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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兩會報道組馬靜）李克強總
理昨日在政府工作報告中誓言要重拳治霾。他
指出，霧霾天氣範圍擴大，環境污染矛盾突出
是大自然向粗放發展方式亮起的紅燈。要像對
貧困宣戰一樣，堅決向污染宣戰。據悉，這也
是多年來政府工作報告首次將環保問題單獨成
章，重點強調。

列出具體變革目標
李克強指出，必須加強生態環境保護，下決心

用硬措施完成硬任務，並一一列舉了今年污染防
治和能源生產方式變革具體目標。他說，今年要
淘汰燃煤小鍋爐5萬台，推進燃煤電廠脫硫改造
1,500萬千瓦、脫硝改造1.3億千瓦、除塵改造
1.8億千瓦，淘汰黃標車和老舊車600萬輛。今年
能源消耗強度要降低3.9%以上，二氧化硫、化學
需氧量排放量都要減少2%。
就治污具體措施，李克強表示，要以霧霾頻
發的特大城市和區域為重點，以細顆粒物
(PM2.5)和可吸入顆粒物(PM10)治理為突破口，

抓住產業結構、能源效率、尾氣排放和揚塵等
關鍵環節，健全政府、企業、公眾共同參與新
機制，實行區域聯防聯控，深入實施大氣污染
防治行動計劃。

將節能環保打造成朝陽產業
李克強還提出，今年要實施清潔水行動計劃，

加強飲用水源保護，推進重點流域污染治理。實
施土壤修復工程。整治農業面源污染，建設美麗
鄉村。要提高非化石能源發電比重，鼓勵發展風
能、太陽能，開工一批水電、核電項目，要加強
天然氣、煤層氣、頁岩氣勘探開採與應用。要加
快開發應用節能環保技術和產品，把節能環保產
業打造成生機勃勃的朝陽產業。
此外，政府工作報告還指出，今年擬繼續安排

實施退耕還林還草500萬畝。實施退牧還草、天
然林保護、防沙治沙、水土保持、石漠化治理、
濕地恢復等重大生態工程。加強三江源生態保
護。落實主體功能區制度，探索建立跨區域、跨
流域生態補償機制。

香港文匯報訊
（兩會報道組 馬
靜）環保部部長周
生賢在聽取政府工
作報告後主動向媒
體表示，一些地方
大氣質量出現積極
變化。當前霧霾治
理存在企業偷排、
地方政府保護、環
保部門監管不力三
問題，將爭取經過

5年時間的努力減少重污染天氣。
昨日開幕式前，記者邀請周生賢接受媒體採

訪被婉拒，開幕式後周生賢主動對媒體介紹，
環保部正會同有關部門出台和採取多項大氣污

染防治措施，從效果上看，一些地方大氣質量
出現積極變化。「不過民眾還沒能感覺到，」
周生賢說：「環保部號召群眾揭發破壞環境現
象，一旦發現，就狠狠處理。」

將出台22項治污配套政策
周生賢表示，將爭取經過5年時間的努力減

少重污染天氣，再用更長時間爭取環境質量的
較大改善。他說，治理空氣污染既要打攻堅
戰，又要打持久戰，只要各方面堅持不懈地做
下去，老百姓就會感受到效果。
周生賢稱，環保部將會同有關部門出台22項

《大氣污染防治行動計劃》相關配套政策，對
污染嚴重的鋼鐵、水泥、玻璃等行業實行特別
排放限制。此外，還要修訂和出台29項排放標
準，發佈9項治霾技術指南。

圖表解讀預算
委員倡全國推廣

香港文匯報訊（兩會報道
組 章蘿蘭）《政府預算解
讀》將在今年兩會期間首次
亮相，以色彩豐富的圖表替
代枯燥文字，用深入淺出的
語言向代表們解釋難懂的預
算術語。全國政協常委、上
海市政協副主席周漢民認
為，這種模式應當推廣至全

國，改變地方政府財報表的「天書」現狀。
周漢民說，現時地方財務報告亦晦澀難懂，許多
民眾關心的數字，如三公經費、地方政府債務等，
就在「天書」中「躲貓貓」，他建議應效仿中央政
府的解讀報告，將「天書」變為一般人都能讀懂的
「普及讀本」，並據此監督政府工作。

楊傳堂談大交通部
預計下周五到位

香港文匯報訊
（兩會報道組馬
靜）中國交通運
輸部部長楊傳堂
昨日對媒體透
露，大交通部改
革已經構成，去
年 11 月 25 日中
編辦已正式批
覆，正在落實當
中，估計到本月
14 日就可以到
位。據悉，目前關於大交通部改革呼聲最高的是將
鐵道部併入交通部。
「嘀嘀叫車」、「快的」是目前各大城市最新流

