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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北京
十八大報告中 「人民」出現了145次，讓人們從字裡行間讀出了人民的分量。 「任何時候都要

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成為中國共產黨的莊嚴承諾。在北京團討論十八大報告時，市委書記郭
金龍鄭重指出： 「堅持以人為本，關注民生，制定系列重大政策，使人民群眾更多享受改革開放的
成果。」這既是過去十年輝煌成就的科學總結，更是未來首都改革發展的施政方向。

本報記者：馬浩亮、周琳、李銳、陳迪文、吳耀東

十八大是一次承前啟後繼往開來的大會。回首過去十年，是北京歷史上發展最快最好的歷史時期之
一，這十年的成就足以讓北京自豪。北京市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堅持新北京新奧運，實施 「三個北
京」 戰略，完成了奧運會、殘奧會、慶祝新中國成立60周年等歷史性活動，成功應對國際金融危機的
衝擊，經濟社會發展邁上新台階，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影響力增
強。郭金龍說，2011年，全市社會總產值超過1.6萬億元，相當於
2002年 3.8倍，地方財政收入3000多億元，是2002年的 5.6
倍。

展望未來，北京的代表們在十八大上描述了一幅充滿希望的
藍圖。投資1000億元增建地鐵，改善軌道交通，以優化城市布
局，便利市民出行；今年加大平原地區植樹造林力度，全年要完
成25萬畝植樹造林任務，改善城市生態環境，率先實踐
十八大報告提出的生態文明建設要求；讓首都食品率
先成為安全食品代名詞，為提升百姓福祉貢獻力量；
爭創 「全國公共文化服務體系示範區」 ，更好地
滿足群眾多樣化的文化需求……而 「民生」 就是
這些措施的共同主題。正如，北京市代市
長王安順說， 「堅持把改善民生作為一
切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 。以
人為本、執政為民，將在首
都奏響最強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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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北京安定醫院馬辛說，北
京市經過三年的醫改，在擴大醫保覆蓋
面、創建基層醫療衛生服務模式、加強
公共衛生工作、公立醫院改革等方面都
取得了顯著成效，特別是公立醫院改革
中的優質護理服務、門診預約掛號、雙
休日門診、無假日門診、醫院績效考
核、醫藥分開試點等舉措，在一定程度
上緩解了群眾看病難、看病貴的壓力。

醫改在取得初步成效的同時，也進
入了 「深水區」，例如，綜合配套改革等問題，需要放寬政策；
公立醫院改革需要加大財政投入、固化投入機制； 「醫者先
行」，要讓醫務人員享受醫改的成果，提高醫務人員的待遇，激
發醫務人員投入改革的積極性，這些都是關係到改革可持續發展
的問題。

◆百姓：北京一家綜合醫院科室主任周剛發現與 10 年前相
比，老百姓對醫生的信任明顯少了。 「醫生原本是一個備受尊重
的職業，近些年來我能明顯感受到醫患關係的微妙和緊張。」

周剛說， 「公立醫院改革的成敗不僅僅是國家的投入和體制
的變革，關鍵還是在於醫護人員，只有進一步提高醫務人員的待
遇和積極性，讓醫生有尊嚴的生活，才能帶動中國醫改的良性發
展。」

對 於 北 京 市 民 來
說，十八大是一個名副
其 實 的 「溫 暖 的 大

會」。會場之內，各種惠
民新政不斷傳出，交通、

環境、教育、文化等民生領域
「派糖」不斷，帶給市民溫暖

的希望。會場之外，提前12天開始
冬季供暖，每位市民家中都暖意融融。

這種會場內外的微妙互動，為北京市的施
政提供了鮮明的註腳。

中國人民大學教授張同新接受大公報採
訪時說： 「北京今年11月3號就提前供暖，原來每

年都是 15 號，現在根據天氣情況適時提前，而不是呆
板地來執行原來的規定，這就是 『以人為本』，市政府

補貼了幾億元，切實把老百姓的冷暖放在心上。這種變化是
實實在在的。」

正如十八大代表、北京市委常委、宣傳部長魯煒所言， 「很多
人對媒體記者談起北京的巨大變化、國家的巨大變化，講得那樣真

切、那樣深情，因為這些變化就在他們身邊」。而這些身邊的細節，卻
傳遞出北京改革發展的正能量。張同新說： 「講科學發展，講以人為本，
有時候不需要長篇大論的報告，而恰恰就是體現在提前供暖這樣的 『小
事』上。」

