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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高麗簡歷

我們堅決杜絕跑官要官。為老
百姓的事是幹出來的。跑官要官的人
，沒有一個是有真本事的。真有本事
，就不會跑官要官。跑官要官的人，
得不到人民群眾的信任，也不可能為
老百姓辦實事。 ──張高麗

天津的 「高」 「低」 錯落現象頗耐人尋味──所謂 「高」 ：是高知、
高新、高目標、高速發展……而所謂 「低」 ，是天津官員總是強調 「我們
市領導要求的，調子要低、少說多幹。」 高調幹活、低調宣傳，已成了張
高麗身上的標籤。這位石油工人出身的經濟專才，先後轉戰 「珠三角」 和
「環渤海」 ，以開放創新的思維和務實篤行的施政，交出一份令外界驚艷
的答卷。 本報記者 鄭曼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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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漢族，1946年11月生，福建晉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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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油部廣東茂名石油公司入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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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高麗在山東濰坊出席當地大型產業裝
備基地的奠基禮

▲張高麗在陝西省重災區研究部署對口支
援工作

▲2009年6月，張高麗和空巴總裁恩德斯（右三）一起主持空巴
天津總裝廠首架A320飛機 「中華龍」 號的交付儀式

▲張高麗在深圳工作期間乘坐公共汽車體察
民情

張高麗的從政軌跡可以用 「一
路向北，面朝大海」來形容。從廣
東、山東再到天津，他始終掌控着
中國經濟最活躍的沿海開發區域，
而且都拿出了出色的政績表。

這樣一份地方主政資歷，既為
張高麗一路贏得不俗口碑，也為他
積累了豐富的人脈，使他在新地方
工作起來如魚得水，遊刃有餘。

天津和山東同處環渤海地區，
過去由於地方保護主義的因素，兩
地的摩擦、競爭大於合作。張高麗
主政山東時建立了廣泛的群眾基礎
，到了天津後便着手逐步化解兩地
矛盾，打破行政區劃枷鎖，增進交
流合作，達成互利共贏。

引進沿海地區的改革創新意識
，是張高麗善於利用自己從政經驗
的一招妙棋。他到天津上任，沒有
從山東帶來一兵一卒，卻在短時間
內改造了天津的 「兵卒」。方法就
是帶隊讓天津的官員到位於經濟發
展前列的省市考察，讓天津官員從
滿足成績到承認差距。

有學者指出，張高麗到天津，
最大的貢獻是打破了禁錮，解放了
思想，天津今天的城市變化只是表
面現象，官員及民眾的思想之變，
對天津未來的影響更為深遠。

張高麗主政後的天津，也與鄰
近的北京、河北、遼寧互動頻繁。
據媒體不完全統計，從 2007 年 3 月
到 2011 年 2 月期間，張高麗在天津
會見外地來訪地方政府代表團，以
及率天津官員去其他省市考察的次
數，至少達到56次。

1970年8月，張高麗從廈大畢業後分配到石油
部廣東茂名石油公司。擁有經濟系本科學歷的他
從基層做起，當起重搬運工，每天都要扛 50 公斤
重的水泥來回跑。由於踏實肯幹，之後被調任公
司指揮部辦公室秘書，1977 年起任公司下屬煉油
廠的黨委副書記、書記；1980 年又升職為公司副
經理，負責計劃統籌工作。

在企業的工作經歷，為張高麗務實內斂的個
人風格奠定基石。2002 年他在接受央視採訪時曾
談起這段歷練，感慨對自己影響很大， 「（學會
了）當老實人說老實話辦老實事，像石油工人那
樣，很坦蕩很坦率。」

一手催生深圳 「高交會」
1997年底，張高麗出任深圳市委書記。
彼時深圳雖然已是全國最現代化的城市，但

城市面貌仍落後。張高麗把改變深圳的形象作為
一項重點施政工作，先後完成濱海大道、深南大
道的建設及老東門步行街改造等三大項目，如今
深南大道已成為深圳市區的主要幹道。

張高麗還一手催生享譽海內外的深圳 「高交
會」。他認為，高新技術是深圳未來的希望所在
，提議把當時的 「荔枝節」改為 「科技節」，這
就是後來全球矚目的 「高交會」。如今深圳 「高
交會」已經成為當地甚至全中國向世界展示科技
發展水平的一張名片。

助山東邁進2萬億俱樂部
張高麗一系列富有智慧和眼光的大手筆動作

，既推動了經濟的
有力發展，又提升
了深圳在海內外的
知名度。

2001 年 底 ，
剛剛過完 55 歲生
日的張高麗離開生
活了 30 年的廣東
，出任山東省委副
書記、省長，十六
大後升任山東省委
書記。地域的改變
並沒有帶給他太多

不適應，他說， 「在山東，我確實感覺比南方冷
，但是山東這塊熱土充滿活力，山東的老百姓非
常好，山東的幹部群眾精神狀態很好，所以我這
個心是熱的。」

對比沿海省份並權衡了山東省的優劣勢之後
，張高麗揚長避短地採取了一系列改革。按照常
理，發展膠東半島是最容易出亮點和政績的舉動
，但張高麗卻提出了 「東中西聯動、區域協調發
展」、三個 「突破」的戰略，外界認為這充分展
現其作為一個決策者的長遠發展戰略眼光。

在他的主持下，山東省的經濟增長從 2002 年
開始呈現逐步上升的趨勢。2006 年，山東省的
GDP增速14.5%，GDP總量首次超過2萬億元，繼
廣東之後，與江蘇省一起進入了 2 萬億 GDP 俱樂
部，同居全國三甲。

