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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屆廣東省委常委任職履責的第一天
，便集體亮相與網民作在線交流，這種做法
開創全國先河。中央政治局委員、廣東省委
書記汪洋詮釋這一舉動的意圖說，長期以來
網民的鼓勵和批評，讓我們兼聽則明，謹慎
自省，也使我們頭腦清醒，不斷改進工作。
他表示，想以這種方式表達廣東省委對網絡
社會的重視，並就此作出制度性探索，發揮
示範效應，推動網絡問政走向制度化。

【本報記者鄭曼玲廣州十四日電】

14 日上午十點，新一屆廣東省委常委如約坐到電
腦旁，通過人民網、新華網、南方網、奧一網等網絡平
台，與網民開始在線交流。據介紹，廣東有一億人口，
其中有 6300 多萬網民，此次省委常委集體 「觸網」的
預告發布之後，引發熱烈反響，短短幾天內，相關頁面
的訪問量飆升至數百萬，網民的留言和提問也多達數千
條，內容涉及經濟社會建設的方方面面，當中不少直指
敏感尖銳的問題。對這些，廣東省高層並未迴避，在交
流會現場，他們一一作出了回應。

網民批評可使頭腦清醒
汪洋說，今天是新一屆常委任職履責的第一天，我

們集體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一起來與網友進行在線交流。
我們想以這種方式表達省委對廣東網絡社會的重視。他
表示，無論是這次黨代會的籌備召開，還是在廣東日常
的改革、發展、穩定的工作中，廣大網民都提出了許多
意見建議，有鼓勵、支持，當然也少不了批評。 「我們
認為這都是對我們工作的關注、幫助，讓我們兼聽則明
，讓我們謹慎自省，也使我們頭腦清醒，不斷改進工作
。」

此次是汪洋連續第5年與網民在線交流，之前他也
曾帶領部分高層一起參加，但全體在家省委常委悉數參
與 「網聊」，這還是頭一回。汪洋說，這一方面表明我
們與網民的互動正在走向制度化，另一方面也說明它已
成為廣東省委領導集體的共識。

一位網民 「廣東單雙王」向汪洋提問說， 「改革開
放那麼多年，為何粵東西北的窮帽子還摘不掉。10 年
後，恐怕是珠三角比歐洲美，而粵東西北地區仍如非洲
差。省裡對這個事是不是沒招了？」

汪洋坦誠回應道，這位網民關注的問題是廣東熱點
問題。促進區域協調發展是廣東實現科學發展最重要、
最堅定的任務之一，未來五年要把這項工作作為全省轉
型升級的主攻方向。

一個半小時的 「網聊」，廣東高層先後回答了十幾
個問題，但網民的提問依然源源不斷。汪洋說，我仔細
看了，網民的留言確實反映出社會轉型期的突出問題，
涉及城鄉發展、異地務工人員融入城市、教育、交通堵
塞、徵地拆遷、行政區劃調整、幹部腐敗等等。汪洋表
示，這些問題，廣東省委是有充分認識的， 「我們的感
受是深刻的，不是不了解。我們在工作上確實存在 『一
手軟一手硬』的問題。現在正在採取措施努力解決，對
有條件的爭取盡快解決。」

希望網民參與社會建設
汪洋坦承，就算將 「網聊」時間再延長，也回應不

了所有網民的問題。但他認為，這種交流關鍵是一種制
度化的探索，更多是發揮示範效應，鼓勵各級政府和廣
大幹部更注意來自於網絡的聲音，推進網絡參政議政制
度化， 「因為這個平台上大家可以更大膽、更直率、更
尖銳地對執政者提出意見，可以使我們真正做到兼聽則
明，提高對民情的曉知率，對決策有幫助。」

他希望網民們能積極參與到加快轉型升級、建設幸
福廣東中來。 「建設幸福廣東，黨委政府責無旁貸，要
承擔起這個責任，但是僅僅有黨委政府的努力是不夠的
，它確實要調動千百萬人共同去創造。」另外，他還希
望網民們共同建設一個健康的網絡社會，保護每一個在
虛擬社會中守法的人、有道德的人更好地使用網絡。

問：培育社會組織下一步有什麼考慮？

粵省委副書記朱明國：按照每年社會組織數量年
增長10%，有六條措施：一是放寬社會組織准入
門檻；二是強力推進政府職能轉移和建立政府購
買服務制度；三是出台培育發展社會組織的具體
規定；四是加大資金扶持幫助的力度；五是大力
加強社會組織黨的建設和團的建設以及社會組織
當中工青婦的建設；六是大力推進行業協會、商
會去行政化和去壟斷化的改革，這些工作正在有
條不紊地推進。

