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廣州「村霸」暴力壟斷工程
54人涉黑獲刑

部分東部省市走出轉型陣痛期
國家發改委指結構調整中新動能培育成效突出

東部部分省市經濟結構調整規劃
上海
先進製造業和戰略性新興產業是上海經濟
的重大支撐，要率先走出製造業高端發
展、創新發展、轉型發展之路。促進創新
鏈與產業鏈深度融合，引導企業加大創新
和技改投入，大力發展共享經濟、智能製
造等新模式、新業態、新產業，推進華大
半導體、華為無線通訊等引領性強、帶動
性大、成長性好的重大產業項目，集聚更
多的「隱形冠軍」和「獨角獸」企業，加
快培育新能源與智能網聯汽車、新一代信
息技術等世界級先進製造業集群。

浙江
大力發展以數字經濟為核心的新經濟，加
快構建現代化經濟體系；聚焦數字技術、
生物技術等前沿科技實施一批省重大科技
創新項目，大力發展互聯網、物聯網、大
數據、人工智能等新技術新產業和一批重
量級未來產業，做大做強數字經濟。制定
實施3,000個「浙江製造」標準，新增10
萬台工業機器人，建成300個產業創新服
務綜合體，建設一批「無人工廠」和「無
人車間」，加快打造一批世界級先進製造
業集群。

山東
新舊動能轉換中心任務是，通過發展新技
術、新產業、新業態、新模式，促進產業
智慧化、智慧產業化、跨界融合化、品牌
高端化，實現傳統產業提質效、新興產業
提規模、跨界融合提潛能、品牌高端提價
值。創新驅動增強動能轉換動力，在量子
通信、人工智能、石墨烯、碳纖維等領域
加強前瞻性技術佈局。在智能製造和機器
人、新材料、綠色化工、精準醫學等領域
實施重大科技創新工程。

廣東
把發展經濟的着力點放在以製造業為根基
的實體經濟上，全面落實《中國製造
2025》，出台建設製造強省的政策措施，
促進製造業加速向數字化、網絡化、智能
化、綠色化發展。實施智能製造示範工
程，開展機器人產業發展專項行動，全年
新增應用機器人2萬台左右。實施工業互
聯網創新發展戰略，建設一批工業互聯網
平台，推動3,000家工業企業實施數字化
改造。

香港文匯報記者 海巖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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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中國經濟超預期回升，各地增長顯著分化。在中
西部繼續高速趕超的同時，過去幾年率先迎來轉型

陣痛的東部沿海省份也紛紛企穩，北京、上海、廣東等增
速未再下滑，山西、遼寧則迎來「斷崖式」下滑後首度回
升，這一發展變化背後的重要原因是，當地經濟結構調
整、培育新動能初見成效。
以資源大省山西為例，山西去年GDP增長7%，是2014

年「斷崖式」下滑以來首個完成年初預期目標的年份。山
西省長樓陽生表示，山西省傳統產業高端化步伐不斷加
快，工業技改投資增速加快，非煤產業成為工業增長的主
動力。2017年，山西戰略性新興產業、非煤產業增加值佔
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比重分別達到9%、51.3%，服務業
佔GDP比重達到53.5%。

將加快推動新興產業發展
從2017年東部各省政府工作報告中發現，新產業、新
業態、新模式對當地經濟的貢獻越來越大。去年，浙江
「三新」經濟增加值預計達到1.25萬億元人民幣，對經濟
增長貢獻率達到37.1%；江蘇服務業增加值佔地區生產總
值比重達50.3%，高新技術產業、戰略性新興產業產值佔
比分別提高到42.7%和31%；山東新登記「四新（新技
術、新產業、新業態、新模式）」經濟企業1.9萬家，增
長37.2%；高新技術產業產值佔規模以上工業比重達到
35%。
從國家層面看，孟瑋表示，今年中央將從四方面發力，
支持全國培育新經濟動能，推進結構調整。首先，加快推
動新興產業發展，落實好「十三五」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
規劃，組織實施一批新興產業重大工程。
第二，在推動創新創業上，今年將推動北京、上海具有
全球影響力的科技創新中心和北京懷柔、上海張江、安徽
合肥3個綜合性國家科學中心建設，推進雄安新區創新驅
動引領示範區、粵港澳大灣區國際科技創新中心建設。
第三，要加快推進形成有利於「四新經濟」發展的政策
環境，探索構建審慎監管和社會共治相結合的管理格局，
促進新技術、新產業、新業態、新模式健康發展，出台促
進數字經濟發展的文件，堅持發展與監管並重，促進共享
經濟健康良性可持續發展。
另外，要加快推進互聯網、大數據、人工智能與實體經
濟深度融合，運用大數據、雲計算、工業互聯網等技術，
促進工業企業數字化、服務化轉型，打造產業共性技術創
新平台，助力產業升級；出台「互聯網+」支持實體經濟
發展的政策性文件，實施人工智能創新發展工程，加快推
進工業、農業、服務業數字化轉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海巖 北京報道）國家

