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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深圳媒體報道，習近平在對深圳的批示中，充分肯
定了十八大以來，深圳市委和市政府認真貫徹黨中

央決策部署，團結帶領廣大幹部群眾，繼續發揚敢為人先
的精神，銳意改革、扎實工作，各項事業發展取得了新的
成績，為經濟特區發展注入新的活力和動力。

大膽探索 勇於創新
批示指出，當前，改革進入攻堅期和深水區、經濟發展

進入新常態，國內外風險挑戰增多。批示要求，深圳市要
牢記使命、勇於擔當，進一步開動腦筋、解放思想，特別
是要鼓勵廣大幹部群眾大膽探索、勇於創新，在全面建成
小康社會、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國、全面從嚴治黨
中創造新業績，努力使經濟特區建設不斷增創新優勢、邁
上新台階。
綜合開發研究院(中國．深圳)常務副院長郭萬達表示，

習近平上任總書記不久就到深圳考察，兩年之後，又給深
圳作專門批示，反映領導人對深圳特區的關注和期待，也
意味着深圳本身的發展，尤其是在轉型升級、創新發展等
方面，在全國仍有重要的示範作用。而在廣東自貿區剛剛
獲批的背景下，習近平的批示對廣東的發展都具有重要意
義。

破「特區不特」重當排頭兵
事實上，隨着全國性制度的不斷完善，特區原來的政策

優惠、制度優勢被大大消解，另一方面，成立30多年的
深圳特區，也遭遇着發展的瓶頸，面臨「特區不特」的尷
尬。有觀察人士指出，習近平的批示與近期李克強在深圳
的考察行程，都提到了「創新」二字，對特區全面改革創
新，重新擔當改革開放排頭兵，破解「特區不特」局面，
引領全國發展有重要指向性。
深圳近年來一直致力於以創新驅動發展，實現轉型升

級。福布斯中文版日前連續第五年發佈中國大陸城市創新
力排行榜，深圳在內地25個最具創新力的城市榜單上居
首，其中深圳在國際專利(PTC)申請量中名列第一。
郭萬達指出，深圳近年來在創新體制、創新企業、創新

生態、創新系統等方面均有長足進步，過去三年深圳的轉
型升級，不僅有金融創新，還有傳統企業的創新、跨界融
合創新等，已經形成一個生態體系，不僅大型企業，也有
創客這類新興的小企業，而不同的企業都能找到配套的產
業鏈。不過，他同時指出，未來深圳仍需在處理好政府和
市場的關係，以及政府如何提供更好的環境等方面發力改
革，以降低創新成本，實現長遠發展。

習近平勉深圳再創新優勢
專家稱總書記批示為特區打破發展瓶頸注動力

香 港
文匯報
訊（記
者 任一
龍、 張
帆、 羅
洪嘯、高麗丹 河北報道）「河北着力下
好簡政放權先手棋。」昨日，河北省省長
張慶偉在省政府工作報告中指出，去年河
北省大力簡化行政審批，銜接國家取消和
下放的行政審批事項81項，自行取消和下
放的省政府部門行政審批事項106項，省
級行政審批事項由1,267項減少到687項。
簡政放權的效果十分明顯：去年河北省新
增市場主體62.2萬戶，增長40.65%，民營
經濟增加值佔比達67%。

擴「三證合一」範圍
張慶偉指出，河北省2015年將以政府自
身革命帶動重要領域改革，進一步取消和
下放省級行政審批事項，全面清理非行政
許可審批和前置審批；推進省市縣三級行
政許可審批事項網上一體化審批和聯合審
批，開展設立行政審批局改革試點；擴大
工商營業執照、組織機構代碼和稅務登記
證「三證合一」實施範圍，擴大「營改
增」行業試點範圍。同時，河北省還將加
快設立服務小微企業的中小企業金融機
構，發展民營銀行，籌建省金融資產管理
公司，推進縣級農村信用社改制農村商業
銀行、農村信用社股份公司。
張慶偉說：「河北省將掀起大眾創業新

高潮，使每個人都能獲得創業機會，加快
形成中小微企業『鋪天蓋地』和大型企業
『頂天立地』的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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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下調今年GDP目標至7%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任一龍、張帆、羅洪
嘯、高麗丹 河北報
道）河北省省長張慶偉
昨日上午在該省十二屆
人大三次會議上所作的
省政府工作報告中表
示，河北省2015年將以
提高經濟發展質量和效
益為中心，保持經濟運
行在合理區間，生產總

