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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仕珍、熊曉芳 西安報道）陝西省
第十二屆人大三次會議昨日在西安開幕，陝西省省長婁勤儉
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指出，2015年，陝西將加快建設絲綢之路
經濟帶新起點，統籌推進招商引資與外向型經濟發展，大力
開展全方位的國際交流往來，並積極探索內陸自由貿易新模
式，扎實做好絲綢之路經濟帶自由貿易園區籌建申報工作。

組建中亞五國能源交易平台
婁勤儉表示，陝西將以西安海關獲准複製上海自貿區制
度為契機，加快構建公平、統一、高效的體制機制，全方
位提升信息化水平，在加工、物流、結算等領域與世界接
軌，扎實做好絲綢之路經濟帶自由貿易園區籌建申報工
作。加快建設絲綢之路經濟帶航空城和鐵路物流集散中
心，組建中亞五國能源交易平台。同時，增開國際航線和
貨運班機，促進陸空運輸一體化和交通、物流、信息設施
互聯互通。
在統籌推進招商引資與外向型經濟發展方面，婁勤儉表
示，陝西將搞好陝韓產業合作園區、中俄絲綢之路高科技
產業園區和中國—中亞經濟合作園區建設，積極爭取中國
與新加坡政府合作項目落戶，全面實施晉陝豫黃河金三角
等區域協作規劃。
同時，陝西還將加強與中亞國家在資源勘探、開發領域
的合作，加快頁岩氣開發步伐，並鼓勵裝備製造、航空、
汽車、電子信息領域骨幹企業與外商共建產業園區。並支
持楊凌農科城建立「一帶一路」農業技術援外培訓基地和
在國外實施節水農業、良種繁育、生物工程項目，引導建
材、食品、房子、水泥、光伏企業到中亞國家釋放產能。

合作建設中亞教育培訓基地
作為絲綢之路的起點，陝西擁有深厚的歷史文化底蘊。
婁勤儉表示，未來陝西將進一步健全合作溝通機制，開展
全方位的國際交流往來。完善絲綢之路經濟帶城市圓桌會
議機制，推動各國在陝設立領事機構，爭取與更多國家建
立友好省州和友好城市關係。此外，支持西安交大、西北
大學等高校與中亞國家國立大學聯合辦學或建立校際合作
關係，加快建設中亞教育培訓基地。
據了解，在「一帶一路」的戰略引導下，陝西省對內對
外交流已全方位展開，陝西與中亞四國相關省州締結友好
關係，與中亞國家在基礎設施、地勘、能源、農業等領域
的合作項目已超百個。

北京研跨省合作治污機制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紫晨 北京報道）

昨日上午，北京市第十四屆人大三次會議審
議北京市人民政府關於《北京市大氣污染防
治條例》實施情況的報告。報告指出，北京
治理大氣污染困難包括對PM2.5生成及轉化
的認識不夠、城市精細化管理水平不高、外
來傳輸影響明顯以及地理氣象條件不利等四
方面因素。北京今年將發揮「聯動」機制，
主動攜手周邊省市，研究實施合作治污，防
控重污染。
報告指出，北京治理大氣污染困難的四個因

素包括：一是對大氣污染治理艱巨性、複雜
性、長期性認識不夠深刻，把握不夠全面。二
是綜合治理措施還不夠完善、方法手段還不夠
多，特別是城市精細化管理水平不高。施工揚

塵、道路揚塵、露天燒烤、焚燒等問題還比較
突出，在一些地區成為久治不癒的「痼疾」、
「頑症」。三是外來傳輸影響明顯，周邊地區
污染排放量大，雖然常年情況下對本市PM2.5
污染的分擔率為28%-36%，但是在大範圍極端
不利氣象條件引發空氣重污染時，高達50%左
右。四是地理氣象條件不利，三面環山、「簸
箕狀」地形，靜穩逆溫多發，污染物易積累、
不易擴散。
此外，北京市今年將加強同周邊省（區、

市）及中央有關部門的協作，共同編制區域大
氣污染中長期規劃，進一步完善科技治污、監
督預警、應急聯動、聯合執法、合作宣傳等
「聯動」機制，研究實施合作治污等機制，防
止重污染。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楊凌雲 天津報道）天
津市第十六屆人大第三次會議昨日在天津大禮
堂開幕。天津市委代理書記、市長黃興國在政
府工作報告中指出，當前天津要緊緊抓住「京
津冀協同發展、自由貿易試驗區建設、國家自
主創新示範區獲批、濱海新區能量釋放、『一
帶一路』戰略深入實施」五大機遇，主動適應
新常態，實現有質量、有效益、可持續發展。
對於今年的工作目標，天津市政府研究室副

