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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幸福 最高追求

【本報記者楊家軍、楚長城鄭州十一日電】河南
省高院院長張立勇 11 日在省十一屆人大五次會議作
省高級人民法院工作報告時透露，河南省連續第三年
開展 「拖欠進城務工人員工資案件集中辦理」活動，
近兩個月為6914名農民工追回勞動報酬1.26億元。

近日，最高法下發通知，要求嚴懲對農民工的
「惡意欠薪」行為，對於符合刑法規定的構成 「拒不

支付勞動報酬罪」的，要依法嚴懲 「惡意欠薪」行為
。省高院民一庭庭長司曉森向大公報記者透露，惡意
欠薪罪在以後案件中或被應用。

張立勇說，河南省設立專門巡迴法庭356個，勞
動爭議合議庭184個，凡是涉及拖欠進城務工人員工
資的案件，優先立案、優先審理、優先執行。經過兩
個月的努力，全省法院共辦理此類案件1583件。

另外，河南省加大了對貪污、受賄、瀆職犯罪的
懲處力度，去年判處犯罪分子 3430 人，其中縣處級
以上人員 62 人。省檢察院共立案偵查職務犯罪案件
2839 件 4180 人，其中，大案 2147 件，縣處級幹部
145人，廳級幹部17人。

河南對惡意欠薪究刑責

這或許是有多年從政經歷的陳建
華最難忘的一次記者會了。11日下午
，在他剛剛當選廣州市市長後首次召

開的新聞發布會上，當被大公報記者問及20年後重
溫鄧公南巡講話的感想時，這位1992年鄧小平南巡
的全程見證者，感觸良多，潸然淚下。他說，鄧公
的改革精神對這個國家的影響是超越時空的。

有幸親歷鄧公南巡
在55歲的陳建華近三十年的從政生涯中，最大

的亮點，莫過於當年作為時任廣東省委書記謝非的
秘書，全程見證了1992年改革開放總設計師鄧小平
的南巡過程。在鄧公南巡的諸多歷史照片中，都有
一個手持錄音設備的年輕人，這就是南巡講話的指
定錄音、記錄和整理者陳建華。當年他所整理的南
巡講話，後來形成了力挽狂瀾的中央文件，並在中
國掀起了新一輪解放思想和改革開放的熱潮。陳建
華曾感慨說， 「這樣的經歷終生難忘！」

當大公報記者問及，過幾天即鄧小平南巡20周
年紀念日，剛剛履新的他重溫南巡講話有何感想時
，陳建華接過話題後，深情回憶起當年的點點滴滴
，不禁在記者會上當場落淚。

他說， 「再過幾天是中國改革開放總設計師、
最敬愛的小平同志南巡20周年紀念日，小平同志在
南巡中體現出來的那種革命理想主義跟革命現實主
義的完美結合，給我們留下深刻的印象，給我們以
啟迪和教育。20年過去了，這種精神對國家的影響
，我想它會超越時空，20年，50年，甚至100年後
，我們仍然能夠感受到這位設計師對中國人民的那
份熱愛，他對美好事業的追求，他對民族偉大復興
的期待。」

陳建華哽咽着說， 「我記得他站在羅湖口岸上
眺望香港，他非常地激動。他生前說過，希望有生
之年能夠到香港走一走，可惜他先走了。」話畢，
陳建華潸然淚下。

懷仁堂陪伴鄧公骨灰
沉默良久之後，陳建華說， 「小平同志逝世以

後，他的骨灰留存在懷仁堂一個星期，那個星期，
我就住在懷仁堂的宿舍。除了站崗的衛兵，離小平
同志最近的就是我了。每天9點在他的家屬過來拜
祭他之前，我都會先過去緬懷一番。」他說， 「這
是一段非常難忘的歷史。我們這一代的知青，沒有
小平同志就沒有書讀，所以我們在學校裡發奮讀書

、為中華民族之崛起而讀書，我們永遠懷念小平同
志，他為我們黨的事業做出了巨大貢獻！」

說完這一番話，陳建華低頭拭淚，情緒激動而
久久未能平靜。他在起身鞠躬道謝後便結束了這一
場記者招待會。

除卻上述真情流露的片段，一個半小時的記者
會，陳建華全程脫稿，侃侃而談。應答中不乏幽默
睿智的亮點，氣氛輕鬆融洽。他說，作為新市長他
的夢想就是要爭創廣州歷史文化名城的新輝煌、建
設國家商貿中心、還要讓每一位廣州市民過上幸福
安康的生活。 【本報廣州十一日電】

