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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範鋼企 29除名40整改
去產能風暴持續 河北成重災區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澎湃新聞及路透社報道，中國鋼鐵行業去產能

風暴仍在繼續，工信部日前對企業規範名單首次進行動態調整，並

宣佈29家企業列入撤銷鋼鐵行業規範企業名單、40家列入整改名

單。其中河北省是重災區，有5家被列入撤銷的規範企業名單，整

改的則多達14家。

「這次動態調整工作是企業進入規
範名單以來的首次『清淤』行

動，目的是通過向社會公告規範調整
名單，對有關企業進行提醒和警示，
督促企業整改到位，規範生產經
營。」工信部稱。這也體現了官方在
治理霧霾加大環境保護方面不遺餘
力。

工信部：進名單非「護身符」
工信部稱，自鋼鐵行業規範管理工作
啟動以來，從2013年到2015年分三批
公告了304家規範企業名單，約佔全國
粗鋼總產能的90%，企業納入規範管理
範疇，進入規範名單不代表進了「保險
箱」，不能成為「護身符」。
是次被撤銷的五家河北鋼鐵企業沒有
一家是響應國家去產能號召、主動退出
鋼鐵行業實施轉型轉產的企業，其中三
家是未通過省級工業主管部門初審的企
業，還有一家是河北安豐鋼鐵有限公
司，因存在違法違規新增產能行為；而
武安市運豐冶金工業有限公司則已列入
河北省產能置換方案。
工信部稱，被撤銷規範名單不代表這
些企業不能進行鋼鐵生產經營，只表明
這些企業與規範條件要求存在較大差
距，除部分企業響應國家號召主動退出
鋼鐵行業外，各地要將不符合鋼鐵行業
規範條件的企業列為監管重點，加大執
法監管力度。
根據工信部公告，需整改的40家規範

企業主要包括四類情形：一是環保執法
監管責令整改的，存在的問題包括超標
排污、無組織排放、應急減排措施不明
確、未按要求停產減排等方面；二是安
全執法監管責令整改的。三是存在落後
設備的，個別企業還有燒結機落後設備
仍未拆除到位；四是由於企業一段時間
未正常生產，環保、安全等方面規範生
產經營的基礎不牢固，需進一步加強管
理的。
而在這 40 家中，河北就佔據了 14

家，其中環保問題是整改的主要原因。
其中包括未按要求停產減排的唐山燕山
鋼鐵有限公司和唐山港陸鋼鐵有限公
司，無組織排放問題明顯的河北津西鋼
鐵集團股份有限公司和唐山東海鋼鐵集
團特鋼有限公司等。

列整改者獲一年「假釋」
工信部要求各地要將不符合鋼鐵行業

規範條件的企業作為監管重點，對達不
到環保、質量等法律法規和產業政策要
求的企業，依法依規推動其退出鋼鐵行
業或轉型發展。對積極整改能夠按照規
範條件要求持續規範生產經營的企業，
原則上自撤銷公告之日起，12個月後可
按程序重新提出規範申請。
列入整改名單的企業，要按照環保、
安全等方面的整改要求，在規定期限內
整改到位。要充分吸取教訓，持續做好
規範經營，一年內再次出現環保、安全
等整改類情形，將研究撤銷規範名單。

香港文匯報訊 昨日出版的《南方日
報》發表評論員的系列文章，六論習近
平近期對廣東工作的重要批示，文章
說，習近平總書記2012年考察廣東時，
明確要求廣東加快推進經濟結構戰略性
調整，大力推進創新驅動發展；2014
年，習近平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強調
廣東要做創新驅動排頭兵。
文章指出，廣東省委、省政府全面
貫徹落實習總書記要求，部署實施了
一系列具體舉措，取得了明顯成效，
但是「也必須清醒地認識到，廣東創

新發展只是剛剛開了個好頭，無論是
創新基礎還是創新水平，離習近平總
書記的要求還有很大差距」。

集中資源建一流創新中心
文章認為，建設國家科技產業創新

中心，是黨中央從全國發展大局和廣
東優勢特點出發，賦予廣東創新發展
的核心定位，是實現新舊動能轉換的
根本之策。而加快實施創新驅動發展
戰略，就必須牢牢扭住國家科技產業
創新中心這個核心定位聚焦聚力，資