主任張宗旺認為，在新常態下中高速增長和減
速增效會成為經濟發展的主要規律，天津要正
確認識和理解「新常態」這一基本判斷。他引
用市長黃興國常用的「說法」：要將以往「時

速100公里高速行駛的列車降到70公里」，要
把更多的精力放到「保養車輛、提高駕駛技
能、維護好道路、嚴格交通規則」上，同時提
升運載貨物的檔次，運載高附加值產品，這樣
一來既安全，又節省資源。張宗旺分析稱，
2015年看點多在提高政府部門工作效率方面。
2014年天津市級行政審批事項由382項減少到
295項，全面取消非行政許可事項。今年將在
「一份清單管邊界、一個部門管市場、一支隊
伍管執法、一個平台管信用、一份單卡管通
關、京津冀通關一體化」的基礎上，進一步推
出「一套體系管廉政」、「一個號碼管服
務」。

黃興國﹕天津逢五大「疊加」機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譚旻煦、李茜茜 昆明報
道）習近平總書記近日在雲南會見了獨龍族的代
表，「獨龍族」一躍成為當下社會各界關注的熱
點。在昨日舉行的政協雲南省十一屆三次會議
上，港澳委員表示，在習總書記的號召下，願
意幫助雲南特有的少數民族獨龍族開展扶貧開
發工作，從教育、醫療、交通等方面出錢出
力，把雲南建設成為更好的民族團結示範區。

獨龍族聚居地為中國最貧窮地區
分組會議上，香港委員莊哲猛得知人口只有

6,900人的獨龍族所聚居的地方，是雲南、甚

至是中國最為貧窮落後的地區時，表示作為港
澳委員有義務和責任去關愛雲南偏遠地區的少
數民族，並希望當地政府提供更多關於獨龍族
的具體情況，以便於委員能夠根據具體情況給
獨龍族帶去幫助。其他港澳委員表示贊同。莊
哲猛認為獨龍族的發展關係到雲南建設民族團
結示範區的未來，因此幫助獨龍族的扶貧開發
很有必要。對此，雲南省政協主席羅正富回應
介紹了獨龍族的情況，並表示：港澳委員近年
來在對雲南的抗震救災、扶貧開發等方面卓有
貢獻，希望大家能繼續發揮職能，為雲南省的
發展建言獻策。

雲南港澳政協委員：願為獨龍族扶貧出力

遼老式蒸汽機車帶動當地旅遊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當

KD6-487蒸汽機車在鐵軌上嘶吼、牽引着
裝載1,000多人的綠皮車廂向前奔跑時，
車窗外有許多追逐的汽車在疾馳。
遼寧省調兵山市近日召開蒸汽機車國際

旅遊節，一輛由老式蒸汽機車牽引的旅遊
專列駛上鐵軌，在冬季裡頂着標誌性的
「煙氣」穿梭於山嶺和平原。鐵路旁駕駛
汽車追逐機車的人是攝影愛好者。
「雖然蒸汽機車已退出歷史舞台。但它

承載着一代人濃濃的懷舊情結。」鐵法煤
業集團公司鐵路運輸部主任康雪嶺說。這
個公司是這輛KD6-487的擁有者，公司還
擁有多種型號20台老式蒸汽機車。「現在
要全面地喚醒它們，讓它們重整旗鼓、重
出江湖，在旅遊業中大放異彩。」康雪嶺
說。
如今，蒸汽機車旅遊業已成為當地的一

張名片，當地的餐飲、旅店、購物也隨之
增長。許多影視劇也在此取景，包括奧斯
卡最佳攝影提名影片《一代宗師》。

鄂一家三口非法集資詐騙1.2億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湖北竹

山縣公安局25日表示，當地一家族企業湖
北古牛泉酒業有限責任公司經營者以公司
擴大生產、上市為由，10年間非法集資詐
騙1.2億元（人民幣，下同）。日前，潛
逃在外的3人已被警方依法以涉嫌集資詐
騙罪提請批捕。
經查明，今年 58 歲的犯罪嫌疑人陳