發改委新聞發言人孟瑋昨日在新聞發佈會上表

示，一些東部省市已經走出結構調整陣痛期，

新動能正日漸成為經濟發展的第一引擎。據有

關機構測算，新動能對中國經濟增長的貢獻已

超過30%，對城鎮新增就業的貢獻超過70%。

新動能對中國經濟增長的支撐作用正在進一步

顯現，不斷推動質量和效益的提升。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
對於「相較於主要發達國家，中
國GDP在民生方面支出少，在行
政方面支出多」的指責，中國國
家發改委新聞發言人孟瑋回應
說，所謂的「對照表」錯誤百
出、純屬捏造。
孟瑋是在國家發改委當日舉行

的新聞發佈會上說這番話的。
發佈會上有記者提問：最近互

聯網上廣泛傳播着一張名為「中
國與主要發達國家GDP投向對照
表」，包括中國和美國GDP的對
比，說到中國行政方面支出比較
多，民生方面投入比較少。

對照表存三方面明顯錯誤
孟瑋強調，這張所謂的對照表

有三個方面的明顯錯誤：
一是概念不清。GDP主要反映

一個國家或地區所有常住單位在一
定時期內生產的全部最終產品和服
務價值的總和，「我們可以分析
GDP是如何核算出來的，但不存在
GDP如何支出的說法。這張所謂的
對照表，對比分析中外國家GDP
投向，完全是無稽之談」。
二是來源不明。這張所謂的對

照表，註明數據來源於聯合國人
類發展署，但聯合國下屬機構中
並不存在該機構。
三是數據不實。孟瑋表示，這

張所謂的對照表用臆造的方法，
極力想證明中國在醫療、教育、
科技、生活等領域的投入明顯低
於發達國家，這嚴重歪曲事實：
在衛生領域，2016年中國衛生

總費用為4.63萬億元（人民幣，
下同），佔GDP的比例為6.2%；
在教育領域，2012年到2016年，

中國教育經費總投入累計接近17
萬億元，年均增長7.9%，其中，
財政性教育經費佔GDP的比例自
2012年以來連續5年保持在4%以
上；在科技領域，2014年中國研
發經費投入達2.02%，首次突破
2%；2016年為2.11%，比2012年
提高0.2個百分點。目前，中國研
發經費投入總量預計超過1.7萬億
元，僅次於美國，居世界第二
位。
在民生投入不斷增加的同時，中

國的「三公」經費支出是在不斷下
降的。孟瑋介紹說，2012 年到
2016年，在中國經濟總量和財政收
入不斷增長的情況下，中央本級
「三公」經費財政撥款支出逐年下
降，從74.25億元降至48.25億元，
真正做到了「三公」經費只減不
增。

中國GDP民生支出少？
發改委斥純屬捏造

贛明星企業捲「逃稅」上訴得直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中央紀委
監察部官網昨日發佈消息，截至當日上
午，全國31個省、自治區、直轄市和新疆
生產建設兵團監察委員會領導班子全部按
照法定程序產生。

全面試用12項調查措施
中央紀委監察部官網刊文稱，省級監委
領導班子全部產生，意味着試點地區監察
委員會完成組建，標誌着深化國家監察體
制改革試點工作邁過一個重要時間節點。
中央紀委監察部網站公佈的領導班子名
單顯示，試點地區監察委員會由主任、副

主任若干人、委員若干人組成，其中，省
級監察委員會主任由各省（區、市）紀委
書記兼任，副主任由省（區、市）紀委副
書記兼任，委員主要由紀委常委兼任，同
時也包括來自檢察院的轉隸幹部。
新成立的各地監委和紀委合署辦公，代
表黨和國家行使監督權，對所有行使公權
力的公職人員進行監察。根據相關工作程
序規定，監察委員會會議由主任召集並主
持，特殊情況可以委託副主任召集並主
持。會議議題由主任或受委託主持會議的
副主任綜合考慮後確定。會議必須有半數
以上組成人員到會方能召開。案件審理、

