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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海巖 北京報道）國
家發改委發展規劃司司長徐林昨日透露，國家
發改委已完成對中國「十二五」規劃實施情況
的「中期」評估。評估結果顯示，「十二五」
規劃提出的24個主要指標，絕大部分實施進
度好於預期，但氮氧化物總量減排、非化石能
源佔一次能源消費比重、單位GDP能源消耗
和二氧化碳排放強度這4項環保指標完成情況
不太理想，進度滯後於預期。
「十二五」規劃起止時間為2011年至2015

年。徐林表示，雖然這些指標沒有達到「十
二五」規劃提出的要求，但也取得了進展。
比如單位GDP能耗降低了5.54%；非化石能
源佔一次能源消費的比重從 8%提高至
9.4%，但要達到「十二五」末11.4%的要
求，後兩年進度必須比前幾年加大才能實
現。
徐林還表示，另外有兩個指標已經提前完

成，一是每萬人發明專利擁有量，二是森林
蓄積量的指標。

2013年底先後舉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和中
央城鎮化工作會議均提出，要制
定實施好國家新型城鎮化規劃。
國家發改委會後也明確表示，將
抓緊修訂完善國家新型城鎮化規
劃，爭取盡快發佈實施。

措施出台未有時間表
對於這一規劃的進展，國家發改
委發展規劃司司長徐林表示，《國
家新型城鎮化規劃》按照會議代表
討論提出的意見進行了修改，目前
已經上報國務院，但具體什麼時候
出台還未有明確的時間表。
對於今年政府投資，國家發改
委固定資產投資司副司長歐鴻在
同一場合表示，2014年中國不存
在對投資規模進行控制的問題，
而是要在優化結構前提下保持合
理投資規模，加強城市基礎設
施、「三農」建設等投資政策取
向。

投資優先安居工程
歐鴻介紹稱，2014年政府投資
政策導向主要是，加快實施「十
二五」規劃確定的重點建設任
務，加強重點領域建設，包括完
善城市基礎設施、推進新型城鎮
化發展，大力發展社會事業、着
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實施創新驅
動戰略、推動產業轉型升級，強
力推進節能減排、加快生態文明
建設，加快培育新的經濟支撐
帶、促進區域協調發展。

此外，歐鴻指出，將壓縮用於
一般競爭性企業項目的投資，把
中央投資集中用於市場不能有效
發揮作用的重點領域和突出薄弱
環節，主要安排保障性安居工
程、「三農」建設、重大基礎設
施和社會事業和社會治理，支持
邊疆和少數民族地區發展、節能
環保和生態建設以及科技創新
等。
歐鴻還提到，將推動出台政府

投資條例，完善中央預算內投資
管理制度，規範政府投資行為。
並且，抓緊清理和修訂有關民間
投資的法律規章，制定清晰透
明、公平公正、操作性強的市場
准入規則。盡快在金融、油氣、
電力、鐵路、電信、資源開發、
公用事業等領域，再推出一批示
範帶動項目。

關注地方投融資風險
此外，針對備受關注的房地產

稅試點擴圍問題，國家發改委新
聞發言人李樸民表示，發改委正
在會同有關部門積極推進。至於
什麼時候出台，出台的主要內容
是什麼，具體要看中央和國務院
的決策部署。
李樸民還表示，發改委密切關

注地方債和地方融資平台出現的
一些問題，主要是加強對投融資
平台公司風險的摸底排查和監測
預警，引導投向節能環保、保障
性住房、城鎮化建設等重點領
域。

香港文匯報訊 國務院總理李克強22日在北京
主持召開國務院常務會議。會議指出，要加強文
化創意和設計服務等高端服務業發展，促進與相
關產業高度融合。會議還決定改革中央財政科研
項目和資金管理辦法。
據中新社報道，會議指出，文化創意和設計服
務具有高知識性、高增值性和低消耗、低污染等
特徵。依靠創新，推進文化創意和設計服務等新
型、高端服務業發展，促進與相關產業深度融
合，是調整經濟結構的重要內容，有利於改善產
品和服務品質、滿足群眾多樣化需求，也可以催
生新業態、帶動就業、推動產業轉型升級。會議
確定了推進文化創意和設計服務與相關產業融合
發展的政策措施。