一向以挑剔苛刻著稱的外國記者們同樣被類似的細節所吸引。12日上午，十八
大新聞中心組織中外記者們到西城區綜合行政服務中心參觀，在15000平方米的寬

敞的辦事大廳裡，設有131個服務窗口，西城區30多個委辦局進駐中心，集中了涉及行
政審批、社會管理、公共服務、效能監察等方面的辦理事項300餘項。

服務中心五層樓每一層地面上都設有盲道，窗口還有專門服務特殊人士的設施；供辦事
人坐的皮椅非常柔軟舒適，老人在冬天坐下不會感覺過硬或過冷；等待的時候，辦事人可以通
過面前的屏幕，了解各類服務新聞。
觀察到這些細節的悉尼《澳華時報》記者Yan Garry讚嘆地說： 「真正的貼心服務不是體現在

宣傳片、口號、廣告上，而是體現在細節上，我今天切身感受到了政府服務的進步。」
對北京感到印象深刻的不光有記者，更有來自全國各地的十八大代表。從鱗次櫛比的高樓大廈，到

每一條大街小巷，北京優美潔淨的市容，熱情溫暖的笑臉，讓來自廣西的代表黃丹紅 「體會到
了什麼叫做北京精神。」 「北京人的熱情好客、社會的井然和諧，讓我有一種與到其他地方迥
然不同的感受。」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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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3日，國家大劇院和國家博物館
迎來了數十家中外媒體的記者們，這為為期

6 天 15 場的北京市特色項目參觀採訪活動畫
上了一個完美的句號。北京市政府新聞辦主任

王惠表示，該活動不僅展示了北京的管理水平，
亦向媒體提供了詮釋十八大報告的生動實例。

11 月 7 日至 13 日，北京市政府新聞辦與十
八大新聞中心共合作推出 15 場主題參訪活動，
吸引了200餘家中外媒體近千人次記者的參加。

王惠表示，他們在設計採訪路線時，充分考慮了十
八大報告重點、北京十年發展亮點和媒體關注點，
內容不僅包括經濟結構調整問題（首鋼老廠房轉為

創意產業園區）、科學技術創新問題（中關村科技
園），還包括民生、交通、文化等問題。

15場採訪中外記者關注民生
6天時間裡，先後有美聯社、路透社、英國金融時報、

新華社、《人民日報》等 200 餘家中外媒體的記者們前往
首鋼老廠區、中國動漫遊戲城、中關村創新展示中心、水晶
石數字科技公司、北京汽車產業研發基地、京原路最大公租
房建設、國家大劇院等北京市特色項目進行參觀採訪。

採訪活動深受境內外記者歡迎，讓他們直觀地感受到北京近
年來特別是十六大以來在經濟社會和科技文化等領域所取得的豐
碩成果和創新成就，包括推進保障房的力度、數字化服務帶給市
民的便捷、新能源汽車的高新科技成果等。

洛杉磯時報記者 JuileMakinen（音譯朱莉‧瑪可妮）說，很
高興了解到首鋼建設總公司生產主體搬遷後這裡的開發、轉型情
況，特別是參觀曾經用於大煉鋼鐵的大型煉鋼爐和已經華麗轉身
為中國動漫遊戲城的原首鋼二通廠廠區。

烏克蘭國家通訊社北京分社社長塔奧伽稱： 「早在
1994 年我，就來到中國，感覺中國這十多年來的變化
實在是太大了。中國的政策走向對於全球經濟的
復甦將起到十分關鍵的作用。」當天，記者
們還參觀了國家大劇院和國家博物館並
觀看了正在國家博物館展出的新聞
戰線 「走基層，轉作風，改文
風」活動圖片展和《復興之路》圖
片展。