本報記者提及鄧公南巡

陳建華當眾深情落淚
本報記者 鄭曼玲

稿稿特

新任廣州市長陳建華，1956年3月生，廣東陸豐
人。曾下鄉當知青、下工廠當工人，是 「文革」結束
後恢復高考的首屆大學生，歷任廣州從化市委書記、
廣州市委宣傳部長、河源市委書記。

陳建華在見面會上作簡短致辭表示，將把民生幸
福作為最高追求，堅持執政為民、廉政親民、勤政為
民、善政惠民，做人民滿意的公僕。

親民務實 素有政績
連任兩屆市人大代表的譚鉅添表示，早在幾年前

就認識陳建華，他不擺架子，做事務實。早在 2003
年，當時作為省人大代表的譚鉅添到從化調研。從化
正着手搞村村通公路，但資金不足。陳建華寧願把海
外人士捐的高級轎車拍賣，款項全部用於修公路，改
善民生，而自己卻用舊的 2.0 本田，受到村民的稱

讚。
譚鉅添說，陳建華先後在從化、河源任領導工作

，雖都是山區，但都把兩地經濟搞上去，政績有目共
睹。特別在河源工作的五年期間，使河源工業產值從
300多億增長到去年的1100多億，在粵北山區發展中
從排名第四躍到第二名。

嶺南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市人大代表梁鳳蓮認為
，曾任廣州市委宣傳部部長的陳建華，對文化頗有情
懷。政府工作報告對 「嶺南文化」作為一個章節、段
落出現，標誌着廣州對自身文化的認同。文化建設有
了明確了方向，在今後五年計劃中將實施文化惠民等
工程，讓人鼓舞。過去，文化搭台、經濟唱戲，文化
僅起輔助作用，而現在已升格。文化引領不僅可推動
社會進入新一輪發展，可如如虎添翼，還可對於道德
下滑等社會現象得到規範，起到有效遏制作用，有利

於緩解社會矛盾。

六位副市長 三人是博士
此次廣州市人代會選舉產生人大常委會主任1人

，副主任5人和秘書長1人。選舉市長1人，副市長6
人，中級人民法院院長1人、檢察院檢察長1人。

人大會議閉幕後，新當選的廣州市人大常委會組
成人員和廣州市政府領導班子成員，集體亮相記者見
面會。

廣州市人大主任張桂芳向記者們介紹了市人大五
位副主任：李力（女）、謝寶懷、吳樹堅（女）、趙
小穗（女）、張嘉極，秘書長周素勤。

六位副市長分別是：陳如桂、歐陽衛民、曹鑒燎
、貢兒珍（女）、王東、謝曉丹。其中陳如桂、王東
、謝曉丹為首次當選的廣州市副市長。陳如桂還是享
受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的專家。

六名副市長中有四人為 「60 後」，三人擁有博
士學位。

此外，劉年夫當選廣州市中級人民法院院長，王
福成當選廣州市人民檢察院檢察長。

廣州市人大十四屆一次會議11日上午閉幕，選出新一屆廣州市人大、市政府領導班
子。張桂芳當選為廣州市人大常委會主任，陳建華正式當選為廣州市長。他表示，將把
民生幸福作為最高追求，做人民滿意的公僕。

【本報記者袁秀賢廣州十一日電】

【本報記者楊楠
上海十一日電】上海
市十三屆人大五次會
議 11 日在世博中心
開幕，上海市長韓正
（見圖）作政府工作
報告時指出：要加快
上海迪士尼項目及配
套設施建設，編制和
實施國際旅遊度假區
發展規劃，有序推進

度假區核心區項目開發。
韓正說，上海產業轉型升級，要加快重點區域發

展，2011 年虹橋商務區、迪士尼等重點區域開發建
設和布局調整加快，迪士尼項目順利開工，市政配套
基礎設施建設亦實現了有序推進。

對於上海迪士尼項目進展，記者當日從上海國際

旅遊度假區管理委員會獲悉，備受矚目的上海國際旅
遊度假區核心區 「湖泊邊緣景觀項目」規劃許可結果
，眼下已經正式公示。根據公示，該項目的建設地點
位於上海國際旅遊度假區核心區內，東至川沙 A-1
地塊一期徵地邊線，西、南至核心區南環路，北至核
心區公共聯繫通道。

與此同時，上海國際旅遊度假區核心區 「市政管
理用房（含通信機房）」建設工程規劃許可結果亦已
公示，建設地點位於上海國際旅遊度假區核心區內，
東至北鋪路，南、西至H-1地塊，北至北圍場河。

