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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克強金句李克強金句

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前奏之 四化戰略

●在新起點上要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加快轉變經
濟發展方式，讓群眾過上更好生活，依然要靠改
革開放。這是中國發展的最大 「紅利」 。

●13億人的現代化和近10億人的城鎮化，在人類
歷史上是沒有的，中國這條路走好了，不僅造福
中國人民，對世界也是貢獻。

●深化改革，千頭萬緒，但不能眉毛鬍子一把抓
，要化繁為簡，突出重點，積極尋找牽一髮動全
身的突破口。找準了突破口，就會事半功倍。

【本報記者孫志北京六日電】無論
是主政地方時期還是擔任國務院領導期
間，李克強都與香港有着不解之緣。特
別是他去年8月訪港期間簽署的 「挺港
36 條」政策措施，正在逐條、逐步落
實，這為密切內地和香港經貿合作，幫
助香港克服世界經濟下滑、歐債危機帶
來的衝擊發揮了強而有力的作用。

送上鞏固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
、改善社會民生、拓展產業發展空間的

「36 條」大禮， 「潛力、活力、生命
力這三面方面的感受，使我對香港未來
的發展充滿信心！」結束訪港行程，國
務院副總理李克強發出感嘆說。

在河南任職期間，李克強與香港工
商界交互密切，會見過香港工商界考察
團等多個團體。他曾向港商們描繪中原
崛起的前景，力推豫港合作。主政遼寧期
間，他與香港企業界的關係更加密切，邀
請華潤集團等港企參與老東北工業基地

建設，國有企業改組改造等重要項目。
李克強擔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國務院副總理後，主導的西氣東輸二線
、港珠澳大橋等重大工程，繼續惠及港
人。他指出，這些重大工程對於保持香
港、澳門長期繁榮穩定，增強區域整體
競爭力，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內地的改革發展同樣需要借鑒香港
經驗。擔任國務院保障房建設領導小組
組長的李克強，去年訪港首日便到房委
會總部參觀及探訪公屋住戶，李克強不
時提問，詳細了解香港公屋、居屋的建
設、運轉和資金保障等情況。他說，在
公共房屋建設方面，香港積累了不少經
驗。目前，內地正大規模開展保障房建
設，內地與香港應進一步加強交流。

【本報記者孫志北京六日電】李克強在地
方任職期間，發現世界經濟發展由城市群帶動
的趨勢顯著，城市群成為區域競爭的主要形態。
無論在農業大省河南，還是在工業大省遼寧，他
都大力推動城市群發展戰略，構築其成為具有
強勁集聚效應和輻射帶動作用的核心增長極。

李克強在河南提出的中原城市群經濟隆起
帶，是以鄭州為中心，包括洛陽、開封、新鄉
、焦作、許昌、平頂山、漯河、濟源在內的城
市密集區，要舉全省之力，優先發展，使之成
為中部地區最具影響力的經濟隆起帶。

城市群成強省載體
自2003年起，李克強開始倡導系統謀劃中

原城市群的發展。他明確提出，圍繞建設大鄭
州，使其成為中原城市群經濟隆起帶的龍頭，
他親自謀劃推動了鄭東新區建設，要求作為鄭
州市建設區域性中心城市的主攻方向，打造河

南建設現代化城市的示範區和優化河南經濟環
境的樣板。

在遼寧主政期間，李克強系統地提出沿海
經濟帶開發建設戰略。大連、丹東、錦州、營
口、盤錦、葫蘆島等沿海城市在內的遼寧沿海
經濟帶，地處環渤海地區重要位置和東北亞經
濟圈關鍵地帶，資源稟賦優良，工業實力較強
，交通體系發達。目前已上升為國家戰略。該
戰略最開始提出，其稱謂還是 「五點一線」。

「胡煥庸線」 的啟示
以 「五點一線」沿海經濟帶建設引領遼寧

新一輪大開放，經濟長足發展，民生持續改善
。李克強曾說，建設 「五點一線」沿海經濟帶
，是把遼寧建設成為國家新型產業基地、打造
成為沿海經濟強省的重要載體。從一定意義上
講，打造 「五點一線」沿海經濟帶的過程，實
際也是調整經濟布局和推進產業結構優化升級