行的兩大打車軟件，兩大軟件運營商微信與支付寶
近日正在上演「補貼」競爭。
楊傳堂昨日對此回應稱，國際上很多國家都採用

了打車軟件，效果比較好，中國現在出現的一些軟
件總體上發展是好的，目前也安排了一些對打車軟
件的研究和發展，希望大家耐心等待，「我們將盡
快規範，找出一些指導性意見，從而使之更好地為
民眾服務。同時，通過智慧交通來服務大家。」楊
傳堂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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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再下放200項審批權
建權力清單制度 三公經費要讓民眾看明白

香港文匯報訊（兩會報道組 李茜婷）近期，
媒體頻頻爆出北京央企總部外遷至河北的消
息，全國人大代表、河北邯鄲陽光集團董事長
韓玉臣昨日在接受本報記者採訪時表示，把北
京的一些企業總部遷移至河北，在一定程度上
緩解了首都的污染，但是增加了河北的污染，
不會解決根本問題，「我們也怕承受不了」。
韓玉臣指出，環境污染非一時造成，治理污

染也並非一朝一夕。不論是哪個省市都應該下
定決心，不管是用一年還是十年，必須解決好

環境問題，「要對得起子
孫後代」。有媒體報道
稱，一些河北人表示，
「憑什麼北京有污染每次
都往河北遷，我還不願意
呢。」對此，韓玉臣說：
「身為河北人，我贊成這種說法。但作為一名
企業家我也體諒北京，如果北京向河北疏散人
口，只要我有能力，就盡力安排這些人就業。
因為治理污染是全國全民上下一致的目標。」

李克強指出，進一步簡政放權是政府的自我革命。
深化投資審批制度改革，取消或簡化前置性審

批，充分落實企業投資自主權，推進投資創業便利化；
確需設置的行政審批事項，要建立權力清單制度，一律
向社會公開。清單之外的，一律不得實施審批。全面清理
非行政審批事項。基本完成省市縣政府機構改革，繼續推
進事業單位改革。在全國實施工商登記制度改革，落實認
繳登記制，由先證後照改為先照後證，由企業年檢制度改
為年報公示制度，讓市場主體不斷迸發新的活力。

各級政府預算要向社會公開
李克強亦表示，要加強事中事後監管。堅持放管並
重，建立縱橫聯動協同管理機制，實現責任和權力同步
下放、放活和監管同步到位；推廣一站式審批、一個窗
口辦事，探索實施統一市場監管；加快社會信用體系建
設，推進政府信息共享，推動建立自然人、法人統一代
碼，對違背市場競爭原則和侵害消費者權益的企業建立
黑名單制度，讓失信者寸步難行，讓守信者一路暢通。
李克強強調，推進稅收制度改革，實施全面規範、公
開透明的預算制度。着力把所有政府性收入納入預算，
實行全口徑預算管理。各級政府預算和決算都要向社會
公開，部門預算要逐步公開到基本支出和項目支出，所
有財政撥款的「三公」經費都要公開，打造陽光財政，
讓群眾看明白、能監督。

擴展小微企業稅收優惠範圍
李克強還提到，推進稅收制度改革，把「營改增」試
點擴大到鐵路運輸、郵政服務、電信等行業，清費立
稅，推動消費稅、資源稅改革，做好房地產稅、環境保
護稅立法相關工作。進一步擴展小微企業稅收優惠範
圍，減輕企業負擔。
回顧過去一年，政府工作報告指出，國務院分批取消
和下放了416項行政審批事項，修訂政府核准的投資項
目目錄，推動工商登記制度改革。各地積極推進政府職
能轉變和機構改革，大幅減少行政審批事項。擴大「營
改增」試點，取消和免徵行政事業性收費348項，減輕
企業負擔1,500多億元。這些都為市場鬆了綁，為企業
添了力，全國新註冊企業增長27.6%，民間投資比重上
升到63%。此外，中央國家機關「三公」經費減少
35%，31個省份本級公務接待費減少26%。

