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川代表团10件全团建议：将四川重大交通项目纳入国家“十三五”规划

插上腾飞的翅膀
把成都打造成为国际航空枢纽

《建议》提出，望助推长江上
游综合立体交通走廊建设，并提
出了加快实施长江干线航道等级
提升工程、统筹推进支线航道建设、
促进港口合理布局等具体措施。

提升长江干线航道等级，主
要是推进干线航道整治工程。将
重点实施长江宜宾至重庆川境段
228公里航道整治工程，将航道等
级由三级提升至二级，力争2016
年实现全面开工建设。此外，还将
研究论证长江上游宜宾至水富段

30公里航道整治工程，将航道等
级由四级提升至三级，也是力争
今年内完成前期工作并实现开工
建设。

在推进支线航道建设方面，
将加快岷江高等级航道建设项目
的前期工作，加快岷江犍为航电
枢纽建设，开工建设龙溪口、东风
岩、老木孔等航电枢纽，同步推进
岷江龙溪口至宜宾段81公里航道
整治工程。同时，还将完善嘉陵江
航电枢纽工程和川境段航运配套

工程，对金沙江攀枝花至水富段
788公里航运资源开发和实施翻
坝转运系统进行研究论证。

四川还将大力发展长江干支
流现代航运服务业，形成层次分
明、功能互补、竞争有序的港口发
展格局。未来将加快泸州港多用
途码头二期续建工程、宜宾港志
城作业区重大件泊位和散货泊位
工程建设，并推进泸州港—宜宾
港整合，完善集装箱、大宗散货、
汽车滚装等中转运输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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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12日在
北京梅地亚中心举行记者会，中国人民
银行行长周小川，副行长易纲、潘功胜、
范一飞等就“货币政策是否调整”“如何
看待首付贷”“互联网金融监管”等热点
问题回答了中外记者提问。

保持稳健的货币政策
没必要过度刺激

针对货币政策会不会转向宽松的
问题，周小川表示，中国将更多依靠内
需，而不是出口实现GDP增长，因此不
会倚重货币、汇率政策来实现经济增长
目标。

“从人民银行角度来看，经济增长
在很大程度上和储蓄率有关系。”周小
川说，“中国不会过度依靠出口来实现

GDP增长，净出口在GDP增长中的
贡献率也不再像以前那么大。在这
种情况下，用货币、汇率政策刺激
出口，对实现增长目标所能起到的
作用并不大。”

周小川明确表示，如果国际国
内没有大的经济金融风波事件，我
国将保持比较稳健的货币政策，不
会采用过度的货币政策刺激来实
现增长目标。

七成库存在三四线城市
房贷政策须因地施策

在谈到房贷政策时，周小川表
示，住房金融政策要考虑总量，全
国平均看房地产市场仍面临较大
去库存压力，去年库存量比前年增

长超过15%；也要考虑到目前国内
房价出现很大分化，一二线城市房
价上涨较猛引发关注。

潘功胜表示，当前中国房地产
市场总量过剩、区域分化。目前7.2
亿平方米的库存房中，70%分布在
三四线城市，因此住房信贷政策必
须与全国房地产的形势相匹配。央
行将因地施策；加强市场自律，由
商业银行自主决策；住房金融采取
宏观审慎管理。

跨境资本流动正常
外汇市场继续回归理性

在回应“大家是不是不用急着
去买美元”问题时，周小川直言，

“本来就没有必要急着去买美元。”

外汇市场情绪有时候会有波动，但
回归正常、回归理性、回归基本面
的趋势会继续下去。

针对公众关注的跨境资本流
动问题，易纲表示，总体来说，资本
的流入流出在预期范围之内。资本
流出和流入中大部分都是正常的
积累起来的。“在流入中，可能存在
部分额外的资本流入，如果预期变了
就要流出。”易纲表示，通过对外汇流
出结构的分析，流出的大部分是“藏
汇于民”。

购房“首付贷”违法
互联网金融协会将正式成立

针对近期多地 P2P 平台推出
“首付贷”问题，潘功胜表示，房地

产中介机构、房地产开发企业自办的
金融业务、或者与P2P平台合作开展
的金融业务，没有相应资质属于违法
经营，央行将对此进行清理整顿。

潘功胜指出，房地产中介机构、
房地产开发企业与 P2P 平台合作，
所提供的“首付贷”产品不仅加大了
居民购房的杠杆，削弱了宏观调控
政策的有效性，增加了金融风险，同
时也增加了房地产市场的风险。