的過程。
到國務院工作後，李克強的區域發展思維

顯得更為深邃。在省部級幹部培訓班上，他介
紹上世紀30年代，中國地理學家胡煥庸劃出的
一條區域發展線，這條 「胡煥庸線」斷定東南
方是最適合人居的。經濟事實證明東南方發展
得快，人口聚集得多。 「但都在這條線東南方
發展，不利於全面推進現代化建設，也不利於
保障國家安全。」他如是說。

李克強認為，中西部地區城市發育明顯不
足，這導致了人口長距離大規模流動、資源大
跨度調運，極大增加了經濟社會運行和發展的
成本。如何在中西部一些發展條件較好的地區
，加快培育新的城市群、形成新的增長極，值
得認真謀劃和推進。

從中不難看出，加快培育和發展中國中西
部城市群，形成新的經濟增長極，已納入李克
強未來的施政規劃。

【本報記者孫志北京六日電】作為中國當代最有影響力的
經濟學家，厲以寧的聲名鵲起是同高速增長的中國經濟密不可
分。32 年前，他首提股份制，由此贏得 「厲股份」的美譽。
現今，厲以寧的名字更多是同他眾多出色的學生連在一起，其
中最有代表性的非李克強莫屬。

師從厲以寧的7年，李克強由共青團中央書記處書記升任
共青團中央第一書記，成為團系的中堅人物。知青經歷讓他深
刻體察農村疾苦。在北大讀在職研究生時，受厲以寧等經濟學
家的影響，他尤為關注中國農村經濟問題。

據說，厲以寧為李克強博士論文開出的評審人員名單都是
內地經濟學大腕，甚至可稱權威人物。厲以寧說，這些人看重
的只是論文本身的分量，不會在意論文的表面或其他與學術無
關的東西， 「這樣做對學生有益，可使論文得到真實的評價，
經得起各種檢驗。」

厲以寧指出，全世界最大的投資機會，就是中國的城鎮化
。這讓人迅速聯想起，李克強的城鎮化經濟理念。關於城鎮化
，厲以寧在民間布道，李克強對高官宣講，師徒民間與廟堂間
的唱和無不是着眼於中國經濟未來的內生發展潛力。

11 月 21 日，中共十八大閉幕剛剛 6 天，中南海國務院第
一會議室就迎來全國 11 個改革試點省市的負責人。在這場
「全國綜合配套改革試點工作座談會」，李克強發出充滿個性

的改革宣言： 「改革是最大的紅利！」6天後，厲以寧在中國
民營經濟科學發展論壇上向數百名民營企業家表示，唱衰中國
的論調是不正確的， 「改革紅利是中國最大紅利。」這高度一
致的 「改革論」，同樣讓人振奮。

李克強與厲以寧對於中國經濟的思考、研究，以及他們之
間的密切互動，將對中國未來的經濟政策產生重要的影響。

▲中國國務院副總理李克強5日在北京中南海紫光閣會見美國前財政
部長保爾森時表示，希望保爾森及其團隊按照 「知行合一」 的理念，
為中美關係作出更多努力和行動 新華社

中共十八大報告提出， 「促進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同步發展」 的 「新四化」
目標，指明了未來中國經濟發展的方向。十八大閉幕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副總理李克
強發出 「改革是中國最大紅利」 的強音，在會見世行行長時又發出 「四化」 協調發展需要國際經驗
的訊息。通過改革來推動四化同步，正成為李克強經濟工作的重要思路。

【本報記者孫志北京六日電】

信息化工業化 深度融合
中共十八大報告提出， 「堅持走新型

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道
路，推動信息化和工業化深度融合、工業
化和城鎮化良性互動、城鎮化和農業現代
化相互協調，促進工業化、信息化、城鎮
化、農業現代化同步發展。」