香港文匯報訊（兩會報道組 軼瑋）

國務院總理李克強昨日向全國人大作政

府工作報告時表示，要建立權力清單制

度，一律向社會公開。今年中央政府計

劃進一步簡政放權，要再取消下放行政

審批事項200項以上，權力清單外一律

不得實施審批，同時着力把所有政府性

收入納入預算，財政撥款三公經費一律

公開，讓民眾看明白。去年中央國家機

關「三公」經費同比減少35%，31個

省份本級公務接待費減少26%。

吉林省長對簡政放權印象深
香港文匯報訊（兩會報

道組 軼瑋、王曉雪）對
於政府工作報告，全國人
大代表、吉林省省長巴音
朝魯，用了「深感振奮」
來形容。他說：「無論是
全面深化改革還是推進各
方面發展都給我們很大的
信心，報告對民眾關注的
各方面問題都有積極的回
應，特別是在政府的職能
轉變和發揮市場作用方

面，期待新的一年，各方面的工作能有新的發展。」
讓巴音朝魯印象最深的當屬簡政放權，他認為，這是最核心的

問題，當前各界都在大力推進簡政放權，目的就是更好發揮市場
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作用。

香港文匯報訊（兩會報道組江鑫嫻、田一涵）
針對簡政放權問題，全國政協委員、中國經濟體
制改革研究會副會長遲福林指出，今年政府工作
報告的最大特點是改革主題鮮明，而政府自身改
革首當其衝，行政審批改革破題，企業與市場的
活力和效益，將得以釋放。全國政協委員、人行
前貨幣委員會委員李稻葵表示，下一步放權的應
是地方政府。
遲福林稱，從政府工作報告來看，今年將是民

營資本進入現在壟斷行業破冰之年，政府將鼓勵
各類企業進入金融服務、服務貿易等相關領域，
估計上半年國務院會推出一些項目，壟斷行業將
向社會資本放開。
針對「以創新支撐和引領經濟結構優化升級」

的論調，遲福林則表示，中國正處於經濟發展方
式轉變的歷史時期，製造業雖然發達，但自主創

新依然是弱項，自主創新既
是中國提高經濟效益的需
求，又是提高經濟競爭力先
決條件。

地方政府應配合放權
李稻葵表示，國務院層面已經放了很多權力，

事實上阻礙企業經營和准入的很多障礙在地方政
府，所以總理政府工作報告是在跟地方政府打招
呼，也是對地方政府工作提出了要求。
李稻葵表示，地方政府應放開投資的審批程

序，不去設定任何障礙。但也不是一味的放開，
是事先放開，但對企業進入市場之後的行為要嚴
格要求，不能違規。在事後和事中一定要加強環
保和社會責任方面的監管，對不達標的企業堅決
淘汰。

專家：審批改革釋市場活力

周生賢：治污成效 民眾無感

河北代表：「京企遷冀 我們也怕」

茶敘減了 會風改了
「喝喝茶，聊聊天，吃吃飯，舉舉

手」，以往多數網友都戲言每年兩會代
表委員們都是來「打醬油」的。

今年「兩會」，記者發現，在大會堂
會場外喝茶敘舊的代表和委員們明顯少
了，或許是因為總理報告太吸引人，走
出會場「方便」的代表委員們解決問題
之後也匆匆趕回會場，不作停留。與往
年相比，大會期間的大會堂大廳顯得有
些許落寞，代表委員蹤跡難覓，茶桌邊
坐的多是媒體記者和工作人員。參加過
多年「兩會」的記者和工作人員都在感
慨，今年「會風」確實變了。

■兩會報道組
馬靜

■■全國人大開幕式後全國人大開幕式後，，各界婦女代表走出大會堂各界婦女代表走出大會堂。。 記者葛沖記者葛沖攝攝

■■北京市民在公交車上觀看李克強總理作
《政府工作報告》。 中新社

■各國使節的汽車在大會堂前排車龍。
記者江鑫嫻攝

■■吉林省省長巴音朝魯接受本報訪吉林省省長巴音朝魯接受本報訪
問問。。 本報北京傳真本報北京傳真

■交通運輸部部長楊傳堂接受
媒體採訪。 中新社

■■周漢民周漢民。。
記者章蘿蘭記者章蘿蘭攝攝

���� ■■北京人民大會堂的服務人員把茶水倒入紙杯北京人民大會堂的服務人員把茶水倒入紙杯，，以便代表和以便代表和
委員飲用委員飲用。。 路透社路透社

■■環保部部長周生賢接受環保部部長周生賢接受
媒體訪問媒體訪問。。 記者馬靜記者馬靜攝攝

■■韓玉臣韓玉臣。。
記者李茜婷記者李茜婷攝攝

■■李稻葵李稻葵。。
記者江鑫嫻記者江鑫嫻攝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