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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張德江出乎外界意料地從中央 「折
返」地方，以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之身
，來到重慶兼任市委書記。

初到重慶之時，此地從政府官員、企業精英，
到街頭民眾，都憂心忡忡地議論重慶的未來何去何
從，迷茫情緒濃厚。重慶市市長黃奇帆公開承認，
今年2-3月，該市經濟下滑， 「一時會有點懵，招
商引資、各種工作都會放慢、減速。」

主渝大局 穩定經濟
要維持社會穩定，首先要在經濟層面維持各行

各業有效運轉。主持重慶大局之後，張德江馬不停
蹄地會見各類企業界人士，反覆強調重慶要堅定不
移地堅持改革開放，保持對外開放政策的連續性、
穩定性。他向外界釋放出明確信號：重慶3月的官
場人事變動，不會影響其對外招商引資的開放態度
。此舉有效止住了外商撤離或觀望的勢頭。

同樣感受到張德江誠意的，還有沉寂多時的民
營企業家。此前，重慶大幅擴張公有制經濟，擠壓
了民營經濟生存空間，甚至 「劫富濟貧」，侵犯投
資人合法權益。張德江入渝不久，當地便開始有了
變化，高調撐民企，推出一系列政策鼓勵民營經濟
發展。

低調轉向 積極糾偏
與此同時，司法領域的 「撥亂反正」也悄然進

行。此前重慶 「打黑
」中出現多起因言獲
罪的案件，逐漸獲得
「平反」。

張德江在接任重
慶市委書記後，便對
之前一些過分的宣傳
提法和做法作了積極
而低調的調整。重慶
衛視首先縮減了 「天
天紅歌會」的欄目時
間，注重時效新聞的
播出。

這種政治智慧，
在張德江所做的重慶

市黨代會報告裡有更集中的體現。針對過去幾年重
慶很多民企被阻隔在重大建設項目門檻之外，報告
中提出， 「要放寬行業准入，鼓勵民間資本進入基
礎設施、基礎產業和公共服務等領域」；針對外界
批評重慶財政 「寅吃卯糧」，報告中強調，今後改
善民生福祉將 「用改革的思路和可持續的辦法」；
對於外界質疑重慶的 「唱紅」運動，報告中提出
「弘揚主旋律，提倡多樣化」；針對外界對重慶
「打黑」是否有違司法公正的擔憂，報告中重申，
「支持法院、檢察院依法獨立行使審判權、檢察權

……堅決防止濫用職權、徇私枉法、刑訊逼供等違
法行為……決不允許任何組織和個人凌駕於法律之
上……堅決防止和反對以言代法、以權代法、干預
具體案件。」

消疑釋慮 重返正軌
可以說，一段時間以來始終縈繞在人們心中關

於重慶的一些疑慮，幾乎都在張德江的報告中一一
得到回應和澄清。這些有的放矢的回應，既從客觀
上承認了過去幾年重慶在某些方面的確走了彎路，
又給重慶市民派了定心丸。

與此同時，有別於過去對市領導個人作用的過
度宣傳，張德江主政後，雖然親自牽線促成央企在
渝3000多億元投資簽約，卻囑媒體低調處理。

張德江赴渝後的一系列施政動作，對於重慶的
意義不僅僅是 「救火」，且引導重慶逐漸修正方向

。那個曾在外人眼中
顯得有些光怪陸離的
「時代異類」形象消

失了，取而代之的是
一個低調轉身而又努
力保持經濟發展勢頭
的重慶。

張德江簡歷

富裕與安定是人民群眾的
根本利益，致富與治安是領導幹
部的政治責任。我們要為大局謀
，為人民謀。

──張德江

如果要評選2012年度最受海內外關注的中國 「明星官員」 ，張德江
應該是其中之一。今年春重慶薄王事件爆發後，他臨危受命接掌重慶，以
頗具政治智慧的手腕，使經受官場激烈動盪後的山城，在全世界的注視中
平穩轉身。其實，這並非張德江初次成為政治聚光燈下的焦點。成名甚早
的他，曾先後主政吉林、浙江、廣東三個大省，均以低調務實的政績，贏
得不俗口碑。 本報記者 鄭曼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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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德江一生事業從吉林起步，其後到東南
沿海，他在 「封疆大吏」 的角色上有長達12年
的歷練。

1983年，張德江出仕從政，擔任吉林省延
吉市委副書記。1986年至1990年間，他曾離
開吉林擔任國家民政部副部長、黨組副書記。
隨後，重返吉林省擔任省委副書記兼延邊州委
書記，1995年晉升為吉林省委書記，時年49
歲。

呵護浙江民企發展
1998年張德江赴任浙江省委書記。這是他

首次走入東部經濟發達地區任職，也是他政績
頻出的階段。當中最出色的亮點，當屬出台了
一系列促進民營經濟發展的政策，使浙江在民

營經濟發展中走出了一條 「先放開後引導、先
搞活後規範、先發展後提高」 的道路。成千上
萬民企如雨後春筍般冒起，營造了浙江這個就
業天堂。 「一有土壤就發芽，一有陽光就燦爛
。」 張德江以此話熱烈讚揚浙江民間經濟的頑
強生命力，也強調政策環境對民間經濟發展的
重要性。

