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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開始，港澳台記者可開始領取今年
全國兩會的記者證。兩會新聞中心副主任、
全國記協書記處書記祝壽臣對大公報記者表
示，目前記者報名還未最後截止，過幾天會
正式公布數字，但中外新聞機構報名踴躍，
料人數不會少於去年3000多人的規模。新
聞中心將一如既往提供規範化、人性化、個
性化的優質服務。

【本報記者賈磊北京二十九日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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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國務院總理溫家寶今年初在《求是》上
撰文指出：中國最大的發展差距仍然是城鄉差
距，最大的結構性問題仍然是城鄉二元結構。

城鄉差距，是這個經濟總量躍居世界第二
大國的 13 億人口國家躲不開的 「短板」。中
國社會科學院的一項報告顯示，中國城鄉收入
差距比為3.23：1，遠高於發達國家平均值。

即將召開的全國兩會被寄望繼續推進改革
攻堅，縮小城鄉差距、打破城鄉二元體制將成
為 「進一步改革」的着力點。通過土地制度、
產權制度、戶籍制度等改革舉措，中國各地在
彌合城鄉差距上進行了不少實踐和探索。

如今，城裡人能看到的電視節目，農村一
樣能看到；城裡人有醫保，農民也有了新型農
村合作醫療，城裡人60歲退休拿社保金，一些

地區的農民到60歲同樣可以拿到。
「中國政府連續多年出台了力度空前的強

農惠農政策，是縮小城鄉差距的重要途徑。」
全國政協委員、北京市農村工作委員會副主任
李成貴說。

「十一五」期間，中國政府徹底取消農業
稅和各種收費，結束了千百年農民種田交稅的
歷史，每年減輕農民負擔超過1335億元。中央
財政 「三農」投入累計近 3 萬億元，年均增幅
超過23%。

去年是中國第十二個 「五年規劃」的第一
年。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為6977元，增幅首次
突破千元，實際增長 11.4%，成為自 1985 年以
來增速最快的一年。

但是城鄉融合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在
中國經濟增長放緩壓力加大，世界經濟復蘇舉

步維艱的背景下， 「縮小城鄉差距」這個一直
橫亘在中國發展道路上的老命題，如何用新思
路去破解，使得今年的全國兩會更受關注。

一些代表委員認為，讓農民沒有顧慮、帶
着足夠財富和尊嚴進城，從而彌合城鄉差距，
需要的是制度改革和創新。

「增加農民財產性收入還有很大空間。」
李成貴說，要給農民的土地更好的「賦權」，讓
他們從中獲得更大收益， 「這是個系統工程」。

李成貴認為，農村徵地制度、集體土地利
用制度都需要進一步改革，以進一步釋放農村
潛在的生產力。今年兩會，他將帶着這樣的提
案上會。 新華社

每年全國兩會，有關政府、人大自
身建設，都是 「總理報告」和 「委員長
報告」必定涉及的內容。國務院總理溫

家寶 2 月 15 日主持召開國務院常務會議時，明確提出要推進依
法行政和社會管理創新，深化政務公開，健全監督制度，建設服
務、責任、法治、廉潔政府，推進行政體制改革。

國家行政學院教授、中國行政體制改革研究會副會長汪玉凱
指出，當前改革進入膠着期，政府成為焦點。政府自身改革步履
艱難， 「三公」消費、預算公開、官員財產申報等改革舉措，雖
已向前推進，但遇到了很大阻力。

汪玉凱認為，走出改革的困境，可以從三個方面尋求突破。
首先，加強執政黨自身的改革。啟動黨內民主，在黨內全面推行
差額選舉，以此突破選人用人制度的改革。從現實問題來看，這
是最為關鍵、也是最突出的一個問題，要從根本上改變過去那種
有舉無選的現象。現在很多地方黨政機構都在大膽探索黨政幹部
的差額選舉，甚至包括一些正職的地級市委書記。