力推濱海新區 「十大戰役」
2007 年，張高麗出任天津市委書記，並成為

中央政治局委員。
清末民初，天津的發展曾遠勝北京，而自 20

世紀下半葉以來，隨着人才和資源不斷被近在咫
尺的首都北京吸聚，天津的發展停滯不前。張高
麗到任之時，正是天津謀劃再度騰飛的關鍵時期
。而天津濱海新區也獲頒國家級新區，並成為
「綜合改革配套試點」。

張高麗在天津履新後的第一次 「公開活動」
，就選擇了濱海新區。他幾乎跑遍了新區每一個
地方，並隨後推出總投資達到1.5萬億的 「十大戰
役」。此後，濱海新區發展一日千里，連續3年平

均 每 年 GDP 增
長千億元、2011
年 GDP 增 速 高
達 23.8%。在中
國經濟版圖上，
天津濱海新區用
強勁快速的增長
，向外界展示自
己的 「肌肉」和
雄心。張高麗是
引領天津實現涅
槃 重 生 的 主 要
操盤手。

出身平民的張高麗，對於社稷民生有一份天
然的親近感。初到山東時他就曾說道： 「來到山
東，我就是山東人。我要和山東人民同呼吸、共
命運、心連心，以群眾高興不高興、贊成不贊成
、滿意不滿意作為我自己一切工作的出發點和歸
宿，安下心來，扎下根來」。他還承諾，要 「做
一頭老黃牛，為老百姓耕地耕田；做一把雨傘，
為老百姓擋風遮雨；做一塊石頭，為老百姓鋪路
築橋。」

人民日報社主辦的《大地》雜誌2007年9月曾
專門報道張高麗深入天津市區危陋平房改造現場
和菜市場調研，稱之為「酷暑之下的親民鏡頭」。

立軍令狀自我約束
張高麗另一為人稱道的，是他的正派作風。

剛到山東，張高麗便當眾立下軍令狀：工作中堅
持原則，表裡如一，決不陽奉陰違，決不以權謀
私，不利用職權為自己的親朋好友辦任何事情。
他曾在山東省兩會上向人大代表表態說，自己是
南方人，來到山東以後許多南方的企業要到山東
發展，不過，「凡是我的家屬、子女、親戚、朋友
到哪個地方去，你們第一不要接待，第二不要給
情面，第三不要辦事，誰給辦事，我就追究誰的
責任！我已經要求就此發出通知，一直到縣。」

嚴於律己，同樣嚴於律人。張高麗要求屬下
公道辦事，勇於負責，敢抓敢管，要有一身正氣
，敢於同一切腐敗行為作堅決鬥爭。為了增加官
員的執政壓力，他指示電視直播山東省委工作會
議，把省委高層的工作置於全省 9000 萬民眾的
監督之下。赴任天津之後，他又於 2008 年制定
出台了《建立健全懲治和預防腐敗體系 2008 ─
2012年工作規劃》，推動防貪反腐。

▲張高麗在天津的鞍鋼天鐵公司調研

張高麗家鄉東石鎮潘徑村，是福建省泉
州灣畔的一個漁村。這個五千餘人的村莊，
如今仍保留着濃厚的閩南印記，隨處可見做
工精美的閩南古大厝。貫村而過的縣道上懸
掛着歡慶中共十八大勝利閉幕的橫幅，中間
的綠化帶亦插上了鮮艷的紅旗。

自僑聲中學畢業考入廈門大學後，張高
麗很少回鄉。但村民們一提起這位海邊長大
的苦孩子，無不豎起大拇指： 「他是我們村
的驕傲」 。

今天上午，新一屆中央政治局常委集體
亮相，欣喜萬分的潘徑村張氏宗親們自發到
家族宗祠外放了幾串鞭炮，以示慶賀。

在張氏宗祠後面不遠處的一座傳統閩南
紅磚瓦古厝，就是張高麗的家。在古厝旁，

記者見到了張高麗的堂侄子──張勤儉。
張勤儉告訴記者，自己的爺爺和張高麗

父親是親兄弟。現在，張勤儉從事服裝輔料
生意，主要外銷香港市場。言談期間，張勤
儉電話不斷，多是親戚朋友來電關心和詢問
張高麗的。

落日餘暉下，老宅已略顯破舊。宗親們
希望，有朝一日能將老宅適當加固翻新。

張寶康，是位名聲在外的書畫家，按照
輩分，張高麗應稱他叔公。張寶康告訴記者
，張高麗出生在村裡最貧困的家庭，說他是
吃番薯乾長大的並不為過。 「因為窮苦人家
出身，張高麗自小老實本分。」 張寶康說。

據小學同學回憶，張高麗的寡母含辛茹
苦養育了他，而張高麗當老師的二嫂─張

澤芳，以及他的姐姐，一直鼓勵和支持他發
奮讀書。張高麗的人生軌跡因此而與他昔日
同窗完全不同。

2010年4月，張高麗回了一次家鄉，為
父母掃墓。鄉親們說，張高麗非常敬重嫂子，
「一直都把嫂子當母親一樣來對待」。嫂子去年
去世，但張高麗因為工作繁忙未能回鄉。

張高麗的那位小學同學說，可能張高麗
的親戚們會對他有些許「不滿」，不然如此背景
的家庭，不至於現在還住在簡陋的石頭房子裡
。「但為官清正，所以張高麗才能走到今天。」

晉江當地一位幹部告訴記者，自己作為
張高麗家鄉的一名幹部與有榮焉，接下去更
要做好自己的本職工作，讓鄉親們日子越過
越好。 【本報晉江十五日電】

東海邊長大的苦孩子
本報記者 蔣煌基

▲15日上午，新一屆中央政治局常委集體亮相，張
寶康在電視直播中關注張高麗出現的鏡頭 本報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