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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省份下調增長目標
各地政府工作報告披露了GDP相關數據
和2014年目標。22個省份下調了增長目
標；山西、內蒙古、遼寧、河南、廣東、
貴州和寧夏等7個省區與去年持平；只有
黑龍江和海南兩省「逆勢上揚」，分別上
調了0.5和0.1個百分點。
今年預期增長目標最低的是京滬兩地，均
為7.5%；最高的是貴州省，為12.5%；天津
下調幅度最大，為1.5個百分點。

23省份將申報、對接自貿區
浙江、廣東、天津、山東、遼寧、河南、
福建、四川、廣西、雲南、河北等23個省
份的政府工作報告提出，將申報、對接或建
設自由貿易區列入今年的重點工作，所有報
告均表示將加大開放力度。
根據十八屆三中全會要求，除上海自貿區
外，今年會繼續批准若干自貿區。媒體評論
認為，廣東、天津市濱海區、福建廈門市三
地自貿區最有希望率先獲批。

31省份作出城鎮化「地方版」部署
去年底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和城鎮化
工作會議上提出要制定實施好國家新型城鎮
化規劃，31省份的兩會均對此作出了「地方
版」的部署。北京提出修改城市總體規劃，

廣東、廣西、甘肅、雲南等十餘省份明確提
出將編製新型城鎮化規劃，上海則表示將
「啟動新一輪城市總體規劃編制，加快編製
村鎮規劃」。

24省份表示將推進戶籍制度改革
廣東、福建、四川、安徽、海南等24個

省份明確提出了「推進戶籍制度改革」，實
施或健全居住證制度。福建、廣東、江西等
省份提出要「實施差別化落戶政策」，對農
（牧）業轉移人口市民化作出部署。多個省
份提出研究和制定相關配套政策措施，把進
城落戶農民納入城鎮住房和社會保障體系，
以實現「人的城鎮化」。

29省份承諾治理霧霾
霧霾重災區北京和河北首次將PM2.5年均

濃度下降目標列入政府工作報告。除西藏和
寧夏外，29個省份均承諾加大治理大氣污染
力度，加強生態文明建設。

多個省份均提出壓縮「三公」經費
多個省份明確提出壓縮「三公」經費的
具體比例。壓縮比例最高的為浙江省，達
到 30%，全部用於治水。北京提出「三
公」經費支出預算降低12%以上，由2013
年的11.13億降至9.72億。河北省級機關
將壓縮「三公」經費6%左右，江蘇、寧

夏、青海將壓縮「三公」經費5%。廣東
省提出推進「三公」經費等重點領域信息
公開和政務服務體系建設。山東省提出，
將全面公開省級財政總預決算、部門預決
算和「三公」經費預決算，選擇 50%的
市、縣開展部門預算和「三公」經費公開
試點。青海省提出將實現縣以上單位和部
門預算全部公開。

19省份30名領導幹部履新
19個省份調整了省級人大、政協和政府

的領導職務，30名領導履新。河北、新疆兩
省區調整了人大主任，河北省委書記周本順
當選省人大主任，接替升任全國政協副主席
兼秘書長的張慶黎；新疆維吾爾自治區人大
常委會黨組書記雪克來提·扎克爾當選自治
區人大主任，接替升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
員長的艾力更·依明巴海。內蒙古、甘肅、
青海調整了政府副職；天津、山西等14個
省份調整了24名人大、政協副職。

24省份書記兼任人大主任
除京津滬渝4個直轄市和廣東、西藏、新
疆3省份外，內地其餘24個省份的人大常委
會主任一職都由省級黨委書記兼任。

四川省政協主席暫缺
自去年換屆以來，四川省政協主席李崇

禧、江西省人大常委會副主任陳安眾、四川
省人大代表郭永祥、徐孟加等數名官員因涉
嫌違紀違法被免去職務。至15日最後一個省
份的兩會落幕，尚有四川省政協主席一職暫
時空缺。