某，擔任該公司董事長。2005年以來，
陳某夥同自己的妻子王某、擔任總經理的
兒子陳某三人，以公司擴大生產、公司上
市名義非法集資，並以高額利息引誘，先
後向社會公眾300餘人集資詐騙9,000餘
萬元（本息合計1.2億元），同時還向部
分銀行以及擔保公司貸款2,100萬元。

王安順：津冀好了北京自然會好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紫晨 北京報

道）昨日下午，北京市長王安順在「堅持
首都城市戰略定位加快科技創新 推進京
津冀協同發展」專題座談會上指出，京津
冀協同發展既是解決北京問題的必由之
路，也是國家的一個大戰略。只要天津、
河北好了，北京自然會好，加快疏通地區
之間的「斷頭路」、實現交通一體化，是
三地協同發展的關鍵。他並表示，京津冀
協同發展是國家的大戰略，是為了構建和
打造「一帶一路」以及「環渤海」的經濟
增長點，「這也是解決北京問題的一個必
由之路」。同時強調，交通一體化是三地
協同發展的關鍵，要加快三地間「斷頭
路」的疏通。此外，他還指出要加強地區
間生態環境的建設，「空氣污染具有區域
性，要將污染企業就地關閉，絕不能遷至
河北」。

毛光烈當選浙江省人大副主任
香港文匯網訊（記者 高施倩 杭州報

道）浙江省第十二屆人民代表大會第三次
會議昨日在杭州閉幕。此次會議選舉毛光
烈為浙江省人大常委會副主任。
毛光烈，男，漢族，1955年2月生，浙
江江山人。1978年8月參加工作，1980年
9月加入中國共產黨。在職研究生學歷，
法學博士，高級經濟師。曾任義烏市委副
書記、市長，金華市委常委、副市長，金
華市委副書記、市長。並先後在浙江省地
礦廳、科技廳、發改委擔任要職，2004年
調任寧波市；2011年1月出任浙江省副省
長，分管工業和信息化等方面工作。
此外，浙江省政協十一屆三次會議選舉

王建滿為省政協副主席。

南昌破獲特大製販假票團夥

江西南昌鐵路警方昨日對外發佈消息
稱，他們從掌握的一條在互聯網上出售假
火車票的線索入手，轉戰江西、湖北、河
北、浙江四省，多方調查摸排，順線追
擊，經過一個多月工作，成功搗毀一個特
大製販假火車票的地下工廠，打掉一個批
量製造、網絡銷售、快遞運送，嚴重危害
群眾利益的特大製販假票團夥，抓獲犯罪
嫌疑人5名，繳獲假火車票9,616張和印製
假票的票卷72卷共計11.6萬張，查繳一大
批專業製假設備和原材料。圖為收繳的贓
物贓款。 ■中新社

快訊神神州州上海率先取消GDP增長目標
細列民生數據 反思外灘踩踏事件

據了解，目前上海是內地第一個取消
GDP目標的城市。淡化GDP指標，目

前已經成為經濟放緩新常態下的趨勢。楊雄
在作政府工作報告時表示，2015年的經濟
社會發展目標是經濟平穩增長，結構繼續優
化，質量效益進一步提高，全市一般公共預
算收入與經濟保持同步增長。值得注意的
是，此次報告並未詳細提及GDP增長指
標，而在上海兩會召開之前，部分區縣的政
府工作報告中，也是隻字不提GDP增長目
標。

轉型經濟放緩新常態
回顧2014年，上海GDP同比增速為7%，
這是1991年以來最低值，增速比上年回落
0.7%。其中第一產業增長0.1%，第二產業增
長4.3%，第三產業增長8.8%。經濟專家分
析認為，客觀上促使上海經濟逐步回落到中

高速增長的區間，將有利於為轉型升級騰出
空間，同時也可以為步入新增長周期奠定堅
實基礎。
報告中，楊雄多次提到科技創新。他表

示，2015年上海將加快向具有全球影響力的
科技創新中心進軍，去年全社會研發經費支
出相當於地區生產總值的比例預計達到3.6％
以上。同時要實施一批科技重大專項，推進
集成電路裝備及工藝、大數據等領域關鍵技
術佈局。加強科研項目資金管理，實施科技
成果處置權和收益權改革等一批改革舉措。
在民生方面，楊雄則表示今年居民消費價

