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〇一二年十一月十六日 星期五A8要聞責任編輯：李向東
美術編輯：劉國光

李克強簡歷

為官要有 「三氣」 ：官氣
、書生氣和義氣。官氣並不是官
架子，而是遇到大事時能鎮住場
面；書生氣就是在視野和知識結
構上要跟上時代；義氣就是既要
讓領導放心，也要讓同僚和下屬
信任。 ──李克強

從挎着印有 「為人民服務」 字樣書包的安徽鳳陽知青，到孫冶方經濟
科學獎得主；經歷主政河南、遼寧的仕途，成為 「中南海新來的年輕人」
，操盤堪稱世界性難題的中國醫改和住房體制改革，李克強一路走來，攻
堅克難。這位中國政壇屢創最年輕紀錄的官員將被賦予更重要的使命。

本報記者 孫 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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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漢族，1955年7月生，安徽定遠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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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鳳陽縣大廟公社知青，後
期提拔為大隊黨支部書記

北京大學法律系學習

畢業後留北京大學任團委書記

共青團中央工作，先後任共青團
中央學校部部長兼全國學聯秘書
長、共青團中央書記處書記兼全
國青聯副主席、共青團中央書記
處第一書記兼中國青年政治學院
院長

赴河南省工作，先後任省長、省
委書記

調任遼寧省委書記

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副總理

中央政治局常委

▲2004年，時任河南省委書記的李克強（圖
中）考察基層

李克強的岳父岳母曾長期在河南
生活工作。李克強到河南工作後召開
家庭會議，他近乎苛責地向老人 「約
法三章」：對於任何人的求託，均
「一律回絕」。

李克強的岳母劉益清是新華社資
深記者，社會交往廣，人緣極好，是
出名的熱心人。隨着李克強職務的升
遷，岳母的活動範圍卻越來越小，原
先的朋友圈子已不見她的蹤跡。

在地方任職期間，李克強的孩子
還繼續留在北京讀書，據李克強身邊
人講，他不希望孩子在身邊上學，那
樣的話孩子會備受關注，對孩子造成
不良影響。李克強曾說： 「在北京的
話，誰也不知道你是誰，不會給你特
殊對待，這對孩子成長比較有利。」

當李克強的父親在安徽去世時，
他只向省委班子中個別領導打了招呼
，並囑咐不要擴散。返鄉匆匆料理完
父親喪事，他就回到河南。 「他主要
擔心有人借弔唁送禮，社會上有這個
風氣。」一位知情人士說。

「公生明，廉生威。」身正才能
為範。李克強在生活方面嚴格自律，
在用人方面主張選拔真才實學、不跑
不要、不事張揚、實幹開拓的幹部。
這不僅為李克強選官的標準，同時是
他為官準則。

嚴於律己，管好家人，李克強在
從政之路上一直保持着清正廉明的政
治形象。

醫療、教育和住房被稱為中國人的 「新三座大
山」。擔任國務院常務副總理後，李克強同時兼任
中央 「醫改領導小組」和「保障房領導小組」組長。

醫改和房改千頭萬緒，涉及方方面面，外界形
象地比喻這是兩塊 「最難啃的硬骨頭」。李克強接
手時，這兩項改革正舉步維艱，民眾 「看不起病」
怨氣更甚， 「房價調控不降反升」的尷尬愈強，如
何從亂麻中理出頭緒，不僅需要研究中國社會深層
次矛盾，抽絲剝繭理順改革的核心問題，還要設計
現實可行推進惠及全民的政策路徑，更需要打持久
戰的決心。