针对互联网监管问题，周小川
表示，互联网金融发展很快，出现
很多新的问题。去年出台的相关文
件还没有真正落实，就又出现了新
的挑战。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已经
筹备了一段时间，在未来若干天会正
式挂牌成立，以加强行业自律方面的
管理。 （新华社）

昨日下午，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
会议在北京梅地亚中心举行记者会，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主
任肖亚庆，副主任张喜武、副主任黄
丹华和副秘书长、新闻发言人彭华岗
就国企改革的相关问题回答中外记
者的提问。

肖亚庆说，目前106家央企无论是
在体制机制上还是在管理能力上，仍
有与新常态不适应的地方，如与优秀
的跨国公司和民营企业相比，现在央
企管理层级仍然比较多，对此必须要
改革，要压缩层级。对于改革面临的挑
战，“可能有极个别人对改革遇到的阻
力，担当精神不够，会有这样那样的顾
虑。”肖亚庆说，对于这些个别人，他的
回答只有一句话：先出清，“必须把改
革做好，这是绝大部分企业管理者现
在的心情。”

肖亚庆说，当前国有企业特别是
中央企业的产业结构偏重，重化工领
域资产总额接近70%，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任务很重，中央企业在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中要主动作为。“中央企业要
抓好创新发展一批、重组整合一批、清
理退出一批。”下一步将把央企做强做
优放在更突出的位置。

针对有关三大石油公司纵向看产
业链是完整的但内部产业重复效率低
的疑问，肖亚庆说，这一问题在各个领
域企业中都存在，是下一步改革需要
完成和解决的问题，用市场化办法消
除横向隔阂，既搞产业链上的纵向整
合，也在同行业间做横向整合，使企业
运行更加顺畅。

肖亚庆还强调，国企改革不是要
把企业搞弱了、搞小了、搞僵化了，而
是要在进一步增强活力、控制力、影响
力、竞争力上下功夫，使国有企业更加
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要求，引领经济
发展新常态，进一步发挥其在市场竞
争中的主体地位。 （新华社）

昨日，记者从十
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
议四川代表团获悉，
代表团全体会议已讨
论通过了以四川代表
团名义提出的10件建
议，其中包括《关于将
四川重大交通项目纳
入国家“十三五”规划
的建议》；《关于建立
水电资源开发生态环
境补偿和利益共享机
制的建议》；《关于将
四川融入“一带一路”
建设重大项目纳入国
家“一带一路”建设项
目库的建议》；《关于
开发建设G318/317
川藏生态文化旅游经
济带的建议》以及《关
于支持西渝高速铁路
线路经达州、广安方
案的建议》等。

建议将以四川代
表团的名义，按法定
程序和大会要求报大
会秘书处。记者看到，
《关于将四川重大交
通项目纳入国家“十
三五”规划的建议》提
到了三个项目，覆盖
了水、陆、空三大交通
网络。

“将四川重要的交通项
目纳入国家‘十三五’规划，
我认为非常有必要。”全国人
大代表、中国五冶集团有限
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程并
强说，建议如能得到国家的
支持，对促进西部发展，特别
是促进国家确定以成都作为
中心城市的发展以及带动城
市周边发展，有着很重要的
意义。“因为作为中心城市，
一定要有带动性和辐射性。
这种带动性和辐射性首先就
是交通的通达性。”

“我们对此是坚决支持
的。如果四川交通发展能够
纳入国家层面规划，那么在
政策、资金扶持上就会有更
大的力度。”全国人大代表、
来自自贡的中昊晨光化工研
究院有限公司总经理李嘉告
诉记者。在她看来，四川交通
发展理所应当进入国家规
划。“不管是成都，还是四川，
甚至是西部地区，都是中国
最具活力的地方，有那么好
的资源条件，那么秀美的风
光，那么深厚的文化和历史
的积淀。但多年以来，因为交
通问题，一直制约着四川发
展。解决了四川的交通问题，
就等于给四川的经济发展插
上了腾飞的翅膀。”

成都商报记者 王冕

成都天府国际机场可研报告已上报
“空”，正是当前备受关注的成

都天府国际机场（成都新机场）建设。
数据显示，成都双流国际机

场是中国大陆第四个也是中西部
第一个实施72小时过境免签的机
场口岸，已开通国内外航线222
条，通航国内城市105个，国际、地
区城市62个，国际、地区航线数位