值預期目標是增長7%左右。
張慶偉坦言，2014年是河北轉型升級、爬坡過坎非

常艱難的一年，經濟低位開局，主要指標大幅回落，
預計增速在6.5%左右。這也表明，該省年初制定的
「保八」目標將成為泡影，且6.5%的GDP增速也是
河北近30年來的最低值。
記者發現，雖然河北經濟發展面臨下行壓力，但是

該省在產能調整方面正朝着更加注重民生的方向發
展。2014年該省有3678.9億元用於民生支出，佔總財
政支出的79.3%。其中，去年河北整合各類資金360
億元，推進扶貧攻堅，令100萬農村人口脫貧，崇禮
等10個扶貧開發重點縣脫貧出列；20萬套保障性住房
開工，20萬套竣工，13萬戶農村危舊房獲改造；解決
了602萬農村人口飲水安全問題；向13.4萬名重度貧
困殘疾人發放生活補貼。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海巖 北京報道）國家發改委
官員昨日表示，2015年底要完成投資項目核准制度改
革，實現網上並聯審批。屆時，項目審批要過50道關
卡、動輒等兩三年的情況不會再出現，一般項目審批
20天可以完成。
該項改革的第一步已於去年底進行。國家發改委、
中央編辦去年12月31日聯合下發通知，要求對屬於企
業經營自主權的事項，一律不再作為企業投資項目核
准的前置條件。此次取消的前置條件包括銀行貸款承
諾、融資意向書、資金信用證明、可行性研究報告審
查意見、規劃設計方案審查意見等三大類18項。
國家發改委投資司副司長羅國三指，儘管核准只需
辦理一道手續，但核准之前，要辦理的前置條件還非
常多。這些前置條件可分為兩類：一類是法律、行政
法規、部門規章、規範性文件規定的前置審批事項，
共有30多項，涉及20個部門；另一類是前置條件也是
前置手續，即沒有法律法規甚至部門規章的規定，但
核准機關還要求企業提供的前置手續或者審查性文
件，共有20多項。

串聯改並聯 20天辦完
羅國三引述媒體報道舉例稱，「西氣東輸」二線工
程沿線14個省區市，轄70多個地級市、196個縣，把
前置條件辦齊，有的要從鄉鎮一級開始辦，可以想像
是一件多麼難的事。中石油曾統計，審批文件1000多
件，也可以說是1000多個章，用了4年時間才完成。
羅國三表示，改革的核心是要把串聯審批改為並聯

審批，實現並聯後20天辦完。
國家發改委秘書長李樸民指出，投資項目核准制度

改革的目標，是實現精簡審批事項、網上並聯辦理、
強化協同監管，「預計會大大增加中國經濟的活
力」。
改革推進有三個重要時間節點：第一步2014年底已

完成，即進行事項清理工作，公佈取消屬於企業經營
自主權的前置手續；第二步是到2015年6月，制度建
設主要任務基本完成，平台建設實現中央部門橫向聯
通；第三步是到2015年底，全面完成改革任務，實現
全國範圍的縱向貫通，構建起縱橫聯動協管、監管的
新體制。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海巖 北京報道）近日有
媒體稱，內地政府今年將加大7類基礎設施項目
投資，總投資逾7萬億元，引發又一次強刺激到
來的猜測。國家發改委投資司副司長羅國三昨日
回應稱，目前政府對於國家重大工程的政策導
向，不是新增大量財政投入來強刺激，而是通過
創新投融資機制來引導社會資本參與建設。
去年12月國家發改委曾公佈，將在2014和
2015年加快七個重大工程包項目的前期工作和建
設進度，同時強化重大工程後續項目儲備管理，
適時推出其他領域的重大工程包。彭博新聞社近
日報道稱，國務院於去年底批准總投資額逾10萬
億元的七大類基礎設施項目，其中今年投資逾7
萬億元。
對此，羅國三表示，目前有的項目已經開工建