問：黨代會報告中第一次提到了 「廣東精神」 。
省裡有沒有想過參照香港評選 「太平紳士」 的做
法，評選代表 「廣東精神」 的 「廣東紳士」 ？

粵省統戰部長林雄：廣東精神的表述語普遍得到
大家的共鳴和讚譽，認為粵味十足，言簡意賅，
琅琅上口。正式發布只是個開頭，下來要讓它真
正成為民眾踐行的準則和價值追求。比如即將評
選 「廣東好人」，或許如網友說的像 「太平紳士
」那樣，至於名字，經過下一步研究再說。

問：有時候看到省政府門前一些百姓在上訪，日

曬雨淋，怪可憐的，省裡說的網上信訪難道不頂
用嗎？

粵省委秘書長林木聲：網上信訪現在是我們在提
倡的，也是有現實渠道的，但現在還在逐步完善
。我們將採取更便捷有效的措施進行改進，以解
除這位網友所描述的情況。

問：聽說廣州市正在抓三大平台建設，街坊都盼
着房子能升值呢。是不是真的？

廣州市委書記萬慶良：廣州正在謀劃推進三大項
目。其中南沙新區要努力打造成為粵港澳全面合
作的綜合示範區。從長遠來看，你房子所在區域
環境會越來越美，可以晚上數星星，白天曬太陽
，睡覺睡到鳥叫醒。

問：黃岩島目前態勢怎樣，軍隊打的話怎麼打？

廣東省軍區政委黃善春：有兩點大家可以堅信：
一是黃岩島自古以來就是中國的領土，菲律賓不
管搞什麼動作，不管是拉攏哪些國家來參與，都
改變不了黃岩島是我們國家領土的根本事實。第
二，請群眾、網民們相信，我們的中央、我們的
軍隊完全有能力、有決心守衛好黃岩島。

（鄭曼玲整理）

「網聊」會上，網民們爭相
「拍磚、灌水、蓋高樓」， 「給

力、有木有、大蝦」等各種網絡
語言層出不窮，現場氣氛輕鬆融洽。汪洋與網
民間的互動頻頻，當中還有不少 「小插曲」。

有網民在帖子上建議： 「現在這些留言還
不是真實的，你最好到新浪微博上去看看。」
汪洋 「爆料」說， 「其實，我每天都看新浪微
博的留言，而且我經常能看到批評我的留言。
這也可以理解，我們是執政者，是公僕，主人
說僕人兩句，好像也有合理性。」他又笑着說
了一句， 「當然，我也說老實話，主人說公僕
，有的說的對，也有的說的是錯的，但我也沒
準備申辯。」現場笑聲一片。

回答 「老爸」
另外，一位名叫 「松松老爸」的網民針對

廣東為網民建議所設的 「金點子」獎提問。汪
洋笑說， 「從這位網友的網名可以看出我們網
絡是多自由。你叫 『松松老爸』，一叫這名字
你就長一輩啊，佔便宜啊。但是網絡是平等的
，我就來回答 『老爸』的問題。」

汪洋說，金點子獎是根據網民的建議設立
的，大家反響積極，確實提出許多對經濟社會
發展和對政府科學決策都有幫助的點子。因此
它還會繼續辦下去。不僅如此，像今天常委集
體通過網絡跟網友交流，也會繼續，因為黨代
會報告中已經明確提出 「要推進網絡參政議政
的制度化」。

「你少說兩句」
網聊時間只有一個半小時，不少網民覺得

意猶未盡。但是，意欲活躍氣氛的現場主持人
在 「朗誦」了一番 「五月的南國，姹紫嫣紅；
初夏的羊城，花團錦簇」後，又拉長了語氣念
道， 「幸福的時光雖長，坦誠交流的時間卻很
短……」話未說完，汪洋不客氣地打斷他說，
「你少說兩句，網民不就能多問幾題嗎？」

【本報廣州十四日電】

朱小丹：堅定調結構促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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粵常委與網民互動摘選
1 社會建設

2 廣東紳士

3 網上信訪

4 城市建設

5 黃岩島

▲14日，汪洋率新一屆的中共廣東省委常委與廣東網友進行在線交流。90分鐘的交流中，有
大約960萬人次參與了網絡 「拍磚」 留言，網民圍繞着廣東民生、經濟等熱點和難題大膽獻
言 中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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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新社

