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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锋浙江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一

届浙江省委员会、浙江省第十二届人

民代表大会于近日在浙江省人民大

会堂隆重召开。为最大限度减少对人

民群众正常工作生活的影响，会议期

间将不封路、不管制。委员和列席人

员到省人民大会堂出列席会议时，统

一从驻地集体乘车前往，做到了既热

烈隆重又节俭务实。

记者发现，在会场布置上，除各

次全体会议主会场布置参照往年做

法外，其他各类各次会议 (包括主席团
会议 )现场不摆放鲜花、绿色植物；委
员驻地会场不设背景板、不摆放鲜花

和绿色植物，饭店门厅及大堂前不插

彩旗、不悬挂气球和标语，委员驻地

只设欢迎指示牌和横幅标语。

本次“两会”的召开，开启了浙江

省未来五年新的征程，明确了新的目

标。

过去五年，是浙江在科学发展道

路上奋力前行的五年，是深入实施

“八八战略”和“创业富民、创新强省”

总战略成效显著的五年，是全面建设

惠及全省人民的小康社会取得决定

胜利的五年。

对浙江而言，过去五年也是极不

平凡的五年。2012年浙江交出了一份
稳步增长 8%的漂亮答卷，跑赢中国
GDP7.8%的增幅。浙江省代省长李强
在作政府工作报告时介绍，2012年浙
江省生产总值 34606亿元，五年年均
增长 9.6%；人均生产总值 63266元，
首次突破 1万美元。

2012 年，浙江综合实力明显提
升，其生产总值 34606 亿元，稳步增
长 8%，地方财政收入增长 9.2%，城镇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 9.2%，
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实际增长 8.8%。
在实体经济不振，外贸遇冷的大背景

下，浙江的这份答卷含金量十足。

随着浙江改革持续深化，浙江通

过扩大有效投资，增强了经济发展的

后劲。如“三个千亿”工程提前完成，

固定资产投资增长 21.4%；浙商回归
引进项目到位资金 1298亿元，增长
43%；推动民企与央企战略合作，央企
合作项目新增到位资金 1247 亿元，

增长 62.3%。
此外，浙江还通过加快转型升

级，提升了产业竞争力，包括淘汰落

后水泥产能 731万吨、印染 5.3亿米、
铅酸蓄电池 179万千伏安时等。

对于 2013 年，浙江省代省长李
强给浙江同时也是给他自身继续定

下了 8%的地区生产总值增长目标，
同时，2013年的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实际增长

均要达到 8%以上；地方财政收入增
长 8%等。

值得一提的是，浙江省财政每年

支出增量的 2/3以上用于民生，人民
生活不断改善。数据显示，过去五年，

浙江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34550
元，年均实际增长 7.7%，农村居民人
均纯收入 14552 元，年均实际增长
8.5%，低收入农户人均收入达到 6260
元，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缩小到 2.37:1。

李强表示，力争经过五年努力，

2017 年浙江省生产总值达到 5 万亿
元以上，人均生产总值达到 9 万元左
右，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

居民人均纯收入分别达到 5 万元和
2.2万元左右。

早在 2012年 12月 5日，经济强
省浙江已排出了现代化建设的“进度

表”：到 2020年，浙江省生产总值、人
均生产总值、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分别比 2010
年翻一番，分别达到 55500 亿元、
104000元、55000元、24000元以上。

