹，目前4省從基礎設施
建設、產業佈局、市場、民生事業等方
面的一體化展開合作，未來還將拓展到
新型城鎮化建設、基礎設施網絡體系、
生態環境保護等更廣闊範圍。4省的省
會城市已於2月底在武漢展開高層會
商，並簽署《武漢共識》，共謀打造中
國經濟發展的第四極。

助均衡中國經濟版圖

王曉東續稱，隨 4省合作的展開，
長江中游城市群戰略迫切需要爭取上升
為國家戰略，湖北省建議中央盡快啟動
長江中游城市群戰略規劃綱要的編制工
作，完善落實4省合作機制，尤其是建
立在國家層面的領導協調機制。

全國人大代表、民建中央專職副主席
辜勝阻就中三角戰略接受記者採訪時表
示，隨 安徽的加入，從經濟總量上
講，中三角成為中國經濟發展的第四極
已經毫無懸念，4省推進中三角戰略順
應了中央推進城鎮化的要求，而「雙轉
移」的效應將逐步呈現，隨 東南沿海
產業向中西部地區轉移，人口也會相應
向中西部轉移，過去中部省份的人口多
向異地轉移，流出人口大於就地城鎮化
的人口，中三角戰略的推進將使人口流
動態勢發生重大轉變，「雙轉移」效應
將是中部地區特別是中三角地區面臨的
非常重要的戰略機遇。

他同時強調，原有的經濟版圖上，大
型城市圈和經濟增長引擎都位於沿海，
中三角戰略將使中國經濟重心中移，從
總體上失衡的狀態走向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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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兩會報道

組 劉蕊、李欣) 出席全國

人大會議的重慶市人大代表

團是本次「兩會」最受媒體

關注代表團之一。中央政治

局委員兼重慶市委書記孫政

才昨日表示，前重慶市委書

記薄熙來案件已移送司法機

關，目前案件的偵查工作正

在依法進行當中，重慶要深

刻吸取薄案教訓。孫政才強

調，會與中央保持一致，切

實加強法治重慶建設。

香港文匯報訊 (兩會報道

組 米南、葉臻瑜) 全國人
大代表、福建省工商聯主
席 王 光 遠 昨 日 在 北 京 表
示，當前民營經濟困難重
重，政府應對中小企業給
予財政和金融上的大力支
持，從而解決中小企業融
資困難問題。

廈門大學會計系教授、博
士生導師的王光遠表示，國
企和民企的問題實質上是大
企業和中小企業的問題，國
民共進最重要的是構建大企
業與中小企業共生共榮、共
利共贏的格局。王光遠認
為，融資難是世界性問題，
所有銀行都會重大輕小，嫌
貧愛富。但內地中小企業不
僅受到規模的歧視，還要受
到所有制的歧視。新非公經
濟36條對中小企業而言，還
是玻璃門，看得見進不去。

為此，他建議，政府應對
中小企業給予財政和金融上
的大力支持，要建立中國資
本市場的金字塔體系，除了
創業板、中小板，還應該有
大量的三板市場、場外交
易、風險投資、天使投資
等，創造「國民共進」的新
格局。

香港文匯報訊 (兩會報道組 軼瑋) 海
南省三沙市何時開放旅遊一直是外界關
注焦點。全國人大代表、海南省委書記
羅保銘昨日下午在海南團開放團組討論
會上表示，三沙市基礎設施建設正緊鑼

密鼓的進行，三沙旅遊萬事俱備只擇良
機開放。當被記者問及具體開放時間，
羅保銘表示，希望今年內能有實質突
破。

全國人大代表，三沙市委書記、市長
肖傑亦接受本報訪問時表示，三沙成立
至今已222天，基本政權機構已組建完
畢，並且運轉良好，至於旨在強化三沙
基層政權的5個組委會建設規劃也已獲
通過，正在建設當中。與此同時，三沙
通過交通補給船的增航，令島上的交通
條件有明顯改善。