本報記者 張靖唯

特大城市道路交通擁堵和城市活動效率下降是一個
世界性難題。如何緩解首都的 「首堵」局面，成為十八
大期間北京代表及市民熱議的話題。

◆北京市委常委、副市長陳剛在北京代表團開放時透露，北京
市地鐵建設已累計投資2,600億元，今後北京還將投資1,000億元以
上來發展軌道交通，北京市規劃地鐵網絡里程數最終將達到660公
里，使公共交通體系更加完善。

陳剛介紹，再過1個半月，北京市將竣工70公里長的地鐵網，
並且都位於城市中心區，這將大大緩解我們的交通擁堵問題，屆時
北京地鐵總里程數將達到 442 公里，位於世界大都市地鐵網前

列。
◆來自公交集

團的十八大代表劉
美蓮建議，政府繼
續增加對公交事業
的投入，繼續推進
低票價格，擴建專
用道，加大交通微
循環建設，發展智
能交通、環保擺渡
車，把城市交通結成一張大網，解決最後一
公里問題。

◆百姓：11月4日，一場暴雪拉開了北
京冬天的序幕，厚厚的積雪和凜冽的寒風堵
住了許多市民出行的腳步。家住朝陽區管莊
的胡玉卻沒有這方面的煩憂，地鐵通到了家
門口。她說， 「05年時她每周末都要去陶然
亭學習打鼓，每次都要倒兩次公車，路上就
要用去兩個小時，現在坐地鐵不用一個小時
就能到了。加大地鐵、交通的投入可以讓我
們更輕鬆的生活。」

十五場中外媒體採訪展北京10年新貌
▲陳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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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城鐵掠影 張玉英攝

環保：努力建設 「美麗北京」22 初秋的北京，天高雲淡風輕，這是北京最美麗
的季節。 「美麗中國」在剛剛十八大期間備受各界
關注。北京黨代表們也在圍繞生態文明建設，各抒
己見。

◆代表：北京市委常委、統戰部長牛有成說，今年初加
大綠化力度，以前平原綠化率低，今年平原 20 萬畝綠化完
成，秋季5 萬畝，全年25 萬畝。這樣， 「我們北京就能夠天
更藍、水更清、空氣更新鮮，生活在北京的朋友會更精
神。」牛有成說。還有我要呼籲大家更加重視農業、林業的
生態服務價值，北京奧運會時我們已經計算出了生態服務價
值近1萬億，因此，希望繼續關注北京的生態文明建設。

◆代表：清華大學國情研究院院長胡鞍鋼十分讚賞北京
的生態建設。他說，北京在全球率先提出了舉辦 「綠色奧
運」，把現代化建設和生態文明建設相結合，來構建世界級
綠色現代化的大都市，定位清晰。當前北京已經完成了從工
業為主導的現代產業體系向現代服務業為主導的新型現代產
業體系的轉型，能耗大幅下降，在節能減排方面全國領先，
並通過綠色投資、生態投資，將北京的水系逐漸發展起來
了，這是一個非常成功的案例。

◆百姓：北京的普通職工林丹華告訴記者，上世紀初北
京混濁的空氣給人留下不好的印象，冬季供熱排放物曾是北京大氣的首要污染物。林丹
華說，60 年來，隨着城市化的不斷推進，生態曾一度讓路。但北京經過綠色奧運的洗
禮，北京人對於環境的改善和保護意識越來越強。節能減排、綠色出行、倡議環保……
從政府部門到民眾百姓，無不在為環境的改善貢獻力量。相信，北京生態環境的未來，
一定會越來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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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北京市朝陽區高碑店村黨支

部書記支芬被媒體稱為 「最接地氣的代
表」。這位來自農村基層的十八大代表在
北京代表團開放日當天，在不到 15 分鐘的發言
中，贏得8次掌聲和笑聲。

「到 2020 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我們準備好
了！」支芬以高碑店村舉例說，按照現在的發展
速度，2020 年村裡的 1580 個院落將全部建成新小
區，每戶村民平均自有資產將達到 10 萬元，村民
自有資產會達到 1.58 億元。 「所以報告說 2020 年
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是有根有據的，不是瞎說
的。」支芬的話引得現場笑聲不斷。

◆代表：昌平區委書記侯君舒也表示， 「收
入十年翻番，沒有問題」。他說，當前昌平正在
採取多項措施，提高收入，緩解收入差距問題。
下一步將按照北京城鄉一體化的要求，增加農民
收入。同時，要幫助農村勞動力向二三產業轉