鼓勵創意 培育人才
為此會議指出：

一、加強創意、設計知識產權保護，健全激勵
機制，推進產學研用結合，活躍知識產權交易，
為保護和鼓勵創新、更好實現創意和設計成果價
值營造良好環境。
二、實施文化創意和設計服務人才扶持計劃，支
持學歷教育與職業培訓並舉、創意設計與經營管理
結合的人才培養新模式，讓更多人才脫穎而出。

三、以市場為主導，鼓勵創意、設計類中小微
企業成長，引導民間資本投資文化創意、設計服
務領域，設立創意中心、設計中心，放開建築設
計領域外資准入限制。
四、突出綠色和節能環保導向，通過完善標

準、加大政府採購力度等方式加強引導，推動更
多綠色、節能環保的創意設計轉化為產品。
五、完善相關扶持政策和金融服務，用好文化

產業發展專項資金，促進文化創意和設計服務蓬
勃發展。

提高財政科研資金配置效率
會議指出，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發揮好科

技創新對經濟社會發展的引領支撐作用，推動經
濟提質增效升級，必須創新體制機制，改革科研
項目和資金管理辦法，使財政科研資金突出助優
扶強，流向能創新、善攻堅的優秀團隊和符合經
濟社會重大需求的項目，提高資金配置效率。
會議指出，財政資金積極支持基礎前沿、戰略高

技術、社會公益和重大共性關鍵技術研究，建立財
政投入與社會資金搭配機制，對市場導向類項目突
出以企業為主體，自主決定研發方向、要素配置
等。會議還指出，建立公開透明的申報、立項、評
審和批准制度，健全績效評估、動態調整和終止機
制。強化資金監管，建立科研信用「黑名單」制
度，杜絕一題多報、重複資助等現象，消除行政化
定項目、分資金的弊端，把資金用到刀刃上。

新型城鎮化規劃已報批
發改委：未控制投資規模 加強三農城市基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海巖 北京報道）國家發改委相關

負責人22日在宏觀經濟與政策新聞發佈會上指出，《國家

新型城鎮化規劃》目前已修改完畢並上報，房地產稅改革

也正在積極推進。今年中央政府投資要在優化結構前提下

保持合理投資規模，加強城市基礎設施、「三農」建設等

投資政策取向。

香港文匯報訊 中國海軍南海艦隊遠
海訓練編隊22日在南海某海域進行了
一場立體登陸訓練。訓練由隨艦艦載直
升機、氣墊艇和陸戰隊共同完成，奔赴
下一預定海域。
據中新社報道，1月20日，中國海軍

南海艦隊海口艦、武漢艦離開海南省三
亞某軍港碼頭，隨後在南海某海域與潛
艇部隊展開潛、艦聯合突破「敵」封鎖
區演練，拉開了中國海軍新年
度常態化戰備巡邏遠海訓練
的序幕。21日至22日，南

海艦隊遠海訓練編隊採用水面艦艇、氣
墊艇、艦載直升機，先後對西沙永興
島、東島、琛航島、中建島、金銀島等
島嶼進行立體巡航。巡航期間，遠海訓
練編隊還帶動西沙駐島部隊進行了島礁
攻防等實戰化演練。
西沙群島是中國南海四大群島之一，

由永樂群島和宣德群島組成，共有22
個島嶼，7個沙洲，另有十多個暗礁暗
灘。

「十二五」中期評估 環保指標滯後

李克強：加強文創設計產業發展

新型城鎮化規劃已報批

中國列「最貧水」國家

南海艦隊立體巡航
西沙演練島礁攻防 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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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英國「今日中國防
務」網站今年初登載文章，以「中國空
軍師改旅」為題，對中國空軍的編制體
制改革予以關注並積極評價。文章稱，
中國空軍已經有兩個航空師確定轉為航
空旅，但不確定是否打算把所有的航空
師都轉旅。
據環球網報道，英媒稱，作為編制構