香港文匯報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訊人民政協專刊訊（（記者記者

唐小可唐小可 綜合報道綜合報道））湖南省十二屆人大三湖南省十二屆人大三

次會議次會議1515日落下帷幕日落下帷幕。。至此至此，，歷時月餘歷時月餘

的的20142014年全國省級兩會全部閉幕年全國省級兩會全部閉幕。。各地各地

勾畫出新一年社會經濟發展藍圖勾畫出新一年社會經濟發展藍圖。。梳理梳理

各地兩會進程及通過的文件各地兩會進程及通過的文件，，獲得如下獲得如下

「「大數據大數據」。」。

A 11

專 刊
第
52
期

全
國
政
協
授
權
香
港
文
匯
報
主
辦

香

港

友

好

協

進

會

協

辦

■責任編輯：黃建文 ■版面設計：余天麟 2014年2月20日（星期四）

■■北京市政協十二屆二次會議閉幕式北京市政協十二屆二次會議閉幕式。。 王王 攝攝

甘肅甘肅
省政協繼續推進「效能風暴」
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訊（記者 朱世

強 蘭州報道）甘肅省政協主席馮健身近日在
「甘肅省政協2014年重點工作匯報會」上指
出，今年甘肅省政協要繼續深入推進效能風暴
行動，堅定不移地推動全省政協系統效能風暴
行動取得新的更大成效。
馮健身指出，今年省政協要全力抓好調研視察

和月專題協商座談會等重點工作，落實好省政協
常委會安排的加快推進創新驅動戰略實施、深化
國有企業改革、《推動非公有制經濟跨越發展的
意見》的落實情況等重點調研視察活動，努力做
到參政參到點子上、議政議到關鍵處。

地 方 動 態

廣東廣東
中山市召開「最短兩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松濤、張廣珍 中

山報道）廣東中山市2014年兩會改變慣例，
於18日同時開幕，會期僅3天，被稱為最短
「兩會」。
記者發現，今年的會議材料多了兩份，為
《2013年中山市政協委員履職情況綜述》和
《丘樹宏主席2014年履職日誌》。據悉，為
督促政協委員更好履行職責，中山市政協主
席丘樹宏於去年帶頭在網上曬「每月日
誌」，主動向社會公佈自己的履職情況。
根據《2013年中山市政協委員履職情況綜
述》，中山政協委員履職總體情況良好，360
名委員中有41人被評為優秀委員，其餘委員均
評為稱職。該材料指出，少數委員參加政協活
動偏少，委員個體反映社情民意能動性不足。

■今年甘肅「兩會」上，甘肅政協委員、
香港企業家葉抑強為甘肅提高行政效能建
言獻策。 許亞飛 攝

今年政協提案將聚焦哪些話題？
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訊 兩會在即，政協提案
將聚焦哪些話題？18日全國政協提案工作情況通氣座談
會上，全國政協常委、提案委員會主任孫淦表示，提案
着重圍繞全面深化改革和「五大」建設中的一些重點、
難點問題，從不同角度提出意見建議。關注話題包括城
鎮化建設、區域經濟發展、金融財稅體制改革、生態環
境保護、科技自主創新、防範和化解地方債務、轉變政
府職能、教育綜合改革、醫藥衛生體制改革等。

重點提案超五成出自民主黨派及全國工商聯
全國政協提案委員會12日召開了各民主黨派中央和全

國工商聯提案工作座談會，通報了擬提交提案的準備情
況，數量約300件，與去年基本持平。全國政協十二屆一
次會議後遴選出的91個重點提案中，涉及各民主黨派中
央和全國工商聯的提案達52個，佔重點提案總數的
57％，遠遠超過《全國政協重點提案遴選和督辦暫行辦
法》中30％的規定。
全國政協提案委員會副主任王國卿說，全國政協十二

屆一次會議以來，全國政協共接收提案5884件，經審查
立案5403件，目前已辦覆5396件，辦覆率99.8%。其中
各民主黨派中央和全國工商聯提案361件，與全國政協十
一屆五次會議相比增加了13.5％。

重點提案數量將精簡
王國卿介紹說，修訂完成的《全國政協重點提案

遴選與督辦辦法》已於日前印發。這次修訂以精簡
重點提案數量、提高重點提案督辦質量、完善重點
提案督辦程序為原則，在保持總體框架不變的基礎
上，進行充實和完善。其中，重點提案的數量由原
來的佔立案提案總數 1.5％左右修改為 1％左右，更
加注重提案的質量；同時強調，各民主黨派中央和
全國工商聯參與重點提案遴選與協商，參與重點提
案督辦活動。

港澳委員提諍言 促湘優化投資環境
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訊（記者

易新、李青霞 長沙報道）近日舉行的湖
南省政協港澳委員座談會上，來自港澳地
區的40名政協委員踴躍議政，就湖南自由
貿易區、自由貿易港的申報，推進湘港澳
三地經貿往來等問題建言獻策。