其次，政府自身改革，首先要減少政府對市場社會的過多干
預，限制政府過多干預市場的權力，推進政府結構的優化，從源
頭上遏制部門利益。要避免 「與民爭利」的改革，比如土地徵用
和拆遷、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壟斷行業改革以及國進民退等，在
這些關係普通民眾切實利益的諸多重大改革的問題上，需要用新
思路進行審視，把 「與民爭利」的改革變成「讓利於民」的改革。

第三，人大是法定的國家最高權力機關，要加強人大的權力
和權威。推進人大代表結構、產生方式、人大運轉機制等一系列
重大改革，真正提高人大代表的代表性。

中央黨校教授周天勇也指出，行政體制改革要與人大制度的
改革和完善聯動。要完善預算審查、批准和監督制度。國外議會
60%時間都用來審查預算。人民和人大要將政府收入管住。人大
不能隨意將稅收權力委託給政府，不能由政府主導來進行收費立
法。對政府收錢要進行嚴格控制，人大要進行審查、辯論、聽證
、公告等等；花錢也要進行嚴格控制，預算應當細審，也同樣要
進行審查、辯論、聽證、公告等等程序，人大一定不能辜負人民
的重託，一定要負起責任，一定要把好政府收錢和花錢的關。

周天勇並指出，政府要減稅清費，改革 「三公」，壓縮行政
公務開支。財政真正民主化、陽光化，限制政府收入的上線，限
制黨政公務和行政事業開支的比例，是解決 「三公」問題的最好
途徑。 【本報北京二十九日電】

3000中外記者雲集兩會

中國着力彌合城鄉差距

政府改革讓利於民
本報記者 馬浩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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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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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11月

1962年11月

1960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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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8月

職務

廣東省副省長

河南省副省長

北京市副市長

重慶市副市長

江蘇省副省長

上海市副市長

山東省副省長

福建省副省長

浙江省副省長

天津市副市長

黨派

無黨派

無黨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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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盟

民盟

九三

九三

九三

致公

民進

【本報實習記者李理北京二十九日電】全國
兩會開幕前夕，中國 31 個省市自治區的地方政
府陸續進行換屆，本報統計發現，現時共有 29
名非中共人士在各省市政府中擔任要職。北京政
情觀察家向本報表示，種種信號表明，在即將到
來的中央政府換屆中，中共料將以更加開放的態
度招賢納士，更多非中共人士或將在下屆政府中
出任高級別職務。

在吸納黨外人士參政方面，近期出台的《關
於加強新形勢下黨外代表人士隊伍建設的意見》
釋放出重要政治信號。上述文件強調，在新形勢
下要着力培養大批高素質、有影響、作用大的黨
外代表人士，推動愛國統一戰線不斷鞏固壯大。

事實上，按照近年慣例，每逢新一輪人事調
整之前，中共中央均會發文為統戰工作定調。中
共 「十七大」前夕，中共中央曾明確統戰工作要
照顧同盟者利益，此後在新一屆國務院組成部門
中，萬鋼和陳竺兩名非中共人士獲任正職。

中央社會主義學院民主黨派研究專家王彩玲
告訴本報記者，中共不斷加強執政能力建設必須
倚重黨外人士力量，中共對黨外人士參政將持更
加開放態度。她預計，為了令民主黨派和參政黨
的地位更相襯，日後將有更多民主黨派和無黨派
人士擔任政府正職。根據本報統計，除新疆和吉
林兩地外，其餘省市自治區政府中，均配有一名
省級黨外人士副職，且不少非中共人士的政府排
名序列靠前。

逾20人具博士學位
分析各地的省級非中共高官履歷可知，這些

黨外幹部多是醫藥和教育界專業人士，有8名省
級副職高官曾在歐美國家接受高等教育或培訓。
以江蘇省副省長曹衛星為例，在上世紀八十年代
，他曾分別在美國俄勒岡州立大學及威斯康星大
學做博士及博士後研究工作。