【本報記者鄭曼玲廣州十四日電】廣東省委副書
記、省長朱小丹在回答網民關心的經濟問題時坦承，
今年一季度粵省多項經濟指標均出現增幅下滑，經濟
下行壓力加大。他表示，政府已經出台了56條扶持中
小微企業發展的政策措施，為其提供融資等金融服務
，同時還在全國率先出台了建立中小微企業綜合服務
體系的政策性文件，希望能幫助企業渡過難關。

在線交流會上，很多網民十分關心廣東經濟的走
向。朱小丹回應說，從今年一季度粵省經濟運行情況
看，廣東的主要經濟指標，包括GDP、工業增加值和
總產值、進出口貿易總額、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固
定投資總額，以及財政收入等，在增幅上都有不同程
度的下滑。

56條助中小微企融資
朱小丹分析道，造成經濟下行的直接原因是全球

經濟的低迷、外需的萎縮。當然，由於周期性因素的
影響，國內的投資和消費的力度也有所減弱。而廣東
主動調整經濟結構，必然也要在速度上付出一定的代
價。

朱小丹表示， 「在這個過程當中我們最關心的是
企業尤其是中小微企業在生產經營中面臨的困難，由
於訂單減少，各方面要素成本上升，融資比較困難，
企業當前遇到的困難甚至不亞於2008年金融危機時期
，企業利潤空間大幅減少。」他指出，政府保持經濟
平穩增長的主要出發點還是要面向企業、立足企業。
「我們已經出台了56條扶持中小微企業發展的政策措

施，另外也在金融服務方面出台政策支持中小微企業
融資，同時還在全國率先出台了建立中小微企業綜合
服務體系的政策性文件。我們會很好地落實這些政策
措施，幫助企業渡過困難。」

朱小丹進一步闡述道，經濟下行的深層次原因，
仍然是長期以來形成的結構性矛盾，廣東將堅定不移
地推進結構調整和經濟方式的轉變，不能片面地為保
持經濟的全增長而偏離轉變方式的主線。因此，廣東
省政府仍然把經濟工作的主要注意力放在調結構促轉
變上。比如出台了一系列促進加工貿易轉型升級、促
進 「雙轉移」的具體舉措，對推進現代產業重大項目
、重大產業集聚區建設和重大科技專項作了專門部署
。另外，廣東還與中央有關部門聯手推動在經濟結構

中佔比最大的加工貿易轉型升級。他說， 「雖然經濟
周期性波動是經濟規律有所支配的，但是要實現經濟
的平穩健康、可持續發展，最終起決定性作用的還是
調結構、促轉變。我們會繼續利用市場倒逼機制，加
快推進廣東的轉型升級。」

▶廣東已經
出台56條扶
持中小微企
業發展的政
策措施

資料圖片

▲朱小丹坦承粵經濟下行壓力加大 鄭曼玲攝

▲王榮：在深圳仍有致富
機會 鄭曼玲攝

網民：深圳走下坡？
王榮：步入平穩增長期

【本報記者鄭曼玲廣州
十四日電】在與網民交流期
間，有網民直指 「現在深圳
錢不好賺」，質問 「深圳是
不是在走下坡路？」廣東省
委常委、深圳市委書記王榮
回應稱，深圳正在深化改革
，試圖率先建立起國際化、
法制化的營商環境，以保持
有質量、可持續的增長。
「這種大環境下，我認為大

家的致富機會還會有的，但
會更趨於公平，更趨於法治化。」

一位叫 「潛水的蝦」的網民說， 「身邊一些商業夥伴抱
怨，現在深圳錢不好賺，淘金不如淘沙。敢問深圳是不是在
走下坡路？」

王榮回應道，過去30 多年，深圳經濟特區的確給很多
人提供致富和施展才能的機會，也使得這個城市從無到有、
從弱到強。在前 30 年當中，平均每年發展速度達到 24%，
確實是個創造速度奇迹的城市。但是，到了新的時期，這種
景象逐步發生改變。

他分析深圳的經濟走勢說，一是國際金融危機確實給這
樣一個經濟大市、外向度特別高的城市帶來了超乎想像的衝
擊；二是經濟發展確實進入轉型期，歷史上那種超常規的高
速增長，應該說已逐漸過去，現在正步入一個正常的平穩增
長時期。深圳正抓住機遇加快轉型升級、推動科學發展，通
過提高自身的自主創新能力，發展新興戰略性產業，大力改
善民生，形成內需和外需共同拉動的局面。更值得一提的是
，深圳已經在深化改革，試圖率先建立起一個國際化、法制
化的營商環境，以更加完善的市場體制和機制來保持有質量
、可持續的增長。

王榮認為，在這樣的大環境下，大家的致富機會還會有
的，但會更趨於公平，更趨於法治化、國際化。深圳依然創
新活力很強、創業環境相當寬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