設，有的正在開展前期工作，有的項目還需要分
解，所以總投資是無法確定的。
他指出，目前中央政府投資在不怎麼增加總量

的情況下，通過內部調結構，減少一般性投資，
加強重點領域投資，來引導和加強國家重大工程
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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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 記 者 應 江
洪、王辛鵬 烏
魯木齊報道）中
共中央政治局委
員、新疆維吾爾
自治區黨委書記
張春賢，7日為
2015年新疆維穩
工作定調時稱，
新疆當前社會大
局穩定可控，但形勢依然極其嚴峻。「新疆
反恐怖鬥爭已進入比以往更加複雜、更加尖
銳激烈的新階段。」他號召全疆官員全力確
保「三個堅決」（即堅決防止發生暴力恐怖
案件、堅決防止發生大規模騷亂事件、堅決
防止大規模群體性事件），以優異成績迎接
自治區成立60周年。
張春賢在會上四次提及「主動進攻」，表
示要在深化嚴打、「去極端化」、強化基層
基礎和高起點上主動進攻，依法嚴打、精準
打擊，打好反恐人民戰爭，打出社會正氣安
寧，尤其強調「提高第一現場處置能力」。
張春賢還表示，要加強「去極端化」頂層
設計，強化宗教正信擠壓，用現代文化對沖
宗教極端思想影響。
張春賢要求各級官員力克虛空浮漂作風，
堅決避免「擊鼓傳花」，把矛盾問題層層推
向下一級、把最難任務落在最基層。
記者獲悉，新疆黨委決定將2015年作為

「嚴打年」，繼續深入推進反恐嚴打專項行
動，深挖暴恐犯罪體系、團伙，集中攻堅。

東盟旅遊團入境桂林 六天免簽

新疆喀什綜保區通過驗收 總投資30億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蔣紹安、唐琳 桂林報道）
日前，廣西桂林市市長唐琮沅在全市經濟工作會議上
透露，桂林對東盟10國旅遊團6天入境免簽政策已獲
國務院批准，桂林由此成為中國首個獲批上述政策的
地級市。
去年，桂林對51個國家公民實施72小時過境免

簽，入境遊客流量猛增。據初步統計，2014年桂林
入境遊客203萬人次，實現旅遊總收入421億元人民
幣，增長20.5%。
唐琮沅表示，去年「空中遊漓江」試飛成功，填
補了廣西高端航空旅遊項目的空白。今年桂林將攜手
海航集團組建「桂林航空旅遊集團有限公司」，覆蓋
航空旅遊、金融服務、景區運營與管理、旅遊資源開
發等領域，打造「航空+旅遊」、「旅遊+金融」、
「智慧旅遊」三大經濟發展引擎。桂林將加大國際航

線培育，並落實各項配套措施，使更多境外遊客享受
落地免簽政策帶來的便利，同時積極爭取境外旅客離
境購物退稅、競猜型體育彩票等政策落地。

香港文匯報訊 新疆喀什綜合保稅區昨日順利通過
由海關總署、國家發展改革委、財政部、國土資源部
等十部委聯合驗收組的驗收，成為新疆第二個、南疆
首個綜合保稅區。
據中新社報道，喀什海關關長李世瑞介紹，喀

什綜合保稅區驗收合格意味着綜保區將可以正式
投入運作，目前已有15家企業與喀什綜合保稅區
簽訂了投資協議，並上交了投資項目計劃書，投
資總額達30.35億元人民幣。喀什綜合保稅區封關

運營後，將進一步推動喀什將通道優勢轉化為經
濟優勢，助力新疆外貿發展和絲綢之路經濟帶建
設。
喀什綜合保稅區於2014年9月2日經國務院批准設

立，首期規劃面積3.56平方公里。主要規劃設置保
稅倉儲、保稅物流、保稅加工、展覽展示、口岸操
作、航空貨運和綜合配套服務等七大功能區，具備國
際中轉、國際配送、國際採購、國際轉口貿易和出口
加工等功能。

■發改委昨日召開新聞發布會指出，今年底要完成投
資項目核准制度改革，實現網上並聯審批。 網上圖片

■■張春賢張春賢 本報新疆傳真本報新疆傳真

■■桂林去年對桂林去年對5151個國家實施個國家實施7272小時過境免簽小時過境免簽，，入境入境
遊客流量猛增遊客流量猛增。。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河北省長張慶偉河北省長張慶偉。。
記者張帆記者張帆 攝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望賢 深圳報

道）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

委主席習近平近日對深圳工作作出重要批

示，充分肯定十八大以來，深圳各項事業

發展取得了新的成績。批示要求，深圳市

要牢記使命、勇於擔當，開動腦筋、解放

思想，大膽探索、勇於創新，在「四個全

面」中創造新業績，努力使經濟特區建設

不斷增創新優勢、邁上新台階。有專家指

出，在深圳特區建立35周年之際，習

近平對特區發展作出批示，李克強

也前往廣東視察，釋放出強烈信

號，必將為深圳特區繼續擔當改

革排頭兵，創新發展注入強大動

力。

■習近平批示深圳
大膽探索、勇於創
新。 資料圖片

發改委：年底實現網上並聯審批

■■深圳市貌深圳市貌。。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回應7萬億投資：
非新增強刺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