這些非中共高官，逾 20 人具備博士學位。
北京的程紅和上海的趙雯兩位女副市長，分別是
經濟學和管理學博士，生於 1968 年的江西省副
省長謝茹則在職獲得經濟學博士學位。分析人士
稱，在政府管理和決策愈加強調科學和戰略的背
景下，中共吸納高學歷黨外人士將有效擴大政府
代表性，亦可廣泛聯繫知識分子和新社會階層，
增強政治文明和民主程度。

在主管領域方面，考慮到教育和專業背景，
各省級非中共高官大多數均執掌科技、教育以及
文化和計劃生育等領域，另有少數人分管外貿商
務和外事工作。專家稱，這些領域多涉及民生議
題，在決策層愈加重視科教和文化工作的背景下
，科教文衛已非傳統意義上的 「冷衙門」。

王彩玲認為，具有國際視野的非中共專才從
政，不僅有助於政府科學施政，更可以解決轉型
中所遇的多種社會管理問題，有利於維護社會穩
定。不過，她指出，儘管很多黨外人士具備豐富
的專業造詣，若想在公平競爭選拔中脫穎而出，
日後還需加強行政管理能力和政治素養。

祝壽臣介紹，儘管還沒有最後截止，但來採訪兩會
的外國記者遍及全世界五大洲。 「現在常駐中國的境外
記者800多人，這些記者報名採訪兩會和其他一些重要
活動都已經是常態。」

今年兩會新聞中心還將安排多場記者會、集體採訪
、網絡訪談等活動，滿足中外記者採訪需求。祝壽臣表
示，軟硬件方面沒有大的變化，但內容會越來越豐富。
他介紹，根據目前收到的採訪需求看，宏觀經濟走勢、
中國在歐債危機中的角色及民生問題依然是各路媒體關
注的重點。

新聞發布廳、茶歇處、網絡服務室、資料處，若是
採訪兩會老記者，會對新聞中心的各項人性化設施和服
務十分熟悉。祝壽臣表示，兩會新聞服務力求規範，目
前國際大型活動新聞中心提供的服務，兩會新聞中心也
都有。今年有更多供記者免費使用的電腦和無線上網設
備，還將對大會開閉幕式、總理政府工作報告等重要議
程提供公共直播信號。

代表委員自信開放
「某種程度上，我們會優先考慮境外記者提出的個

別採訪要求。」祝壽臣說。對於新聞發布會、集體採訪
、網絡訪談都不能滿足的採訪需求，傳媒可以在人大政
協專門設立的網頁上約訪代表委員。各代表團駐地、名
單、聯繫人姓名電話也將公布。

祝壽臣從十六大擔任新聞中心副主任開始，曾參加
過十七大、北京奧運、國慶六十周年、上海世博會、廣

州亞運會、深圳大運會以及每年的全國兩會等國家大型
活動的新聞服務工作。他說，過去媒體提出個別採訪落
實率不高的情況已經改變。

「代表委員總是怕講錯，疑慮比較多，現在很多人
會把採訪作為展示自己形象和觀點的平台，另一方面應
對媒體的能力成為執政能力的重要內容，領導、嘉賓過
去講話像做報告，回答記者問題很長，現在很多部長、
嘉賓對記者會掌握得非常好，應對自如，念稿子的越來
越少。」祝壽臣說，這表明代表委員越來越自信開放。

▲

▲

兩會新聞中心副主任祝壽臣稱，今年採訪全國
兩會的中外記者人數不會少於去年 賈磊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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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去年內蒙古農牧民人均純收入首次超越城年內蒙古農牧民人均純收入首次超越城
鎮居民，並縮小了與全國農民人均純收入的鎮居民，並縮小了與全國農民人均純收入的
差距。圖為內蒙古包頭市九原區的農民在大差距。圖為內蒙古包頭市九原區的農民在大
棚中收穫蔬菜棚中收穫蔬菜 新華社新華社

▼二十九日，武警在
北京天安門廣場上巡
邏，確保全國兩會順
利召開 中新社

▲二十九日，來自各地的旅遊團在北京天安門廣場遊覽，附近的北京人民大會堂備受矚目
中新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