源往這裡配置，力量往這裡集中，政
策往這裡傾斜，加快打造一流創新型
企業、一流創新型產業、一流創新人
才隊伍和一流創新創業生態。文章還
說，加快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最
根本的是增強自主創新能力，敢於走
前人沒走過的路。
評論還指出，廣東要為全國創新提
供支撐，深圳、廣州要強化創新發展
龍頭作用，珠三角其他市要加快形成
各自創新優勢，成為示範帶動全省創
新發展的引擎。

文章認為廣東的創新發展，必須有
完善的制度、高效的體系和適宜的環
境。文章還強調，各政府部門要下決
心為各類創新主體鬆綁減負，持續增
強創新的活力和動力。文章提出要強
化一把手抓創新的工作機制，不要把
時間精力放在「文件創新」、「規劃
創新」、「方案創新」上，全力把既
定決策部署落到實處。要營造愛才、
用才、尊敬人才的良好氛圍，擇天下
英才而用之，使廣東真正成為吸引各
類人才創新創業的沃土。

南方日報：廣東要為全國創新提供支撐

新一批環保督察全面啟動列入撤銷規範名單的3類企業
■ 一、響應國家去產能號召、主動退出鋼鐵行業實

施轉型轉產的企業

■二、存在不符合規範條件要求情形的企業

■ 三、已不具備生產經營條件，未通過省級工業主
管部門初審的企業

資料來源：澎湃新聞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方俊明 珠海報道）珠海橫琴自貿
區吸引重大項目再有新突破。八大重磅級項目昨日正式簽
約落戶橫琴，涵蓋高科技、企業總部、文化創意、商貿及
金融服務等領域。其中，擁有160多年歷史的德國頂級奢
侈相機品牌徠卡相機，在橫琴設立中國區總部。Google公
司則聯手中國企業在橫琴打造「Google Adwords體驗中
心」，每年將培養跨境電商高級專家人才100餘名，助力
中國品牌、產品推向國際市場，五年內擬實現新增外貿出
口額超130億元（人民幣，下同）。

助中國品牌「走出去」
昨日，又一批共八個重大項目簽約落戶橫琴，多個項目
「來頭不小」。徠卡相機自2015年與華為合作，在亞太
市場獲得巨大成功。現徠卡相機決定在橫琴設立中國區總
部，拓展徠卡相機國際貿易空間，並建設全球光學技術研
發中心、攝影學院分院、相機修理服務及保稅倉儲物流中
心等。徠卡相機大中華區董事總經理Siegmund Dukek表
示，之所以選擇橫琴，是看中了橫琴難得的區位優勢。徠
卡希望通過橫琴，加強對香港、澳門和中國內地市場的投
入和聯繫。
Google瞄準中國「一帶一路」商機，在昨日簽約的重磅

項目中，「Google Adwords體驗中心」則自帶光環。這個
由著名的Google公司聯手中國企業打造的體驗中心，旨
在幫助中國品牌走向國際市場。該項目建成後，每年可舉
辦跨境電子商務培訓及營銷活動40餘場，培養跨境電商
高級專家人才100餘名，培育跨境電商重點企業100餘
家，五年內實現新增外貿出口額超130億元。而該項目能
夠有效推動橫琴跨境電商產業發展，促進橫琴與「一帶一
路」沿線國家和地區商貿合作。

Google體驗中心落戶橫琴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中央紀委監察部網站昨
日發佈消息稱，日前，經中共中央批准，中共中央紀委對
民政部原黨組成員、中國老齡協會原會長陳傳書工作嚴重
失職失責問題立案審查。
消息稱，經查，陳傳書擔任民政部下屬單位主要負責人
期間，工作嚴重失職失責，監督管理不力，對有關問題的
發生負有主要領導責任。依據《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
例》等有關規定，經中央紀委常委會會議研究並報中共中
央批准，決定給予陳傳書留黨察看一年、行政撤職處分，
降為正局級非領導職務。

民政部原黨組成員被問責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報道，中國
國務院第一次全國地理國情普查領導
小組副組長、國土資源部副部長、國
家測繪地理信息局局長庫熱西．買合
蘇提昨日表示，第一次全國地理國情
普查首次全面準確地摸清了中國地理