基本醫保覆蓋城鄉
李克強深知，民眾看病難的問題，在欠發達地

區尤其凸顯。2011年，他視察湖南湘西州鳳凰縣都
里鄉古雙雲村，特意來到村裡的衛生室。不大的衛
生室分割成兩間，一間當門診，一間用作藥房。

村醫洪樹金告訴李克強，實行基本藥物制度前
，藥價比較高，看病的人少，每年收入只有2000元
。現在價格實惠，來看病的多了，毛收入能到5000
元。

與村醫這番樸素的對話，正正反映出了醫改攻
堅克難的成果。李克強領銜的醫改小組成立四年來
，以基本醫療衛生制
度作為公共產品向全
民提供服務為基本理
念，通過制定基本藥
物制度和推進醫保覆
蓋面，使老百姓的醫
療負擔得到明顯緩解
。目前基本醫療保障
已經覆蓋了全國 95%
以上人口，成為世界
上最大的醫保網，重
新構建了嶄新的基層
衛生醫療服務平台。

中國醫改顯然不
能 「畢其功於一役」
，然而三年階段性成
果有目共睹。海外媒
體評價說，醫改是最

近幾年中國相對成功的一項重大改革。
「有恆產者有恆心」。中國老百姓 「居者有其

屋」的訴求千年未變。解決城鎮部分中低收入居民
住房困難，是中國的難題，也是世界許多國家面臨
的普遍性難題。

早在主政遼寧期間，李克強就啟動了棚戶區改
造的 「一號民心工程」，惠及80萬中低收入居民。
他在視察老工業城市撫順市的莫地溝棚戶區時說：
「以人為本不是一句空話，就是砸鍋賣鐵，也要讓

百姓搬出棚戶區！」

你們安居我們安心
李克強對於香港的公屋制度和新加坡的組屋制

度，都進行過深入研究。去年到訪香港期間，他還
專門了解香港公屋、居屋規劃與建設情況。他表示
， 「內地正在大規模開展保障性住房建設，內地與
香港應加強交流，相互借鑒。」

近年中國內地的房價調控，逐漸演變成國家與
地方、政府與發展商之間的複雜博弈。李克強曾在
八天之內兩度強調 「堅持房地產調控不動搖」，以
堅定社會信心，解消民間疑慮。他提倡逐步形成以
市場供給為主、政府保障和市場機制相結合的住房
供給體系。在這一體系中，保障房是專門解決中低

收入者住房困難的
「托底房」，是社會

保障 「安全網」的重
要組成部分。

去年 11 月視察
河北保障房建設，李
克強來到金泰小區低
保戶李恆燕家住的廉
租房，細問入住前後
的生活變化。最後，
李克強笑着說： 「你
們安居了，我們就安
心了。」

記者採訪與李克強共事過的同事，他們異口
同聲地說： 「克強工作有章法，有思路，高瞻遠
矚，非常大氣。」

李克強主政共青團中央時期，親自領導設計
並命名了 「跨世紀人才工程」和 「跨世紀文明工
程」。兩大工程旗下的青年文明號、青年崗位能
手、希望工程、青年志願者等形成了團中央工作
的品牌和口碑；主政河南期間，他率先提出 「中
原崛起」，其後延展為 「中部崛起」的國家發展
戰略。

從政道路上，李克強一貫低調和保持平民本
色。初到河南，他就向省委提出要求在家屬院內
安排一套宿舍。

「此前有不少中央派到河南工作的領導，都
長期住在省委招待所，顯示出工作和心態的臨時
性，而他偏偏要向外界傳遞出一個明確的信號：
『我不是一位過客，而是要扎根，要為河南幹實

事，我要做永久牌。』」河南省委原副書記王全
書說。

李克強在河南住下來，一呆就是六年，打消
了外界關於他 「鍍金」的疑慮。

關愛愛滋病患者
豫東南一些貧困地區的農民把賣血作為掙錢

門路。由於血液交叉感染，部分人員感染了HIV
病毒，經過8至10年的潛伏期，感染者陸續進入
發病期。一些地方還出現了被外界稱為 「愛滋病
村」的村莊。李克強派出76名省直機關幹部進駐
全省38個愛滋病疫情高發村。

