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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如何顺应改革形势？区域如何获得发展优势？环境如何得到有效治理？

三大热点搅热地方两会

1 月份，中国地方两会密集召
开。此次地方两会重点在于 2014年
经济目标的制定以及“改革元年”重

大改革事项的落实推进。

记者梳理发现，近些年地方两

会“军令状”主题逐渐从“经济领域”向

“社会领域”、“生态领域”转变。从“保

八”到“保障房”，再到“治理雾霾”等

“军令状”的变化，背后折射出中国治

理观的升级，即从“经济治理”到“社会

治理”，再到“生态治理”的深化。

本报记者任日莹高建生 彭飞

蔡杉杉 王红伟黄春兰

1月 12日，福建省省长苏树林
在福建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

二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设

立自贸区”成为会后代表们热议的

焦点话题。

《报告》明确写道：“主动对接上

海自由贸易实验区政策，整合优化

各类海关特殊监管区，推动在我省

设立自由贸易园区，培育国际化和

法治化的营商环境。”

在一些代表、委员看来，这正是

福建省委、省政府对厦门申报自贸

区的大力支持。“自贸区是事关厦门

未来的大事，能被写入《政府工作报

告》，对厦门就是一种特别的力挺。”

一位来自厦门基层的福建省人大代

表说。

据了解，在 2013 年 12 月，《厦
门自由贸易园区总体方案》已由福

建省委、省政府转报国务院。方案提

出，参照“一线放开、二线安全高效

管住”的国际惯例，以对外商投资实

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管理

为导向，扩大服务业开放领域，突出

对台特色，建立统一高效的口岸联

检机制，把自贸园区建成与国际通

行规则接轨的对外开放综合平台。

而在福建省发改委 2014 年国
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的报告

中，更是直接明确要“加快厦门海关

特殊监管区整合优化，支持厦门申

报自由贸易园区”。

除了厦门自贸区申报已上报

国务院外，目前，福州也在探索与

平潭共同申报自由贸易园区。有人

大代表分析，这或许是工作报告中

未直接提及“厦门自贸区”的主要

缘由。

滨海新区作为天津经济增长引

擎，过去一年继续发挥优势。全年出

台促进新区发展的 10项措施，加大
财税、金融、规划、土地等方面支持

力度。新区生产总值增长 17.5%。功
能区建设继续加快，综合配套改革

实现新突破，东疆保税港区加快向

自由贸易港区转型。

天津市市长黄兴国表示，今年

天津将着力优化产业结构，加快经

济转型升级。继续狠抓大项目小巨

人楼宇经济发展，提升科技创新能

力，发挥滨海新区制造研发转化基

地带动作用，进一步提高产业发展

水平。深入实施科技小巨人发展三

年行动计划，新发展科技型中小企

业 1万家、培育小巨人企业 500家。
黄兴国强调，天津要在新的一年里

进一步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扩大

对外开放，滨海新区要继续充当“排

头兵”，积极探索建设自由贸易实验

区，构建对外开放新优势。

浙江省省长李强在《政府工作

报告》中提出，未来浙江要坚定不移

地把发展、提升民营经济放在更加

突出位置，切实保障民营企业合法

权利，积极保护和扶持小微企业，鼓

励支持民营企业参与大项目建设，

鼓励支持民营企业参与国有企业改

革，充分激发民营经济活力和创造

力，促进民营经济新发展新提升。

浙江作为民营经济较活跃的一

个省份，多年来，小微企业在地方经

济发展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然而近几年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

各地小微企业普遍面临原材料、劳

动力、融资的成本上升等压力，同时

受国际和国内需求影响，小微企业

面临内外交困的发展现状。

挑战也是机遇，在过去的 2013
年，可以看到浙江省以科技创新引

领转型升级，认真实施创新驱动发

展战略。一组数据显示，浙江全社会

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支出占生产总

值比例达到 2.2%，新增高新技术企

业 640家，淘汰高能耗、重污染企业
1029 家，完成工业技改投资 4661
亿元，盘活存量建设用地 9.6 万亩，
电子商务交易额突破 1.6 万亿元，
将科技创新放在企业发展之“首

位”。一段时间内，“浙商回归”成了

地方经济发展的“大事件”，2013 年
浙商回归到位资金 1750亿元，实际
利用外资 141.6 亿美元，央企合作
项目完成投资 800亿元，预计固定
资产投资增长 18.1%。

