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3年政府核准投資項目（部分）
類別 項目 核准權限
能源 風電站 由地方政府核准

原油油田開發 由具有石油開採權的企業
決定，報國務院備案

天然氣氣田開發 由具有天然氣開採權的企
業決定，報國務院備案

電信 國際通信基礎設施 由國務院核准
、國內幹線傳輸網

原材料 石化新建乙烯 由國務院核准
城建 城市快速軌道交通 由省政府按國家批准的規

劃核准
金融 印鈔、造幣、鈔票紙 由中國人民銀行核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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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位於廣東
東莞的萬士達液晶顯示器有限公司約八千名
工人，昨日在廠區內以打卡不開工形式停
工，抗議廠方削減中秋福利。此前一天，廠
方將中秋節節日津貼由基本工資的一半減少
至100元。工人們發起罷工，一度到廠區外
聚集攔路，造成交通堵塞。
事件引發連鎖反應。位於東莞松山湖台灣

科技園的聯勝（中國）科技有限公司，與東
莞萬士達同屬於台灣勝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在大陸的子公司，此次也一同削減中秋節日
津貼。10日，聯勝公司工人也發起罷工。

公司近年盈利不穩
聯勝公司約有八千多名工人，該公司多位

工人稱，到10日下午，全體工人都已停工，
等待廠方答覆。截至當日下午6時30分，兩家
企業罷工都在繼續，多名工人稱將繼續抗爭。
台灣勝華是全球排名前列的觸控面板及中

小尺寸液晶顯示器製造企業，是蘋果公司等
手機企業的重要供應商。知情人士稱，東莞
萬士達和聯勝公司產品體系中都包括蘋果手
機零部件，這幾年盈利狀況並不穩定，甚至
有所虧損。

招聘廣告允支半薪津貼
東莞萬士達有關人士對何時復工未有明確

表態，且未正面回應是否供應蘋果公司產品
及對iPhone 6供貨影響等問題，聯勝公司則
拒絕接受採訪。

據悉，所謂中秋節節日津貼，是萬士達和
聯勝兩家企業「三節獎」（端午、中秋、春
節）之一，多份招聘通告中均稱，「『三節
獎』視公司運營情況發放，一般為半
薪。」工人據此認為這是廠方「白紙黑字」
承諾，應該履行。
聯勝公司品質部一位張姓工人稱，去年中

秋節廠方發了節日津貼700多元和一盒月
餅，今年津貼減到100元，工人都無法接
受。
但廠方則認為節日津貼並未列入勞動合

同，不屬於法定工資報酬，廠方有自由決定
權。現在廠方經營困難，削減福利並不違
法，工人也應理解，該公司將協同政府部門
繼續和工人協商。

莞蘋果手機供應商減福利 逾八千人罷工

國務院取消下放632項行政審批
發改委下放權限 由中央核准投資項目再減四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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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實
習記者 周盼 報道）
內地公安機關出入境
管理部門自9月15日
起全面啟用電子往來
港澳通行證（即2014
版往來港澳通行證），
通關查驗時也不再採取
貼紙或加蓋驗訖章的方
式，只需直接打印在證
件背面便可。成人電子
往來港澳通行證有效期
延長為10年，對未滿16歲的仍簽發5年有效通行證。
據公安部網站消息，為進一步便利內地居民往來港

澳地區，提高往來港澳通行證、簽註的簽發和查驗效
率，增強證件防偽性能，在廣東省試點簽發取得成功
的基礎上，各地公安機關出入境管理部門自9月15日
起全面啟用電子往來港澳通行證。
據悉，電子往來港澳通行證是參照國際標準設計製

作的卡式證件，內部嵌有非接觸式集成電路芯片，存
儲持證人個人資料及證件、簽註簽發管理信息。
電子往來港澳通行證啟用後，往來港澳簽註不再

採取貼紙的方式，而是直接打印在證件背面（可以
重複擦寫）。內地和港澳地區口岸查驗部門查驗時
不再加蓋驗訖章，簽註使用情況由計算機信息系統
記錄管理。

■電子往來港澳通行證樣
本。 網上圖片

國學泰斗湯一介逝世 習近平曾探望談心

簡政放權政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江鑫嫻 北京報道）北京大學
昨日發佈訃告稱，著名哲學家、北大資深教授湯一介
因病醫治無效，於9月9日晚上9時在北京逝世，享年
87歲。湯一介生前主持內地最大的儒學古籍文獻整理
工程——《儒藏》編纂工程，規模超過《四庫全
書》。今年5月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視察北大，曾與
他促膝談心，了解《儒藏》的編纂情況，讚其為中華
優秀傳統文化繼承、發展、創新作出了莫大貢獻。