架現代化計劃的一部分，從2012年初
期，中國空軍開始將航空師改為更加合
成化、更加靈活的旅級規模單位，旨在
實現更加扁平化的管理和指揮控制。

現代空戰需要 可靈活配備
文章稱，中國空軍組建之時沿用蘇聯

空軍的架構模式，最大的作戰單位是航
空師，往往採用三三制，師下設3個飛
行團，每個團設3個飛行大隊，大隊之
下設3個飛行中隊。作為最基本的作戰
單位，飛行中隊通常由3架大型飛機(轟
炸機或者運輸機)或4架戰鬥機/攻擊機組
成。此外，一個航空師一般配有2個或
兩個以上的航空站，這是一種團級單
位，由數個維護後勤支持部門和一個機
場組成。

文章說，現代空戰需要的戰機規模較
小，同時需要整個系列「戰力倍增器」
支持，包括預警機、電子戰機、偵察
機、加油機等。中國空軍新構架試圖將
指揮鏈條減少一層，航空旅很可能成為
一種合成化作戰單位，由數個飛行大隊
或中隊組成，配備各式型號的飛機，比
如戰鬥機、攻擊機和偵察機，但每個航
空旅有望根據擔負的任務和扮演的角
色，執行一種主題任務。因此，一個戰
鬥機航空旅由戰鬥機、攻擊機和偵察機
飛行大隊組成，而轟炸機旅將由轟炸機
和加油機飛行大隊組成，還可以根據具
體任務需求的不同，作出靈活安排，允
許特種任務飛機，比如預警機和加油機
大隊，臨時隸屬到某個航空旅。最後，
航空旅之下的航空站將變成任務更加多
樣化、多功能，能夠支持多種類型的飛
機。
英媒最後提到，目前，已經有兩個航

空師確定轉為航空旅，一個是蘭州軍區
的某殲擊機師，一個是南京軍區的某殲
擊機師。更多航空師有望後續改旅，但
尚不知曉中國空軍是否打算把所有的航
空師都轉旅。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坤領 北京報道）中國生態環境壓力
仍較大。在國新辦全面深化農業改革發佈會上，中央農村工作領
導小組辦公室主任唐仁健特別指出，中國人均耕地比歷史上高的
水平還低很多，相當於世界平均水平不到一半；人均水資源在逐
漸下降，已是世界認為的13個最貧水國家之一。他認為，「讓
過度的農業資源得到休養生息」是今年中央一號文件的一大亮
點。
日前，《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全面深化農村改革加快推進農

業現代化的若干意見》正式對外發表，這是國務院連續發佈的第
11個指導「三農」工作的中央一號文件。
唐仁健表示，中國糧食「十連增」，但生態和環境的代價也非

常大。「人均耕地比歷史上高的水平還低很多，相當於世界平均
水平不到一半。人均水資源在逐漸下降，現在大約是2,100方，
這個數量已經是世界認為是13個最貧水國家之一。」
唐仁健指出，另一方面是環境的代價，目前中國化肥的使用也

是世界上最高的，農藥、農膜的使用均造成了土地一定程度的污
染和地力的下降。「下一步過度使用的農業資源進行休養生息。
對土地的重金屬污染、化肥農藥的過度使用的土地實行改種，堅
持退耕還林，以及地下水超採漏斗區綜合治理等。」

■■發改委指出發改委指出，《，《國家新型國家新型
城鎮化規劃城鎮化規劃》》目前已修改完目前已修改完
畢並上報國務院畢並上報國務院。。圖為農民圖為農民
工在山西太原一處城中村改工在山西太原一處城中村改
造工地施工造工地施工。。 中新社中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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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上圖片

■■空軍某基地停機坪上空軍某基地停機坪上，，停停
駐着大約一個飛行大隊駐着大約一個飛行大隊（（1212
架架））的殲擊機的殲擊機。。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直升機垂直登陸。 中新社

■衝鋒舟出倉登島。 中新社

■氣墊艇出塢。 中新社

■■衝鋒舟登島演練衝鋒舟登島演練。。中新社中新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