改善較大但不盡如人意
湖南是連接珠三角地區的前沿，也是粵
港澳企業向內地轉移的第一站，湖南投資
環境的進一步優化問題成為港澳委員關注
的熱點話題。
亞太（中國）投資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
李伏初委員表示：「湖南引進的境外資金
中，港資佔絕大部分。去年港澳委員提出
了改善投資環境的建議，現在一年過去
了，湖南投資環境儘管有了較大改善，但
還有不盡如人意的地方，有一些深層次的
問題還沒有得到真正解決，比如亂收費、
亂罰款、亂攤派在一些地方還是時有發
生。」
JARDEN K2 中華董事長、JARDEN
ASIA總裁廖煥輝委員對此深有感觸，他
認為湘南地區作為第4個國家級承接產業
轉移示範區，需進一步創新金融服務體
系，扶持轉移企業做大做強。
廖煥輝建議，要暢通承接產業轉移企業

直接融資渠道，支持符合條件的承接產業
轉移企業在國（境）內外上市融資，優先
支持承接產業轉移企業發行企業債、公司
債和短期融資券等方式籌集資金，從而降
低融資成本，提高融資效率。

籲建小微企業銀行解融資難
湖南省政府參事林德亮委員針對湖南現

存的小微企業融資難、融資貴等問題提出
了意見和建議。
林德亮建議，湖南應鼓勵各級政府建

立政策性的小微企業銀行，抵押和擔保
貸款利率都不上浮，信用貸款可以採取
風險定價方式實行市場化利率。還要大
力發展村鎮銀行，並研究出台小微企業
集合票據、集合債券、短期融資券發行
政策，逐步擴大發行規模。此外，還可
發揮信託投資公司的融資平台功能，建
立小微企業通過中小企業信託計劃融資
的長效機制等。

倡申報湖南自貿區
祖籍岳陽平江的張佐姣委員認為，岳陽

作為湖南唯一通江達海的城市，具備申報
自貿區的條件，應該主動融入以上海自貿
區為龍頭、以長江經濟帶為紐帶的經濟發
展圈中去，盡快啟動設立岳陽自由貿易區

的申報工作。
孫易兵委員認為，應以長沙航空口
岸、岳陽水運口岸以及申報中的長
沙、岳陽綜合保稅區為依托，籌建
「長沙臨空兩型示範區」和「岳陽臨
港經濟示範區」。

陳求發：港澳委員作用不可替代
座談會上，湖南省政協主席陳求發高度

評價港澳委員在深化湘港澳合作上所作出
的努力，對港澳委員的工作給予了「不可
替代的作用」、「不可磨滅的貢獻」的高
度讚譽。

■今年湖南省「兩會」港澳委員座談會會場。 易新 攝

地區 2013年GDP總量 2013年GDP增速 2014年GDP增長目標 GDP增速（升/降）
北京 1.95萬億元 7.70% 7.50% ↓0.2%
天津 1.44萬億元 12.50% 11% ↓1.5%
河北 2.83萬億元 9% 8% ↓1%
山西 1.3萬億元 9% 9% -
內蒙古 1.68萬億元 9% 9% -
遼寧 2.71萬億元 9% 9% -
吉林 1.3萬億元 8.30% 8% ↓0.3%
黑龍江 1.48萬億元 8% 8.50% ↑0.5%
上海 2.16萬億元 7.70% 7.50% ↓0.2%
江蘇 5.9萬億元 9.60% 9% ↓0.6%
浙江 3.8萬億元 8.20% 8% ↓0.2%
安徽 1.9萬億元 10.40% 9.50% ↓0.9%
福建 2.2萬億元 11% 10.50% ↓0.5%
江西 1.4萬億元 10.10% 10% ↓0.1%
山東 5.5萬億元 9.60% 9% ↓0.6%
河南 3.22萬億元 9% 9% -
湖北 2.5萬億元 10.10% 10% ↓0.1%
湖南 2.45萬億元 10.10% 10% ↓0.1%
廣東 6.2萬億元 8.5% 8.50% -
廣西 1.4萬億元 10.30% 10% ↓0.3%
海南 3145.46億元 9.90% 10% ↑0.1%
重慶 1.3萬億元 12.30% 11% ↓1.3%
四川 2.6萬億元 10% 9% ↓1%
貴州 8000億元 12.50% 12.50% -
雲南 1.2萬億元 12.10% 11% ↓1.1%
西藏 802億元 12.50% 12% ↓0.5%
陝西 1.6萬億元 11.10% 11% ↓0.1%
甘肅 6300億元 12.10% 11% ↓1.1%
青海 2103億元 10.80% 10.5% ↓0.3%
寧夏 2600億元 10% 10% -
新疆 8510億元 11.10% 11% ↓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