民營經濟的快速發展，使浙江的經濟總量
由全國第12位上升到第4位；農民收入水平從
上世紀八十年代初期位於全國中等偏上水平到
現在躍升全國各省市前三甲。

在粵五年GDP超台
2002年底，張德江赴任廣東。
張德江在廣東任期內最大的成績仍然在經

濟領域。浙江和廣東兩省的經濟發展模式不盡
相同，浙江以民營經濟取勝，而廣東更依賴於
外向型經濟，張德江因地制宜，有效地保持和
發展了兩個省的排頭兵地位。

為了引領廣東經濟繼續壯大發展，張德江
提出並推動了氣勢宏大的泛珠合作戰略，將跨
越東、中、西部的九省區及港澳納入廣闊的區
域合作大格局中。主政五年，張德江交出一份
出色的成績單：廣東省GDP在2007年底突破
3萬億元大關，一舉超越台灣，實現中國經濟
第一省的驕人業績。

2008年，張德江升任主管工業等方面工作
的國務院副總理，成為溫家寶內閣重要成員，
在溫州動車事故、大連石油管線爆炸等多個事
件中代表中央高層第一時間奔赴現場處置。

2012年春又臨危受命，兼任重慶市委書記。中
組部部長李源潮在宣布這一決定時對張德江作
出很高的評價：政治上強，公道正派，作風民
主，敢於負責，領導經驗豐富，駕馭全局和處
理複雜問題的能力強。

張德江出身軍事世家，其父親張
志毅上世紀三十年代即參加革命，歷
經抗日戰爭、解放戰爭，轉戰南北，
屢建戰功。遼瀋戰役中，張志毅首創
並指揮了解放軍歷史上百門以上群炮
攻擊敵陣地的戰史。新中國成立後，
張志毅先後擔任牡丹江炮兵第一訓練
基地司令員，第四炮兵學校校長兼書
記，中南軍區炮兵參謀長，廣州軍區
炮兵副司令員，濟南軍區炮兵代司令
員、副司令員、顧問。1964 年晉升
少將軍銜，1998 年與世長辭。張志
毅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炮兵的組建及發
展壯大作出傑出貢獻。

張德江的夫人辛樹森比其小三歲
，山東海陽人，1983 年長春冶金建
築學院工業與民用建築專業畢業，
1998 年東北財經大學國民經濟學專
業碩士研究生畢業。

辛樹森長期在中國建設銀行系統
工作，曾任中國建設銀行副行長、總
監察、紀委書記、黨委委員兼機關黨
委書記，但已於 2010 年卸下建行副
行長的職銜。每年全國 「兩會」期間
，張德江與辛樹森是備受媒體關注的
一對 「夫妻檔」。張德江是全國人大
代表、人大主席團成員，辛樹森則是
經濟界別的全國政協委員，以及提案
審查委員會委員。

1946 年出生於遼寧的張德江，有着東北人
的高大身材和豪放率直的性格。

張德江的仕途最早從吉林起步。當地官員至
今還記得他 1998 年離吉赴浙時在告別會上的講
話： 「吉林是個好地方，沒呆夠；吉林是個幹事
業的地方，沒幹夠；吉林幹部群眾樸實，沒處夠
。吉林是我的家鄉，我始終牽掛着吉林，時時刻
刻關注着家鄉的發展變化。」

在浙江主政，張德江非常重視當地的民營經
濟，呵護其成長，愛惜其名聲。他曾怒斥浙江溫
州市蒼南縣製售假冒偽劣商品的不法行為： 「誰
砸浙江的牌子，就砸誰的飯碗！」

2002 年底，張德江從浙江轉赴中國經濟第
一省廣東，他碰到的首個難題不是經濟問題，而
是那場讓中國人談之色變的 「非典」事件。面對
複雜的輿情與各界壓力，張德江斷然決定開放媒
體對 「非典」的報道空間，一舉平定了社會不安
，並帶領廣東走出 「非典」疫情源頭省的陰影。

2003 年與南粵民眾共抗 「非典」共渡難關
的經歷，讓他難以忘懷。張德江由衷地說： 「在
『非典』疫情讓全國各地都深陷恐慌之際，廣東

人一如平常，照常在餐廳吃飯，這其實也是在特
別替政府着想。」在戰勝疫情表彰 「抗非功臣」
的大會上，張德江忍不住熱淚盈眶。

張德江重視廣東經驗。廣東黨史學界於
2004 年編輯《習仲勳主政廣東》一書，張德江
為該書作序，讚揚習仲勳當年主政廣東 「敢想敢
幹敢闖，大膽實踐，開拓創新」。

男，漢族，1946年11月生，遼寧台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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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汪清縣羅子溝公社太平
大隊知青

吉林省汪清縣革委會宣傳組幹
事

延邊大學朝鮮語系朝鮮語專業
學習，畢業後留校任校黨委常
委

赴朝鮮金日成大學經濟系學習
，任留學生黨支部書記

延邊大學副校長

先後任吉林省延吉市委副書記
、延邊州委副書記

進京任民政部副部長

重回吉林，1995年升任省委書
記

調任浙江省委書記

中央政治局委員，調任廣東省
委書記

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
理

國務院副總理兼重慶市委書記

中央政治局常委

▲張德江於2011年7月率團出訪朝鮮，出
席中朝友好條約簽訂50周年紀念活動

▲張德江多次處理棘手的重大事件。圖為溫州 「7．23」 動車事故發
生後，張德江趕抵現場指揮救援

▲2011年1月，張德江來到北京六里橋客運
主樞紐檢查春運準備工作，與候車旅客交談

▲張德江對廣東頗有感情，這是他今年「兩會」
期間在汪洋陪同下探望廣東與會代表

▲ 張德江在重慶黨
代會上客觀評價重
慶工作的成績，提
振重慶幹部隊伍士
氣

▲張德江2011年9月在哈爾濱第一工具製造
有限公司調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