居中西部第一，2014年旅客吞吐
量超过3766万人次。

为满足成都地区航空市场快
速增长和打造成都国家级国际航
空枢纽的现实需要，四川正在加
快推进成都天府国际机场建设工
作，总体规划6条跑道（一期工程
为3条），项目总投资754亿元，一

期工程目标年（2025年）旅客吞吐
量达到4000万人次，货邮吞吐量70
万吨，年飞行架次32万架次。

据了解，目前，成都天府国际
机场可研报告已编制完成，并已
上报民航局。《建议》恳请国家尽
快批复项目可研报告，以利项目
尽快开工建设。

《建议》同时恳请支持四川高
速公路项目建设，将G4216线仁
寿经沐川至屏山新市高速公路
（含马边支线）、G4216线屏山新
市经金阳至攀枝花段、G8513线
九 寨 沟（川 甘 界）至 绵 阳 段 、
G0511线德阳至都江堰段、G7611
线西昌至香格里拉段（四川境）、
G7611 线 昭 通 至 西 昌 段（四 川
境）、G8515线荣昌至泸州段（四
川境）、G0615线久治至马尔康段

（四川境）、G0611线郎木寺（川甘
界）经川主寺至汶川段等高速公
路纳入国家“十三五”规划，以加
快前期工作并开工建设。

根据《建议》，G4216线仁寿经沐
川至屏山新市高速公路，估算投资
249亿元，2016年开工建设；G4216线
屏山新市经金阳至攀枝花段，总估
算投资677亿元，建设期2016年至
2020年；G8513线九寨沟（川甘界）至
绵阳段，总估算投资400亿元，建设

期2016年至2020年；G0511线德阳
至都江堰段；总估算投资166亿元，
建设期2016年至2019年；G7611线
西昌至香格里拉段（四川境），总估
算投资264亿元，建设期2016年至
2020年；G7611线昭通至西昌段（四
川境），总估算投资295亿元，建设期
2016年至2020年；G0611线郎木寺
（川甘界）经川主寺至汶川段，总估算
投资450亿元；G0615线久治至马尔康
段（四川境），估算总投资269亿元。

德阳至都江堰高速有望2019年建成

建长江上游综合立体交通走廊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副行长易纲等回应金融热点问题

央行表态：购房“首付贷”违法！

促进西部发展
将四川交通发展纳入国家
“十三五”规划非常有必要

委员建议引入保险机制
参与社会公共安全管理

地铁运营、长途客车、建筑工程、
电梯运行……近年来，大城市的公共
安全问题日益凸显。对此，全国政协委
员、民盟上海市委主委郑惠强认为，社
会公共安全风险点多、突发性强，探索
引入保险机制加强全过程管理，不失
为一种好的方法。引入保险机制参与
社会公共安全管理，不仅可以发挥保
险传统的赔付功能，而且可以在提早
介入、化解风险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据了解，部分地区正在尝试把保
险纳入社会管理的工具箱。比如，上海
是国内轨道交通运营线路最长、日均
客运量最大的城市之一，“十二五”期
间探索由保险公司作为独立第三方，
为轨道交通运营安全提供评估服务，
从而突破了传统意义上的承保、理赔
等服务模式。

国家减灾委专家委员会副主任闪
淳昌之前也提出，要在部分公共安全
领域逐步导入强制责任保险制度，为
保险作用的发挥奠定制度基础。同时，
对具有公共安全性质的保险，给予税
收等方面的政策支持。 （新华社）

加强监督问责
遏制庸政懒政不作为

徐辉委员12日在全国政协十二届
四次会议第四次全体会议上作大会发
言时说，治国兴邦，勤勉为先。对庸政
懒政不作为问题进行严肃问责，既是
党中央“从严治政”理念的体现，也是
政府提升治理能力的必然要求。

徐辉建议，要令出法随，狠抓落
实，对庸政懒政不作为行为决不能听
之任之，必须严肃问责，一治到底。要
充分发挥监督利器的功能，持续加大
督查力度，置更多的政务规定、项目进
展、资金使用、土地审批等事关国计民
生的政务要事于阳光监督之下，同时，
人大、政协、媒体和社会要更多地参与
监督，切实发挥社会主义民主监督体
系的重要作用。 （新华社）

央企管理层级太多
必须改革

制图 王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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