移，幫助他們就業。此外，昌平區已經基本完成
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這樣可以壯大農村集體
經濟的實力。侯君舒表示，當前昌平功能定位明
確，基礎好，加上各種政策扶持，收入增長是必
然的，要完成這個目標沒有問題。

◆百姓：老退休工范紅菊曾是一名護士長，
她給記者算了這樣一筆帳，這十年來她的退休金
從2003年每月的1435元到2012年每月3656.7元，
十年來增加2221.7元，增加1.54倍。

在她看來，十八大報告提到兩個 「翻一
番」，目標很具體很實在。一個國家大力發展經
濟，說到底是為了保障和改善民生。同時，也希
望收入增長翻番建立在物價相對穩定的基礎之
上，那樣，百姓的幸福感就會更牢固一些。

針對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宏偉目標，十八大報告中首
次提出 「實現國內生產總值和城鄉居民人均收入比 2010 年翻一

番」的新指標。這兩個指標同步提出，重
若千鈞，內涵豐富，不僅引起與會代表熱
烈討論，也受到社會各界的廣泛關注。

▲支芬

▲侯君舒

◆代表：西城區委書記王寧
說，在傳統文化方面，我們會更
好地挖掘歷史資源，充實歷史古
都的文化內涵，把歷史名城保護
作為一大文化特色。怎樣把過去
的歷史遺存原汁原味地體現出
來，把它的故事和文化內涵挖掘
出來，讓其作為一種文化財富永
久地保存下去，怎樣繼承這種文
化傳統並發揚光大，是文化發展
繁榮要堅持的一方面。

◆代表：文化學者于丹說，
北京作為一個多元文化融合的基
地，是各種文化、背景、觀念隨
時發生激烈碰撞的城市。作為首
都，北京文化具有蓬勃的生機。
文化真正做到自覺、自信，需要
一種創新體制的鼓勵和保護。

◆百姓：作為一名老北京
人，最讓鄭宗照驕傲的是北京有
很多名勝古蹟吸引着全球的遊
客，但讓他感到遺憾的是北京在發展建設中有很多古都
風貌被破壞。他說： 「我覺得文化保護重要的不是復建
一些古建築，而是要保護現存的遺跡，很多名人故居被
破壞、被強拆很令人心痛。」

揚清風建千秋業，扶正氣夯萬年基。連日來，圍繞堅定
不移反對腐敗，十八大代表展開熱烈討論。

◆代表：十八大代表、市委組織部部長呂錫文表示，只
有實實在在解決問題做實事，才能贏得老百姓踏踏實實的信
任。呂錫文認為，幹部還要彰顯共產黨人的本色， 「支芬不
是高碑店村的村民，沒有這個村的戶口，無論她做再多的事
情，也不會從中得到很多實惠，這就是價值觀的體現。」

「要透明公開，只有不生疑，才有信任感。咱們的老百
姓是很講道理的！」呂錫文代表說， 「如果你遮遮掩掩、膩
膩歪歪，恐怕問題就會 『黏』在手上。」

◆代表：十八大代表、市人大常委會主任杜德印指出，
中央紀委的報告中提出要防止和反對腐敗，加強黨的紀律檢
查工作，就能解決腐敗的問題。他認為，中紀委報告的一大
亮點是第一次提出 「政治清明」的理念。 「要看到一種危
險，腐敗無孔不入，使價值規則發生變化。這時，問題就比
較麻煩了。每個人都應該有責任感，都應該為我黨建設清明
政治而努力，使政治清明、政府清廉、自己清正去努力。」

◆百姓：網友黎芬芳說，腐敗不是中國特產。問題是，
紀律、制度、規章定了不少，但執行卻有差距。只有清除腐
敗的污泥濁水，才能建立強大的中國，打不倒腐敗，人心難
平。

◆外媒：《澳門日報》在9日發表社論指出，只有通過對行政體制的改革，建立
起具有充分民主與監督功能的制度，從制度上解決權力過分集中的問題，才能制約權
力的濫用，才能防止公權力成為既得利益集團的工具，才有可能從根本上解決腐敗問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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