12月初，國務院批覆《中原經濟區規
劃》。中原經濟區的一項重要功能定位就
是工業化、城鎮化和農業現代化 「三化」
協調發展示範區。據悉，《規劃》批覆得
到李克強的積極支持和有力推動。河南是

李克強到地方工作的首站。執掌河南期間
，李克強提出加快 「三化」實現中原崛起
。這與當前中央提出的 「新四化」在政策
脈絡上有着很大的共通性。

培育 「中國創造」
作為十八大報告起草組副組長，李克

強在《十八大報告輔導讀本》中明確撰文
指出，中國總體上仍處於工業化中期，處
於國際分工和產業鏈的中低端。面對傳統
優勢減弱和日益激烈的國際競爭，迫切要

求產業轉型，在 「中國製造」的基礎上培
育和發展 「中國創造」。

早在 2005 年擔任遼寧省委書記時，
李克強就提出，在振興遼寧老工業基地進
程中，堅持以信息化帶動工業化，大力發
展高新技術，用高新技術和先進適用技術
改造傳統裝備製造業，努力實現 「中國裝
備」支撐 「中國製造」，推動產業結構優
化升級，提高經濟發展的整體水平。

李克強在面向省部級官員的培訓班上
曾作出如下解釋： 「潛力巨大的中國城鎮
化，既是中國經濟增長最強大、最持久的
內生動力，也是拓展與世界各國合作的新
平台。因此，要從現代化建設的全局出發
，着眼國際政治經濟格局的變化，乃至站
在保障國家安全的高度，統籌研究和實施
城鎮化戰略。」

在李克強看來，中國當前的問題首先
是發展不平衡，城鄉不平衡。城鎮化是破

解城鄉二元結構的必由之路。城鎮化需要
工業化帶動，也給工業化提供支撐。

城鎮化率不斷提高
從現代化發展規律看，今後一二十年

我國城鎮化率將不斷提高，每年有相當數
量農村富餘勞動力及人口轉移到城市，將
帶來投資的大幅增長和消費的快速增加，
也會給城市發展提供多層次的人力資源。

11 月 30 日，世界銀行行長金墉透露

，李克強在會見他時，非常明確地指出，
中國需要解決的是城鎮化過程中一系列全
面的問題，因為中國未來預計每年平均有
1400萬人大規模湧向城市地區，所以如果
想推動城鎮化的發展， 「戰略化」的城鎮
發展是進一步推動經濟增長非常重要的一
個領域之一，所以中國需要尋找是否有可
以借鑒的經驗。

工業化城鎮化 良性互動

中國城鎮化率剛超過 50%，如按戶籍
人口計算僅 35%左右，遠低於發達國家近
80%的平均水平。

李克強認為，從現代化發展規律看，
今後一二十年我國城鎮化率將不斷提高，
每年將有相當數量農村富餘勞動力及人口
轉移到城市，這將帶來投資的大幅增長和
消費的快速增加，也會給城市發展提供多
層次的人力資源。但城鎮化不是簡單的人
口比例增加和城市面積擴張，更重要的是
實現產業結構、就業方式、人居環境、社

會保障等一系列由 「鄉」到 「城」的重要
轉變。

科學規劃城市群規模
為此，李克強提出，要積極穩妥地推

進城鎮化，注重提高城鎮化質量，科學規
劃城市群規模和布局，促進大中小城市和
小城鎮合理分工、功能互補、集約發展。
同時，努力為農民工及其家屬提供基本公
共服務，使農民能夠轉為市民。展望未來
，城鎮化是我國經濟增長的巨大引擎。

城鎮化農業現代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 相互協調相互協調

構築城市群打造經濟增長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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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港政策逐步落實
鑒港經驗建保障房

▲城鎮化建設全面提速，更多農民成為 「城裡人」 ，圖為河南嵩縣一戶居民在新搬入的住宅
小區院內擺下婚宴 資料圖片

改革蘊藏紅利
四化同步發展

▲李克強最近說，推進城鎮化，是要走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
農業現代化同步發展的路子，需要國際視野和世界經驗，這有利於
我們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