北大師生聞訊悲痛
湯一介逝世的消息傳來，北大師生悲痛不已。在湯
一介的居所外，淡雅花束寄托着慕名而來者的哀思。
湯一介去年已患重病，一直堅持治療，意志非常堅

強。北大哲學系主任王博說，在教師節前一天，我們
失去了一位可親、可近、可愛的老師，是北大師生的
損失，也是中國哲學界的一大損失。在網路上，學生
們都在轉發消息並問候，「先生一路走好！」「大師
又少了一位。」國家博物館副館長陳履生說，先生思
想開放，學問貫通，值得後輩學習。
湯一介畢業於北京大學哲學系，是當代中國哲學界
代表性人物之一。其父湯用彤，是久負盛名的國學大
師。北大官方發佈的訃告概括其一生的身份包括「著

名哲學家、哲學史家、哲學教育家、北京大學哲學社
會科學資深教授、《儒藏》編纂與研究重大專項首席
專家」等等，足見其學術地位之高。

啓動《儒藏》編纂工程
2003年，湯一介提出啟動內地最大的儒學古籍文獻
整理工程——《儒藏》編纂工程。《儒藏》收錄中國
歷史上重要的儒學文獻3000餘種，約10億字，計劃於
2025年完成，規模超過《四庫全書》，今年6月底，
《儒藏》精華編的前100冊已在北京發佈。
北大將在該校人文學苑設立靈堂，9月11日至14日

接受弔唁，15日在八寶山殯儀館舉行遺體告別儀式。

■今年五
四 青 年
節，習近
平來到北
大人文學
院，與湯
一介促膝
交談。
網上圖片

■湯一介 2005年在北京大學《儒藏》出版新聞
發佈會上展示《儒藏》工程樣書。 新華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琳 北京報道）國務院審改
辦新聞發言人李章澤昨日回應外界對已下放行政審批
事項存在「含金量」不高質疑。李章澤說，國務院委
託第三方專家組評估審改，評估組認為對「含金量」
要辯證看。有的事項「含金量」不高，但是該取消的
還是要堅決取消下放。

委託第三方作獨立評估
李章澤說，國務院委託國家行政學院組織一個專家
組作為獨立的第三方，對國務院一些改革政策措施的
落實情況進行第三方評估，審改中「含金量」也是着
重了解的問題之一。評估組認為對「含金量」這個問
題要辯證地去看。
李章澤說，一是有的事項「含金量」不高，但是該
取消的還是要堅決取消下放。二是審改整體的「含金
量」和單個事項的「含金量」有聯繫也有區別，大多
數法人和個人能感受到的單個事項的「含金
量」，而不是整體的「含金量」，這樣可
能容易造成以偏概全。三是「含金量」
是相對的。同一個事項在不同人看來
感受不一樣。如「省級普通貨物水
路運輸許可」下放，陝西省認為
沒什麼用，但是江蘇、浙江和
廣東他們就認為受益非常明
顯。
此外，李章澤強調，這次
審改是在前面10年審改已經
取消下放2000多項的基礎上
進行的，一開始就進了深水
區，去年以來這幾批審改的
總體「含金量」較高，而且
一批比一批高。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琳 北京報
道）針對簡政放權一年以來取消和下放
632項審批事項，國家行政學院教授竹
立家向本報表示，目前簡政放權改革
成效顯著，基本實現了李克強總理提
出的削減三分之一以上行政審批事項
的承諾。但同時，也要注意數量只是
指標，有效放權才是根本。要明確簡
政放權不是減政府的責任，不是管得
越少越好。
竹立家指出，十八大提出國家治理體

系、治理能力邁向現代化的目標，其中
行政審批下放就是最基本的一環。行政
審批權作為政府的一項基本權利，在國
家治理體系邁向現代化的過程中有着非
常重要的意義。行政審批是政府監督市
場和管理社會的重要工具，如果沒有行
政審批，那麼政府將失去管理市場和社
會的抓手。