今年經濟增長目標8%
上海市浦東新區副區長、上海國際旅遊度假區管

委會常務副主任劉正義表示，上海國際旅遊度假區是
「十二五」上海優化城市空間布局、轉變經濟發展方

式的重要載體，上海迪士尼樂園項目動工以來，現場
各項工程建設有力推進，以確保按期開園。

另外，韓正表示，今年上海全市經濟社會發展的
主要預期目標是，生產總值增長8%左右，地方財政
收入增長8%。城鎮登記失業率控制在4.5%以內，新
增就業崗位50萬個以上。

韓正在回顧去年工作時說，預計 2011 年上海全
市生產總值比上年增長8%以上，房地產業增加值同
比負增長，地方財政收入增長19.4%，來自第三產業
的地方財政收入增速快於第二產業9個百分點。

保障性住房建設方面，去年上海新開工建設和籌
措保障房 1700 萬平方米、26.7 萬套（間），供應
1240萬平方米、17.5萬套（間）。今年，上海計劃新
開工建設和籌措保障房 1100 萬平方米、17.08 萬套
（間），供應770萬平方米、11.4萬套（間）。

在談到各項民生事業發展時，韓正表示，今年上
海將認真做好PM2.5監測與治理相關工作，力爭列為
國家首批發布的城市之一。

韓正：加快滬迪士尼建設

【本報記者鄭曼玲、袁秀賢廣州十一日電】歷時五天的廣
州市十四屆人大一次會議，今天在廣州閉幕。連日來，與會的
人大代表熱議民生問題，保障性住房建設更是一大焦點。

石謙代表建議，政府應將幸福指數編制列入議事日程，將
其數據在報告中具體化、理性化、並將措施落到實處。徐啟英
代表建議，政府在加大保障性住房建設的同時，完善申請制度
，讓新廣州人（外來工）群體也享受到廣州本地居民同等的待
遇。

在參加市人大會議分組討論時，副市長歐陽衛民坦言，官
員財產申報制度本應為預防腐敗發揮作用，但現在的實際情況
是，每個幹部領一張表填，而內容的真假並沒有人核實。他認
為，制度漏洞會引誘犯罪，應該通過技術和政策的完善，讓好
人不敢變壞。

人代熱議穗保障房建設

廣州新市長陳建華：

【本報記者賀鵬飛、趙璐南京十一日電】南京市
政協十二屆五次會議今天開幕，中共江蘇省委常委、
南京市委書記楊衛澤在會上激情呼籲 「全民創業」，
並表示將放開一切能夠開放的創業領域，落實一切能
夠做到的創業政策，鼓勵引導和支持 「百姓創家業、
能人創企業、幹部創事業」。

楊衛澤指出，創業精神是跨越超越發展的原動力
，正是有了敢於創業、精於創業的精神，才使以色列
成為世界領先的創業之國。南京市把今年定為 「改革
攻堅、創新突破年」，楊衛澤表示，南京將大力實施
創業創新人才 「321」計劃，推動創業創新人才大擴
容，同時以全力推進紫金科技創業特別社區建設為示
範，全方位、多層次、網絡化推進全市各類創業園地
加速形成。

【本報訊】中新社廣州十一日消息：為期五天
的廣東省政協十屆五次會議今天拉開帷幕，廣東省
委書記汪洋下午與各界別委員代表座談。汪洋稱，
廣東正處於經濟社會發展的一個 「坎」上，要凝聚
全社會的力量並達成共識，齊心協力克服困難，使
廣東在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中繼續成為發展動力，
而不是引發矛盾和問題的 「導火點」。

汪洋說，自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以來，今年可能
是廣東經濟發展最為困難的一年。同時，廣東正處
在經濟發展難點與社會矛盾乃至政治風險的交匯
處。

汪洋分析說，從世界的主要經濟體情況看，國
際金融危機還在演進之中。加上中國國內資金並不
寬鬆，中央政府的財政支持力度也明顯不像 2008
年金融危機爆發時那麼大，更重要的是，廣東正面
臨經濟與社會轉型帶來的一系列新問題。

擬吸納農民工當幹部
另據本報記者黃寶儀報道，汪洋表示廣東準備

着手打破用人機制，下一步擬從在粵農民工代表中
，吸收優秀人才充當領導幹部。

另外，廣東省十一屆人大五次會議將於 13 日
在廣州開幕，歷時五天，會議將選舉廣東省省長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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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東省政協十屆五次會議今天在廣州開幕 黃寶儀攝

▲廣州市新一屆政府領導班子集體亮相 袁秀賢攝

◀新任廣州市
長陳建華表示
會廉政親民、
勤政為民

中新社

南京市委書記倡全民創業

▲陳建華（右）當年作為時任廣東省委書記
謝非的秘書，全程見證了1992年改革開放總
設計師鄧小平的南巡過程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