肖傑還透露，在國家發改委、財政部
的支持下，三沙將建造更大的交通補給
船—「三沙一號」，預計於2014年上半
年投入使用，同時建造一些島際交通
船，目前相關工程也已啟動。

至於三沙旅遊開放時間，肖傑強調，
「不會太久」，他告訴記者，「遊船建
造、確定航線、確定景點等相關工作都
已基本完成，確保遊客安全旅遊的安全
保障工作正在反覆研究論證中，我們力
爭做到準備充分，我們會擇機開放，相
信時間不會遠。」

■海南省委書記羅保銘被圍訪。中新社

羅保銘：三沙有望年內開放

香港文匯報訊 (兩會報道組 路艷寧、

王添翼) 貴州省委書記、省人大常委會
主任趙克志在昨日的團組開放活動中表
示，中央對於公款消費行為的治理，對
茅台酒的銷售影響不大。隨 民眾和商
務需求的增加，茅台的銷售甚至同比增

長了14%。
趙克志表示，茅台是寶貴的民族品

牌，它以優良的品質、國內外市場的巨
大需求，為國家和貴州經濟社會發展作
出了突出貢獻。中央厲行節儉、反對浪
費新規的出台，對茅台酒的銷售「有影
響，但不大」，茅台集團去年的銷售收
入同比增長了14%。

趙克志認為，上述現象充分說明，除
了公務需求，茅台酒的商務需求和普通
百姓的正常需求依然十分旺盛；中央治
理公款消費與茅台酒的正常生產經營並
不矛盾，茅台按照市場規律生產經營，

也會贏得社會和市場的認可和尊重。

陳敏爾：將對全省校舍普查

此外，針對貴州省凱里市第三中學外
廊地坪塌陷事件，貴州省長陳敏爾昨日
回應稱，雖然該事件僅是個案，但貴州
將啟動對全省校舍建築質量安全的普
查，並責成有關部門要更多地重視校園
的安全。

事發於3月4日，貴州凱里市第三中學
發生教學樓地板坍塌事件，37名學生跌
入10米深的地下停車場內，有7名學生
送院。

■趙克志接受採訪。 中新社

趙克志：反奢侈無礙茅台銷量

香港文匯報訊（兩會

報道組 葉臻瑜）昨日，
福建省委書記尤權(見圖)

在福建開放日上大方邀
各方媒體「來福建呼吸
新鮮空氣」。尤權表示，
福建經過10年「生態省」
的探索，已經成為內地
唯一保持水、大氣、生

態環境均全優的省份，但目前保護資源壓力依舊很
大，「只有既要『百姓富』又要『生態美』才算實現

最終目標。」
剛剛主政福建不久的尤權稱，前些年福建沒有進行

大項目開發，卻成了環境發展的優勢。早在2000年，
時任福建省省長的習近平就提出了「生態省」建設戰
略構想。此後，10年福建經歷5位主官，但「生態省」
這根「接力棒」卻從未間斷。

以環保招商為抓手

據悉，此前當地媒體曾就福建「生態建設」話題發
起網絡調查。在被問及「生態環保與經濟發展的關
係」，61.3%的網友認為兩者並不矛盾，應發展綠色循

環經濟；35.3%的網友覺得生態環保是首要，必要時可
減緩經濟發展速度。

但尤權直言，目前福建仍有1,800萬畝土地面臨水土
流失，其中1,000多畝處於較為嚴重的狀態，「福建保
護資源的壓力依舊很大，這裡有自然也有人為的原
因」，因此，必須將保護環境同科學治理結合。「山清
水秀但貧窮落後，不是美麗福建；殷實小康但資源枯
竭、環境污染，同樣不是美麗福建，必須是既要『百
姓富』又有『生態美』的結合」。

尤權還指出，今後福建在招商引資項目上仍將遵循
保護生態的前提下進行，使八閩大地更加山清水秀。

尤權：福建既要民富又要環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