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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电 （记者罗艾桦）梅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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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经过集约用地、
节能减排、拉动就业、增加税收等轮番“比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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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

日，广东梅州、河源、肇庆三市的市长兴奋地从省
政府拿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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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元的首批全省产业转移竞争性扶持
资金支票。

一方面，
,-.

占到全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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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珠三角地区，呈
现土地、资源、人口、环境四个“难以为继”，一方面粤
东西北地区工业化进程缓慢、大量剩余劳动力找不
到出路；一方面，外贸出口多年来占全国三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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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
面，全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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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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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出口增幅同比回落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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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百分
点，上万家出口企业生存困难甚至关闭……

今年来，广东省委省政府审时度势，除了出台一
系列出口扶持措施、及时实施《来料加工企业不停产
转三资企业操作指引》外，更立足全局和长远，科学
地提出了珠三角地区要加快把劳动密集型资源密集
型产业和劳动力向东西北地区“双转移”的战略目
标，同时切实瞄准世界先进产业，加大招商引资力
度，主动承接国际产业转移，千方百计引进高端服务
业、高端制造业和高新技术产业。招商选资对象重点
放在发达国家企业特别是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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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企业、国内民
营企业、有实力的中央企业以及港澳台企业等方面。
东西北地区则要加强与产业转出地的项目对接，加
快基础设施建设，加强产业招商和园区招商。

困难是挑战，更是机遇。广州市郑重宣布：未来
广州在重点建设“四个中心、一个基地”即区域性现
代服务业中心、国际商务会展中心、亚洲物流中心、
华南科技创新中心和国内先进制造业基地的基础
上，将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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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建成创新型城市为目标，加快发展国
家级软件、电子信息、生物医药、网游动漫四大产业，
把广州建设成为全国第三大超级计算中心。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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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全市以现代服务业为主的经济结构将基本形成，
第三产业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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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比重要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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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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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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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右。
佛山市表示将全力打造“三大世界级产业基

地”，即全球“陶瓷之都”、顺德“白色家电之都”、世界
级液晶平板显示产业基地，重点推进“广东省金融高
新技术服务区”建设。目前，中国人保、美国国际集
团、光大银行、招商银行等金融机构已确定将其大陆
乃至亚洲地区的后援业务逐步放到南海，汇丰集团
环球营运佛山中心已正式运作，日本富士通、伊藤忠
和花旗银行、

234

以及深发行、民生银行、大连商品
交易所、广发银行等一批知名企业也已表态支持。

东莞市政府则迅速出台了《关于促进创意产业
园区发展的实施意见》，明确提出：每年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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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元支持自主创新，鼓励松山
湖、虎门港和东部生态园三大产业园区在现有基础上建设发展创意产业园。此
前，松山湖已与动漫重地杭州联手，在园区内打造动漫产业链。智能玩具开发
企业和服装设计企业也相继进驻松山湖创意产业园区。

中山市主要是深化与阿里巴巴合作，做强以电子商务为代表的虚拟经济，
争取在明年底前建成灯饰、家具、五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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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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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国内国际两个市场并重、网
上信息丰富、服务配送完善的现代虚拟产业集群，扶持万家以上内贸企业和千
家以上外贸企业做强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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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领导力 增强执行力 凝聚推动力

佛山市南海区凝聚科学发展合力
新华社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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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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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电 （记者孔
博）平东村是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桂城街道
的一个富足村庄，但过去发展工业对环境造
成严重污染。在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
中，该村不断解放思想，坚决搬迁污染企业，
打造面向全球的玉器加工产业链，形成“家
家雕美玉、人人创大业”的良好局面。平东村
的转变只是南海区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
观取得成效的一个缩影。

在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中，南海
区从基层实际出发，统筹抓好领导干部、普
通党员和基层群众在实践科学发展观中不
同的主体地位，着力提升领导力，增强执行
力，凝聚推动力，在全区上下形成共谋科学
发展的生动局面。

领导干部是推进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
活动深入开展的关键。南海区积极开展“四
个一”活动，不断提升领导干部的战略思
维、科学决策、科学规划、改革创新、统筹驾
驭、应急管理六大能力。
“一人一题”开展调研。南海区几套领

导班子成员紧紧围绕发展转变、社会民生、
资源环境、城乡统筹、社会稳定等影响和制
约科学发展的突出问题，每人带一个课题

深入调研。共组织参与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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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次），聘
请专家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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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名，走访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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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家，
召开座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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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场，发放问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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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
份，统计各类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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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项。
“一人一带”加强指导。领导干部每人

挂钩联系一个基层单位，在开好专题民主
生活会、撰写分析报告、开展分析报告群众
评议、解决突出问题、建立健全有利于科学
发展的长效机制等工作上对联系单位进行
指导，确保学习实践活动取得实效。
“一人一谈”深刻剖析。认真开好区党

政领导班子专题民主生活会，领导班子成
员在会上结合工作分工和调研课题，逐一
发言，深刻剖析问题，认真总结经验，最终
形成了《佛山市南海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
观情况分析报告》，全面总结了南海区发
展中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取得的经验以
及创新思路、加强领导班子建设等方面的
措施。
“一人一测”科学评价。引入专业调查

机构，针对领导干部对科学发展观的认知
程度、思想转变情况以及领导科学发展能
力的提升状况等内容，对领导干部的胜任
能力进行独立测评。

广大党员和群众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
观的主力军。南海区扎实推进全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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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多
名党员开展学习实践活动，从加强学习、突
出实践、带动群众三个方面入手，使之成为
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忠实执行者。