格漲幅控制在2.7%，全市一般公共預算收入
比上年增長11.6%，單位生產總值能耗比上
年下降8%以上。
對於上海近期頻發的霧霾天氣，上海政府

在此次會議中也重點談及環保指標，楊雄表
示將啟動第六輪環保三年行動計劃，未來新

建綠地1,000公頃，立體綠地40萬平方米，
森林覆蓋率達到15%。
昨日回顧2014年工作，工作報告特別用
600字專門段落提及外灘踩踏事件，據悉，
以往的政府工作報告中，僅對單個突然事件
多着筆墨的尤為罕見。楊雄表示，上海城市
安全形勢嚴峻，安全事故事件時有發生，對
於去年跨年夜造成重大傷亡和嚴重後果的擁
擠踩踏事件，感到無比痛心、內疚和自責。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倪夢璟 上海報道）正在
舉行的上海兩會上，公共
安全問題成為代表委員們
關注的一大焦點。時常奔
走港滬兩地的香港僑界社
團聯會永遠名譽會長、中
國僑商投資企業協會副會
長、上海市政協常委屠海
鳴表示，上海應該吸取國
外和香港的經驗，加強城
市公共安全管理。

借鑒香港經驗 建日常防範體系
外灘事件令人震驚，而慘案暴露的問題更值得深思。
屠海鳴說：「我們哀痛逝者的離去，同時也要警醒：這

雖是一個偶發事件，但暴露的卻正是城市公共安全管理
的不成熟。」他認為，上海作為國際化大都市，在公共
管理方面其實有很多不足。「公眾聚集並不會必然造成
傷亡，對公眾聚集活動風險麻痺大意，現場缺乏控制，
人群缺乏有效安全意識，才是導致事故發生的根本原
因。從此次外灘踩踏事件可以看出，我們的城市公共安
全存在着結構性缺陷」。
屠海鳴表示，風險預估的不足、應急預案的缺失以及

安全教育的缺位導致了悲劇的誕生。所以，在悲劇發生
之後，如何彌補城市公共安全存在的缺陷，是當下應該
考慮的重點。
屠海鳴建議，首先，大型活動應有其應急預案，尤其

要嚴格控制人流量。其次，一套日常安全防範體系的建
立必不可少。以香港為模範，在港「黑色元旦」事件發
生後，香港政府即制定了《集體安全規範》，以一個詳
盡的手冊式的規範，指導公眾公共活動的舉行。同樣是

迎接2015年新年元旦煙火表演，香港維港兩岸也聚集最
少30萬民眾和遊客，因為7000警力維持秩序，而整晚
安全有序。「特區政府和警方這樣的積極應對思路，警
力的常備無懈，值得我們借鑒學習。」

做好詳盡預案 切勿因噎廢食
另外，對於上海這樣的大型城市而言，還應有其對應
的常態化公共管理職能部門，並提升市民的安全意識。
「比如可以在有條件的情況下，於學校、單位展開相關
的培訓與演練。」不過，屠海鳴還強調，對風險的科學
預測、詳盡的應急預案才是做好每一次活動的最好保
障，切勿因噎廢食，「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繩」。
據悉，是次上海政協會議上，有不少委員、常委都提
到了公共安全問題。屠海鳴說，每一次大型活動的策劃
和保障，都是對城市公共安全的一次考驗，但同時也是
一次歷練。

屠海鳴：加強城市公共安全管理刻不容緩

■上海虹口區一家三星級酒店改
建成養老院，極大改善老人入住
養老院的難題。 新華社

■■「「長安號長安號」」國際貨運班列的開通國際貨運班列的開通，，促進了促進了
陝西與中亞的經貿往來陝西與中亞的經貿往來。。 本報西安傳真本報西安傳真

■■屠海鳴屠海鳴 記者倪夢璟記者倪夢璟 攝攝

■■市長楊雄作關於市長楊雄作關於
上海市人民政府工上海市人民政府工
作報告作報告。。 中新社中新社

������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孔雯瓊 上海報道）昨日上午，上海市十四屆人大

三次會議在世博中心開幕。今年的上海政府工作報告，首次未提GDP增長

的具體目標，取而代之的則是對科技、民生、環保等內容有了具體數字要

求。報告並對於外灘踩踏事件有專門段落以表反思，上海市市長楊雄談及此

事時表示深感痛心、內疚和自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