未来民营企业、小微企业如何

激发活力和创造力，更好地发展？

李强指出，未来浙江要积极推进腾

笼换鸟、机器换人、空间换地、电商

换市，实施百家龙头企业、千家品

牌企业、万家高新技术企业培育工

程。突出好项目、大项目，强化产业

集聚区核心区块建设，完善浙商回

归和激发民资、引进外资、对接央

企工作机制，还应完善支持走出去

政策体系，支持企业和个人扩大对

外投资。

企业改革：小微企业触摸混合所有制 越来越多的雾霾天气，逐渐

引起大家的关注。2014 年河南省
《政府工作报告》，就专门提到了

这一点。

1 月 16 日，河南省第十二届
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开幕。

省长谢伏瞻在《政府工作报告》中

说，2013 年河南气象工作取得新
成绩，2014 年将加快气象现代化
建设，搞好气象服务。

2013 年 11 月 13 日，河南省人
民政府印发了《关于加快推进气

象现代化的意见》（豫政〔2013〕63
号），提出要坚持公共气象发展方

向，以防灾减灾、保障国家粮食安

全、改善生态环境等为重点 ,以气
象科技和人才为支撑，以创新体

制机制为动力，以项目建设为重

要抓手，努力实现气象工作政府

化、气象业务现代化、气象服务社

会化，不断增强气象事业对中原

经济区建设的保障能力。到 2020
年 ,建成覆盖城乡的公共气象服务
体系、功能先进的气象预报预测

体系、布局科学的综合气象观测

体系、可持续发展的气象事业支

撑保障体系。

在广东省政协十一届二次会

议上，刚获得 2013 年优秀提案奖
的广东省政协科教卫体委员会副

主任、广药集团董事长李楚源再

次提交了新的提案———关于开展

雾霾治理与发展雾霾经济，他表

示，在防治雾霾中，企业要担当重

要角色，防治雾霾企业责无旁贷。

他建议广东启动绿色税收制

度，将税负逐步从对收入征税转

移到对环境有害的行为征税。环

境保护税一旦开征，将大大刺激

高能耗、高污染的传统企业在环

保方面的需求。同时，对“雾霾型”

疾病的防治进行政策支持和资金

投入，鼓励企业研发生产抗雾霾

产品。

他提到，企业要抓住机遇，积

极开发和推广防护口罩、过滤鼻

塞等防护类医疗器械，加大投入

研制能有效提高人体免疫力、抵

抗力的呼吸道类和皮肤护理类的

药物，大力研发饮料、膏方、颗粒

等具有防霾功能的新型食品、保

健食品，企业可以通过多种方式

抢占医疗保健市场。

他表示，开展该类研究，对广

东进一步做好防控空气污染有很

好地启发性和指导性意义。他建

议政府可采用“政府搭台，企业唱

戏”的形式，出台相关鼓励优惠政

策，适时对相关研究予以财政补

贴，鼓励和支持企业。

鼓励支持民营企业参与大项目建设，鼓励

支持民营企业参与国有企业改革，充分激发民

营经济活力和创造力，促进民营经济新发展新

提升。

区域发展：“自贸区”热度激增

2013年 12月，《厦门自由贸易园区总体方

案》已由福建省委、省政府转报国务院。方案提

出，把自贸园区建成与国际通行规则接轨的对

外开放综合平台。

环境治理：企业担当防治雾霾重要角色

在防治雾霾中，企业要担当重要角色，防治

雾霾企业责无旁贷。政府可采用“政府搭台，企

业唱戏”的形式，出台相关鼓励优惠政策，鼓励

和支持企业。

中国白酒从香型上分为酱

香型、清香、浓香、米香、果香等

几种类型，在近几年来酱香型

白酒更受消费者的喜爱，那么

酱香型白酒的好处有哪些？为

什么消费者越来越青睐酱香型

白酒呢？最主要的原因是：酱香

型白酒是目前公认的对身体伤

害最小的健康型白酒。这就是

酱香型白酒的好处，也是酱香

型白酒的核心竞争力！

为什么说酱香型白酒是对

身体伤害最小的健康型白酒

呢？

第一，酱香型白酒是纯粮高

温酿造的白酒，酱香型白酒生

产工艺特殊，迥然不同于浓香

和清香等其它香型的白酒。一

瓶传统工艺的酱香型白酒从原

料进厂到产品出厂，至少要经

过三到五年。在这当中，需要经

过九次蒸煮、八次发酵、七次取

酒。酱香型白酒的代表———中

国爱国酒和茅台酒以及中国孔

圣酒都是这样生产出来的，它

们同时也代表了传统的酱香型

白酒生产工艺。同时在漫长、特

殊而神秘的生物反应过程中，

在窖池和空气中庞大的微生物

族群的共同作用下，各种有益

的微生物尽数罗置于酒体中。

第二，酱香型白酒易挥发物

质少，有利于健康，酱香型白酒

蒸馏时接酒温度高达40度以

上，比其它酒接酒时的温度高

出近一倍。高温下易挥发物质

自然挥发掉的多，而且酱香型

白酒要经三年以上的贮存，贮

存损失高达3%以上，所以酒体

中保存的易挥发物质少，自然

对人体的刺激少，有利于健康。

第三，酱香型白酒的酸度

高，是其它香型酒的3至5倍，主

要以乙酸和乳酸为主。

第四，酱香型白酒的酚类化

合物多。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消

费者趋向于选择干红葡萄酒，原

因在于干红葡萄酒含有较多的

酚类化合物。酱香型白酒中的酚

类化合物是其它名优白酒的3

至5倍，比干红葡萄酒高1倍多。

第五，酱香型白酒的酒精浓

度科学合理，对身体的刺激小。

酱香型白酒的酒精浓度一般在

53%（V/V）左右，而酒精浓度在

53度时水分子和酒精分子缔合

得最牢固。加之酱香型白酒的

贮存期较长，游离的酒分子少，

所以对身体的刺激小，有利于

健康是不言而喻的。

第六，酱香型白酒是纯粮天

然高温发酵的产品。酱香型白

酒至今为止尚未找到主体香味

物质，所以即使有人想通过添

加合成剂做假也无从着手，这

就排除了添加任何香精、香气、

香味物质的可能。

第七，酱香型白酒中存在

SOD和金属硫蛋白等物质。

SOD是氧自由基专一清除剂，

其主要功能是清除体内多余的

自由基。同时，酱香型白酒还能

诱导肝脏产生金属硫蛋白，金

属硫蛋白的功效又比SOD强多

了。综上所述，酱香型白酒的好

处显而易见，市场销售量逐年

递增。

茅台镇酱香型白酒以中国

爱国酒和贵州茅台酒以及中国

孔圣酒为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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