李克強多次視察這些愛滋病高發村。他勉勵
在這些村駐村做幫扶工作的工作者要具有 「強烈
的責任心」、 「誠摯的愛心」、 「真抓實幹的事
業心」，一定要把工作做實、做細，要立足做事
，不要 「做秀」。每到一地，李克強見到愛滋患
者，都主動伸出手去和他們相握，並和他們促膝
攀談，鼓勵他們保持樂觀向上的精神。

擔任地方大員時，李克強很少出國訪問。能
推掉的應酬就推掉，寧可讓秘書做些簡單飯菜；
在以政治局常委、副總理身份到貧困地區考察時
，李克強和當地幹部一起吃泡麵的鏡頭出現在電
視屏幕上，令人印象深刻。

孫冶方經濟科學獎，是中國經濟學界的最
高獎。赴河南任職前，李克強的一篇《論我國
經濟的三元結構》的論文，獲得中國經濟學界
最高獎──孫冶方經濟科學獎（第七屆）。從
這個角度講，稱李克強為經濟學家，可謂名副
其實。

縱論經濟三元結構
李克強的經濟政策招招有實效，原因在於

其建基於經濟理論的真知灼見和注重調研的作
風。

李克強在遼寧主政期間曾在會見外賓時談
到，相比GDP數據，他更關注用電量、鐵路貨
運量和銀行貸款，認為這三項指標更能反映經
濟實際運行情況。這則廣為流傳的軼事顯示出
，在積以成習淪為地方官場病的 「GDP政績觀

」 面前，李克強保持了冷靜客觀和務實專業的
態度。

李克強在其獲孫冶方經濟科學獎的《論我
國經濟的三元結構》一文中指出，中國在步入
現代化工業社會的道路上，必須經歷一個農業
部門、農村工業部門與城市工業部門並存的三
元結構時期，這種三元結構已在中國形成。這
是他日後把 「工業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
作為施政的重要手段，政策路徑上推崇城鎮化
改變中國的理論溯源。

看準城鎮化是最大潛力
李克強多次講過： 「城鎮化是中國最大的

內需」 ，在他看來，城鎮化具有拉動消費、擴
大和優化投資、改善民生的多重效應。在博鰲
亞洲論壇開幕式上，李克強指出： 「中國須立

足內生增長，城鎮化是中國內需最大的潛力所
在。協調推進工業化、城鎮化和農業現代化，
實行 『三化』 並舉，是中國現代化的必由路徑
」 。

不僅在國內宣講，李克強還把城鎮化的議
題帶到國際講壇。中歐舉行城鎮化夥伴關係高
層會議，這樣的安排勢必是包含了他的議程偏
好，也從側面印證了他的這一發展思路。

在河南實施城鎮化戰略
早在河南主政期間，李克強就積極實施中

心城市、中心城鎮帶動戰略，在這個中國人口
最多的農業大省大力推進城鎮化建設，建造星
羅棋布的城鎮，推動數以千萬計的農業勞動力
轉向非農產業、數以千萬計的農民從農村走向
城鎮人口。

2011年，中國城鎮化率超過50%，正當國
內為之鼓舞欣喜之時，李克強卻理性地分析指
出，這一數字其中包括了半年以上常住人口。
若按城鎮戶籍人口統計，城鎮化率也就在35%
左右，這說明實際的城鎮化率還很低。正因如
此，中國經濟增長潛力仍然巨大。

扎根實幹
不做過客

◀ 2011年 6月，李
克強在北京市門頭
溝考察工礦棚戶區
改造情況

▲李克強在湖北紅安縣人民醫院與醫務人員交談，了解醫改推進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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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6月，時任遼寧省委書記的李克強
和國務院振興東北辦主任張國寶共同為瀋陽市
「鐵西老工業基地調整改造暨裝備製造業發展
示範區」 揭牌

▲今年8月，李克強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與參
加中俄青年大學生研修活動的師生座談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