加强学习，深化认识。南海区加强对普
通党员的正面教育与引导，坚持集中学习
与个人学习相结合、外出学习与内部交流
相结合，通过举办科学发展观知识竞赛、
“我身边的科学发展观”演讲比赛等多种方
式，逐步加深广大党员对科学发展观的时
代背景、科学内涵、精神实质和根本要求的
理解和认识。

突出实践，促进发展。南海区要求广大
党员按照科学发展观要求，紧密结合本单
位本部门工作以及自己的思想实际，边学
习边实践，边实践边提升，在节能减排、产
业转型、整治河涌、改善民生等重点工作中
爱岗敬业、奉献力量。广大党员在学习实践

活动中积极建言献策，提出了
意见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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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多条。
在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

动中，南海区坚定不移地实施
东西部统筹协调发展和“双轮
（民营经济、招商引资）驱动”两
大战略。在注重环境保护的同
时，大力推进产业转型和城市

转型，努力推进粗放型发展方式向集约型
转变，加快“腾笼换鸟”。截至目前，全区关
闭污染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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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家，节能减排治污凸显
成效；引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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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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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企业和项目，
以金融服务业、现代物流为龙头的现代服
务业迅速崛起，以液晶显示、汽车配件和智
能家电为代表的先进制造业茁壮成长，现
代产业体系正在加快崛起。

佛山市委常委、南海区委书记李贻伟
说，南海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凝
聚了领导干部、普通党员和基层群众的合
力，形成了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强大力
量。通过学习实践活动，解决突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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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建立完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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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形成科学发展观
指标体系、产业发展优化机制、社会民生改
善机制、城乡统筹发展机制、资源环境优化
机制、执政行政能力提升机制等六大长效
机制，达到了“干部受教育、发展上水平、群
众得实惠”的目的。

围绕中心 服务大局
深入开展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试点工作

最高人民法院出台司法解释

法院要做好企业法人退市“清道夫”
本报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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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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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电 （记者刘晓鹏）最高人民法院日前公布有关司法
解释，明确规定在债权人对人员下落不明或者财产状况不清的债务人申请破
产清算，符合企业破产法规定的，人民法院应依法予以受理。

这一司法解释，以最高人民法院对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有关请示的批复
形式公布。该批复明确，债务人能否依据企业破产法第十一条第二款的规定向
人民法院提交财产状况说明、债权债务清册等相关材料，并不影响对债权人申
请的受理。

最高人民法院民二庭庭长宋晓明说，人民法院作为企业法人退市中的“清
道夫”，对于实践中普遍存在的“植物人公司”，可以也有必要通过司法程序终
止其法人资格，彻底清理法人市场中的“垃圾”。

按照这一司法解释，人民法院受理上述破产案件后，应当依据企业破产法
的有关规定指定管理人追收债务人财产；经依法清算，债务人确无财产可供分
配的，应当宣告债务人破产并终结破产程序；破产程序终结后两年内发现有依
法应当追回的财产或者有应当供分配的其他财产的，债权人可以请求人民法
院追加分配。

为基层组织注入新鲜血液

青海再聘 500名高校毕业生村官
本报西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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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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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电 （记者郅振璞、刘鑫焱）近日，青海省选聘大学毕
业生村官的工作再次拉开帷幕。今年，青海将再选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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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高校毕业生到村任
职服务。

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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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始，青海积极探索实施“一村一名大学生计划”，选聘符合条件
的大学毕业生到农牧区基层工作。截至目前，已选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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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大学毕业生到村
开展工作，覆盖全省行政村的

)!&5)/

。
为了优先选拔有农牧区工作经历的优秀大学生进入干部队伍，青海省委

组织部出台新政策：今后选调优秀大学生，均拿出一定名额，从到村任职服务
两年以上的高校毕业生中进行公开考录；到村任职服务两年后，报考党政机关
公务员或参加事业单位招聘工作人员的，在笔试总成绩中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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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报考省内高
校硕士研究生的，在初试总成绩中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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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同等条件下优先录取；省直部门和
单位面向社会公开考录公务员和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工作人员时，拿出不少于
'6)

的职位，从到村任职服务期满的高校毕业生中考录或招聘。

积极引导上下游产业

南方电网节能降耗不留死角
本报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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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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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电 （记者罗艾桦）自从节能降耗纳入责任制考核体系
后，节能降耗在南方电网公司不仅成为了硬指标、硬约束，而且成为了全体干部员
工的自觉行动。全体干部员工尤其注重在营业、销售、用户服务诸环节发挥电网对
产业链上下游的引导作用，主动引导客户节能。

在发电环节，南方电网大力推进水火电联合优化调度，充分利用水能资
源。今年上半年，全网水电购电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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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千瓦时，比去年同期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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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千瓦
时，相当于节约标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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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吨。
在输配环节，南方电网全过程降低发生在输电线路上的损耗。今年，所有

电网规划项目均
'%%7

完成了项目节能和环评审查。
在用户环节，南方电网进一步推进“绿色行动”，严格执行国家差别电价政

策，促进产业结构调整。
南方电网还不断加强节能服务组织体系建设。目前累计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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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企业开
展了节能诊断，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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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已改造完毕，每年可节约用电
''

亿千瓦时，平均节
电率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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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