展望新图景，拥抱“中国梦”，未

来五年，充满期待。全省上下联动，把

智慧和力量凝聚到省委确定的干好

“一三五”、实现“四翻番”的工作路径

和加快建设“两富”现代化浙江具体

行动上来，突出主题主线，深化改革

创新，强化基层基础，着眼促进全省

经济转型升级，着眼维护和谐稳定的

良好局面，形成真抓实干的强大合

力。

新的起点，新的任务，赋予了“两

会”新的使命、新的责任。委员、代表

们表示，始终保持奋发有为的精神状

态，大力弘扬求真务实的优良作风，

为建设现代化浙江献智出力。

浙江新征程
———来自浙江省“两会”的报道

浙江省人大代表、浙江医药股份

总经理助理吴国锋说，最近几年从国

家到省内都在大力实施从制造到创

造的产业升级战略，对研发和创新不

断加大投入。对制造业来说，如果把

创新和创造比喻成为金字塔的塔尖

的话，各种专业的技术工人就是塔的

基座，没有成功的职业教育，高端制

造业就是空中楼阁。

吴国锋说，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

核心，任何一个经济体都不应该放弃

在这个领域的长期耕耘。对照世界先

进水平，我们浙江的制造业要升级到

高端制造业还有不少路要走。据统

计，中国的技术工人总数约 7000万 ,
其中初级工占 60%, 中级工占 35% ,
高级工仅占 5%；而发达国家的高级

工的比例一般占 30%—40%。
一方面企业缺乏急需的技工人才,

特别是高级技工；另一方面大量的各

类学校应届毕业生就业十分困难 , 人
才的结构性矛盾十分突出。这些矛盾

如果不尽快加以解决 , 将严重制约中
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和现代化的进程。

尽管国家和地方政府部门加大

了对职业教育的支持力度, 使得职业
教育取得了较快发展，但是职业教育

仍然存在着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首

先，观念认识偏差严重阻碍其发展。

职业教育目前面临困难的一个重要

原因就是轻视职业技能者的陈旧教

育观、人才观在整个社会中大有市

场。其次，在中国历史上“万般皆下

品 , 唯有读书高”的观念成为人们思

想及行为判断的基本价值规范，职业

教育往往被认为是“二流”教育 , 只是
解决当前多数学生不可能接受从小

学到大学的连续升学现状。

生存竞争的压力 , 文凭与收入关
系比例的错误认识 , 更使得职业教育
面临生源越来越少的尴尬局面。因

此，吴国锋认为，政府和社会应该进

一步转变观念, 真正使得“人尽其才 ,
人人成才 , 物尽其用”的思想深入人
心 , 让大家真正明白，当今社会需要
一批高水平学术理论研究人才的同

时，也需要技术实践相结合、“手脑并

用”的实用型人才。

从物质层面，政府与企业需要在

正进行的收入分配改革中考虑各专

业技工们的工资及退休金在整个社

会中的位置问题。只有观念扭转了，

收入分配跟上去了，这才能真正解决

现在的年轻人不愿做技工的问题。

另外，职业教育不能完全产业

化，合理布局各类各专业职业技术学

校，适当加大对地方支柱产业所对应

的职业教育学校的补贴，将支柱产业

所需要的职业教育从求生存的压力

下解放出来。当然同时要想办法把补

贴和职业教育成果量化关联起来，并

加强对政府补贴资金的使用审核。

简单说来，首先是社会价值观念

更新才能保证高级技工培养所需的

优秀生源愿意进入职业教育体系；其

次是让职业教育工作者回归到以培

养企业所需要的技工人才为导向，这

两者前后连贯、缺一不可。

去年浙江省委、省政府出台了关于实施扶贫攻坚计划加

快山区经济发展若干政策意见，针对性强，含金量高，为江山

加快发展、科学发展提供了很好的机遇。陈锦标表示，作为全

省 20个经济强市（县、区）试点之一，必须突出重点，主攻项
目，全面推进山区科学发展试验区建设，重视发展质量问题。

陈锦标说，今后，江山市把着力点放在加快推进符合江山

发展实际的现代产业体系构建和城乡统筹上，按照生态旅游

业、生态服务业、生态工业“三生”并举的理念，努力拓宽产业

平台，突出主攻工业，发展现代农业，大力发展以生态休闲旅

游业为重点的现代服务业，培育现代产业体系；同时加大城乡

统筹力度，以小城市培育、中心镇建设为重点，推进城镇化进

程，有序推进异地搬迁工作，加大农房改造力度，千方百计增

加城乡居民收入，努力缩小城乡差距，提高老百姓幸福指数。

要把突破口放在体制机制创新上，加大科技创新、人才引进培

养力度，建立中小企业孵化器，深入推进审批制度改革，提高

办事效率，优化投资、发展环境。要把支撑点放在项目上，深化

项目谋划，把功夫下在项目前期工作和推进项目实施上，以项

目支撑发展、造福民生，始终主攻工业不动摇，加快企业转型

升级步伐，做大做强经济总量。学会包容，实现抱团发展，进一

步优化创业发展环境，营造安商扶商的浓厚氛围，助推企业跨

越发展。

鉴于当前科技发展的日新月异、各国科技竞争力的与

日俱增以及科学发展观的持续推进、以人为本理念的深入

人心，有专家提出应该加强科技业、人本业的发展。所谓科

技业，即是指那些高科技催生的产业如信息技术、生物技

术、纳米技术等；所谓人本业，即是以人为本的那些产业，如