放權應提高質量
「因此，要明確，放權不是越多越
好，應該是提高放權的質量，通過放權
要達到對社會治理、對市場監管更有效
的目標。」竹立家說。
此外，竹立家指出，簡政放權不表示

減少政府的責任，在環評、食品安全等
涉及民生的問題還應該加強監管。「有
些地方政府在簡政放權後認為管得越少
越好，甚至懶得管了，這是不對的。如
果放權不能真正按照轉變
政府職能的目標實現的
話，將會帶來市場漏洞，
甚至引起社會混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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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家組評「含金量」要辯證看

國務院審改辦新聞發言人李章澤10日在國新辦發佈
會表示，新一屆國務院組成以來，把加快轉變政

府職能、簡政放權作為開門第一件大事，把深化行政
審批制度改革作為重要抓手和突破口。一年多來，先
後取消和下放7批共632項行政審批等事項。修訂了政
府核准的投資項目目錄，改革工商登記制度，減少、
整合財政專項轉移支付項目，大力減少行政事業性收
費，清理並取消資質資格許可事項和評比達標表彰項

目。

減少投資審批是重中之重
在眾多取消和下放事項中，減少投資審批事項一直

視為行政審批制度改革的重中之重。數據顯示，2013
年以來，國家發改委已取消和下放企業投資核准項目
39項；目前企業投資項目實行核准管理的已經不到
20%。
國家發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楊潔透露，2014

年發改委在2013年《政府核准的投資項目目錄》的基
礎上再一次進行修訂，進一步縮減核准的範圍，下放
核准的權限。經初步測算，目錄修訂後需要報中央層
面核准的審批項目，將在2013年的基礎上再減少
40%。
此外，註冊資本登記制度改革於今年3月1日開始全

面實施，通過實行註冊資本認繳登記制，放寬註冊資
本登記條件，簡化經營場所登記條件、穩妥推進先照
後證等改革，市場主體活力得到了明顯改善。

外企登記由負轉正增長
國家工商總局企業註冊局局長周石平表示，改革實

施改革半年來，新登記的市場主體659.59萬戶，同比

增長15.75％。每一個工作日新登記市場主體5萬戶。
外商投資企業新登記18,605戶，同比增長9.82％。外
商投資企業是連續兩年負增長後的正增長。
周石平說，進一步放鬆准入條件管制，使得創業成

本大幅度降低，有效激發了投資創業興業熱情，尤其
是對小微企業特別是創新型企業的發展有很大推動作
用。總體上看，投資人認繳出資比較理性。截至8月
底，各地新登記1元企業累計516家，10億元以上企業
550家。

逾八成受訪企業感滿意
在創業企業數出現井噴的同時，企業對政府簡政放

權工作也給予了肯定。李章澤介紹，國家統計局最近
在河北、遼寧、浙江和甘肅四個省進行的調查顯示，
在感受到取消和下放行政審批事項影響的企業中，對
政策措施落實情況表示「滿意」、「基本滿意」的分
別達到39%和42.6%，總體滿意度達到了81.6%。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琳 北京報道）簡政放權大幕開啟一年多以來，中國政府相關部門

已先後取消和下放7批共632項行政審批事項。國務院審改辦官員昨日在北京透露，為進一

步激發市場社會活力，今年還將取消和下放200項以上行政審批事項，全面清理前置審批和

非行政許可審批事項。其中，發改委官員表示，將再次修訂政府核准投資項目目錄，修訂後

需報中央層面核准的審批項目，將再減少40%。

■■過去一年取消下放過去一年取消下放77批共批共632632項行政審批事項項行政審批事項。。
■■今年將再取消下放今年將再取消下放200200項以上行政審批事項項以上行政審批事項。。
■■修訂修訂《《20132013年政府核准的投資項目目錄年政府核准的投資項目目錄》，》，在清單上在清單上
再減四成再減四成。。
■■實行註冊資本認繳登記制實行註冊資本認繳登記制。。

■國務院新聞辦昨日舉行新聞發佈會。 中新社

■東莞萬士達
和聯勝兩公司
逾八千員工因
中秋福利問題
引發停工事
件。兩公司均
是蘋果公司的
代工廠。

網上圖片

■■國務院批覆城市軌道交通建設項目國務院批覆城市軌道交通建設項目2525個個，，涉及總投資涉及總投資33003300
多億元人民幣多億元人民幣。。圖為廣珠城軌延長線今年開建圖為廣珠城軌延長線今年開建。。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