研究決定重大問題時，必須有三分之二以
上組成人員到會。
中央紀委監察部官網文章透露，目前，
各省區市紀委監委正通過集中培訓、交流
學習等方式加快人員融合、工作融合，同
時，全面試用全國人大常委會授權賦予監
委的12項調查措施，加強監察機關與執法
司法機關的統籌協作，盡早實現監委高效
運轉。各省區市在推開改革試點的實踐
中，進一步積累和總結經驗、深化認識，
這將為出台國家監察法、產生國家監察委
員會及其領導人員，創造更加有利的環境
和條件。

31省區市監察委領導班子正集中培訓人員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習近
平2017年10月18日在中國共產黨第十
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所作的報告《決勝
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奪取新時代中國特
色社會主義偉大勝利》的英文、法文、
西班牙文、德文、日文、俄文、阿拉伯
文、葡萄牙文、越南文、老撾文等10
個語種單行本已由外文出版社出版，即
日起面向海外公開發行。

十九大報告單行本
外文版出版發行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中新社及澎湃新聞報
道，昨日，江西省九江市中級人民法院公
開開庭審理共青城賽龍通信技術有限責任
公司、代小權逃稅案。共青城賽龍通信技
術有限責任公司、代小權逃稅案二審宣

判，上訴單位賽龍公司、上訴人代小權被
判無罪。
江西省九江市中級人民法院（以下簡稱
九江中院）當日發佈的消息稱，原公訴機
關指控賽龍公司2011年至2013年逃避納稅

稅款分別為 1,052,626.7 元（人民幣，下
同）、1,405,603.27元、933,090元。
九江中院依據國家相關規定以及江西省

國家稅務局專業人員出庭的解答意見，認
為賽龍公司2011年、2012年、2013年逃避
繳納稅款佔同期應納稅額的比例未達到刑
法第201條第一款規定的10%以上，不構成
逃稅罪，代小權作為該公司直接負責的主
管人員，亦不構成逃稅罪，遂作出上述判
決。

仍負債逾9億元
2017年10月，輿論曝出江西省共青城市

「明星企業」——手機代工企業共青賽龍
停產並重組失敗的舊案，引發輿論關注。
事件發生後，共青城市官方曾對外發佈
了一份題為《共青賽龍已停產四年，截止
到目前僅江西省內負債7.36億元（約合

9.1億元港幣）》的說明。說明中稱，共
青城賽龍通信技術有限責任公司主營業務
是為摩托羅拉公司代工，後由於谷歌收購
摩托羅拉公司，導致賽龍失去市場。2013
年初，賽龍生產經營急轉直下，並於2013
年 10月全面停產。此外，說明亦否認了
外界輿論「非法拘禁、索要股權」、「收
繳企業公章」「賤賣資產」等一系列質
疑。
2017年11月2日，原定於當天上午開庭
審理的共青賽龍逃稅案，宣佈延期。此前
一天晚間，共青賽龍法定代表人代小權的
代理律師謝民表示，由於其向法院提交了
來自深圳海關700多萬元的稅單等新的證
據，需要檢察院和法院進行認定，因此三
方最終決定延期審理此案。
截至目前，共青賽龍在江西省內負債7.36
億元。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廣州

市荔灣區人民法院昨日對劉永添等人組
織、領導、參加黑社會性質組織等罪一
案進行一審公開宣判。該案共有54名
被告人、74名辯護律師，被告人數和
辯護律師人數均刷新廣州市兩級法院審
理的「涉黑」案件紀錄。劉永添等兩名
被告人被法院一審判處有期徒刑 20
年，另52人被判處19年至2年不等的
有期徒刑。
經法院審理查明，自1999年後，被告

人劉永添當選原廣州市蘿崗區東區街劉
村社區居民委員會黨委書記。為獲取非
法利益，劉永添利用其身份，制定了
「劉村轄區內所屬村、社的土地上的工
程必須由本村、社人員承建，外人不能
插手」的不成文規則。法院一審認定，
被告人劉永添、朱志高、陳鏡登、劉永東
犯組織、領導黑社會性質組織罪、強迫交
易罪、敲詐勒索罪等罪，依法數罪併罰。

■共青城賽龍通
信技術有限責任
公司、代小權逃
稅案二審宣判，
上訴單位賽龍公
司、上訴人代小
權被判無罪。

網上圖片

■發改委指出，一些東部省份已經走出結構調整陣痛期，新動能正日漸成為經濟發展的第一引擎。圖為在山
東臨沂市海納電子有限公司生產車間，工作人員在電子佈線桌前工作。 資料圖片

■全國31個省市監察委員會領導班子全
部產生。圖為1月31日，天津市監察委
員會正式掛牌成立。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