教育、文化是以人的精神富有为本的，卫生、体育是以人的

身体健康为本的。九三学社省委会副主委、衢州市副市长罗

卫红表示，要把它当成战略性新兴产业来培育和发展。除了

改革、技术、城镇化的红利外，服务业尤其是“科技业”、“人

本业”可能会成为新的发展红利。要像考核招商引资的成绩

一样考核招才引智的成绩和科技业、人本业的培育发展业

绩。另外，省政府可用分类考核的指挥棒来引导，大力发展

健康休闲产业，尤其是在丽水、衢州这些山清水秀的生态源

头地区，要实现“绿色发展、生态富民、科学跨越”，发展健康

休闲产业是最佳选择。

罗卫红说，从环境污染、到食品安全；从居家防范、到

短信诈骗；从群访激增、到自杀高发……种种社会乱象背

后，折射的是人文精神的缺失：诚信危机、道德滑坡、信仰

缺位、价值失落……凡此种种，正成为社会不和谐的毒瘤。

因此当务之急，价值体系亟待重构、诚信制度亟待重建、道

德水准亟待提升。

浙江省第十三次党代会创新性地提出要建设物质富裕

精神富有的“两富”现代化浙江，提炼了“务实、守信、崇学、向

善”的当代浙江人共同价值观，更加强调社会和谐，更加强调

物的现代化和人的现代化的有机统一，使现代化建设成果惠

及全省人民，切实增强全省人民的发展自豪感、生活幸福感、

心灵归属感和社会认同感。这就回归了以人为本的本义。

去年，衢州的三大产业（化工、钢材水泥建材、矿山机械为

主的机械制造）遇到了近 10年来最严峻的考验，但衢州的经
济发展速度仍超过了全省平均水平，财政总收入增速 12%，达
到了 106.4亿元，这是全市上下努力拼搏的结果。

衢州市委书记陈新说，衢州各地各单位要牢牢把握“不要

等、立即干”和“干实事、抓落实”的要求，以壮士断腕、一往无

前的决心和勇气，雷厉风行抓紧干，占着位子不干活的干部比

腐败干部更可恶，腐败的干部在腐败的同时起码还在干活。

陈新说，今年衢州的发展任务很重，困难挑战很多。各地

各单位“一把手”一定要讲政治、顾大局、守纪律，身体力行、作

出表率，敢于担当、敢抓敢管，把队伍带好，把风气营造好，把

中央和省委、市委的决策部署落实好，坚决维护纪律的严肃性

和权威性。要在抓大事上勇争先，善于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

主要方面，集中精力谋大事、抓大事、成大事，形成争先恐后干

事业、全力以赴抓落实的良好氛围。要在正作风上动真格的，

下大力气整治庸懒散奢等问题，坚决处理不负责、不担当、不

作为的“三不”干部，真正做到“不为不干找理由、只为干好想

办法”。要在“开门红”上求突破，从现在做起、从当下干起，把

谋定的各项工作和项目真真正正地干起来、落下去，凝心聚力

抓落实，全力以赴往前赶，努力实现“开门红”。

2013 年浙江省政府承诺为民众
办的十件实事中，居首位的是缓解城

市交通拥堵问题。另外，困难群体救

助、医疗和养老保障、食品安全、幼儿

教育、改善城乡环境等问题也被列入

政府为民办的 10件实事之中。

浙江省代省长李强表示，目前，

浙江省现有机动车达 1279 万辆，保
有量居中国各省市第六位，随之而来

的城市交通拥堵让人“闹心”。对于治

理城市交通拥堵，浙江省交通运输厅

厅长郭剑彪此前在 2013年浙江省交
通运输工作会议上指出，要全力构建

公共交通体系，提高公共交通出行分

担率，缓解城市交通拥堵。

李强说，2013年浙江要新增公共
自行车数量比上年增量翻一番以上。

浙江省会城市杭州，目前其公共自行

车的数量已达到 6.5万辆。
食品安全问题关系千家万户，但

近年来，其“不安全”事件屡屡发生，

李强表示，今年要实施“千万学生饮

食放心工程”，改造提升 300 家农贸
市场，创建 300家流通环节食品安全
电子监管示范单位。

此外，浙江对于困难群体的救助

种种新举十分实在。对纳入医疗救助

范围的困难家庭，其成员患尿毒症、

儿童白血病等八类重特大疾病，政策

范围内门诊和住院自费医疗费用救

助比例不低于 50%以上。
“老有所养”在浙江也很实在，为

提升居民养老水平，2013年浙江将实

施城市社区“居民系列服务惠民工

程”，新增各类养老机构床位数 1.8万
张，为 7500户残疾人家庭实施无障
碍改造。此外，扩大社会保险覆盖面，

新增养老保险参保人数 80万以上。
在去年浙江政府承诺 90%以上

的乡镇 (街道 ) 建成等级中心幼儿园
后，2013年，浙江要新建或改扩建 100
所乡镇中心幼儿园，李强称，要使得

浙江省 85%以上的适龄儿童在等级
幼儿园入园。

落实好政府承诺的十件实事

以职业教育促进制造业升级

浙江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

浙江省代省长李强：

浙江省人大代表、浙江医药股份总经理助理吴国锋：

占着位子不干活
比腐败更可恶

衢州市委书记陈新：

发展必须注重质量
浙江省人大代表、江山市委书记陈锦标：

要高度重视“科技业”、
“人本业”的培育和发展

九三学社省委会副主委、衢州市副市长罗卫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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