國情家底，查清中國房屋建築（區）
佔地總面積15.31萬平方公里，相當於
山西省總面積。
庫熱西．買合蘇提指出，這次普查
查清了中國陸地國土各類地形地貌的
面積和空間分佈，還查清了10類林草

覆蓋面積的構成和空間分佈，使相關
部門得以利用普查數據，對陝北地區
的林草覆蓋度情況做了一個若干年的
監測對比，發現陝北地區這些年來林
草覆蓋率年年提高，說明退耕還林還
草工作的成效還是非常大的。
庫熱西．買合蘇提指出，此次普查
有四個特點：一是全面，對除港澳台
地區以外的全部陸地國土實現無縫隙
全覆蓋；二是真實，遵循「所見即所
得」原則，如實反映客觀情況；三是
精細，普查最小圖斑應對地面實際面
積為200平方米，城市中一塊綠地、水
池基本上都能統計出來；四是系統，
在查清自然和人文地理要素空間分佈
狀況的基礎上，分析了要素之間的相
互關係。
庫熱西．買合蘇提指出，此次普查
對專業部門的一些專業化應用價值也

是非常高的。普查成果總體客觀反映
了中國資源環境和國情國力的本底狀
況，有利於促進相關部門科學合理保
護和利用自然，推動國家重大發展戰
略落實。

增地方政府審計精準性
值得注意的是，這次普查成果已被

運用到多個領域。北京市利用這次普
查成果中單體建築等數據，與北京城
市規劃用地數據進行匹配和比對，準
確得到了違法用地、違法建築的總量
和空間分佈，從而有效精準解決了違
法用地、違法建築底數不清的問題。
浙江省利用普查成果服務領導幹部自
然資源資產離任審計，在基本農田、
公益林、圍海用地等方面給予靶向性
的精準服務，極大提高了審計效率和
審計結果的精準性。

地理國情首普查 助摸清違法用地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第三
批中央環境保護督察工作昨日全面啟
動，中國環境保護部表示，在具體督
察中，將重點盯住民眾反映強烈、社
會影響惡劣等突出環境問題及其處理
情況。
在具體督察中，將堅持問題導向，

重點盯住中央高度關注、民眾反映強

烈、社會影響惡劣的突出環境問題及其
處理情況；重點檢查環境質量呈現惡化
趨勢的區域流域及整治情況；重點督辦
民眾反映的身邊環境問題的立行立改情
況；重點督察地方黨委和政府及其有關
部門環保不作為、亂作為情況；重點了
解地方落實環境保護黨政同責和一崗雙
責、嚴格責任追究情況等。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核安
全法草案二次審議稿昨日提請十二屆全
國人大常委會第二十七次會議審議。針
對社會普遍關注的放射性廢物處理處置
問題，草案將從制度上予以強化，並增
加放射性廢物運輸安全管理的規定。

擬推運輸分類管理
草案規定，國家對放射性廢物實行

分類管理；低、中水平放射性廢物在
國家規定的符合核安全要求的區域實
行近地表處置；高水平放射性廢物實
行集中深地質處置，由國務院指定的
單位專營。對放射性廢物的處理處
置，草案規定，放射性廢物應當進行
減量化、無害化處理、處置，確保永
久安全。放射性廢物處置場所的建設
應當與核能發展的要求相適應。

草案同時提出，放射性廢物處置單
位應當按照國家放射性污染防治標準
的規定，對其接收的放射性廢物進行
處置。放射性廢物處置單位應當建立
放射性廢物處置情況記錄檔案，如實
記錄處置的放射性廢物的來源、數
量、特徵、存放位置等與處置活動有
關的事項，記錄檔案應當永久保存。
在放射性廢物運輸方面，草案規

定，國家對核材料、放射性廢物的運
輸實行分類管理，採取有效措施，保
障運輸安全。同時，核材料、放射性
廢物的託運人應當在運輸中採取有效
的輻射防護和安全保衛措施，對運輸
中的核安全負責。草案還對法律適用
範圍、核設施營運單位對核安全的責
任、核事故應急準備與響應等方面內
容進行了修改。

核安法草案二審 強化廢料處置

■工信部為鋼企規範名單「清淤」。圖為河北一間鋼鐵廠。 資料圖片

■ Google
體驗中心昨
日正式簽約
落戶橫琴。
圖為橫琴總
部大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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