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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雲山以身作則反空談
轉作風 正學風 改文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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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不定調、不念稿
、聽真話、聽實話的會風、文風給中國政
壇帶來清新之風，受到老百姓熱烈歡迎。
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書記處書記劉雲山
日前在北京召開座談會時，再次強調轉變
作風、端正學風、改進文風。他告誡勿
「空談誤國」 。劉雲山並主張宣講會一定
不要講太長， 「看一部電影才兩個小時，
那還是有故事有情節，你作報告超過兩個
小時，誰能聽進去？」

【本報記者馬浩亮北京十一日電】

【本報訊】據中新社北京十一日消息：中共中央黨校原
常務副校長鄭必堅11日在北京表示，要抓住21世紀第二個
十年的戰略機遇期， 「當代中國進一步解放思想、解放生產
力的根本要求，勢必將集中到三個 『活力』上來，即創新活
力、創業活力、應對巨大風險的能力和活力」。

第三屆全球創業型經濟論壇11日在北京舉行。鄭必堅
在論壇開幕式主旨演講時作上述表示。

鄭必堅的演講引出了本屆論壇 「創新創業，抵禦風險」
的主題。

他表示，中共十八大給我們一個最鮮明的提示就是中國
今後十年仍將堅定不移地走和平崛起之路，並努力開闢一個
以進一大步地從量和質兩方面，尤其是從質的方面，發展中
國人民的生產力為中心，五大方面建設並舉，全面建成小康
社會的嶄新歷史階段。

【本報訊】據新華社北京十一日消息：記者
從中國人力資源社會保障部獲悉，日前，中央組
織部、人力資源社會保障部、公安部等25個部門
聯合下發《外國人在中國永久居留享有相關待遇
的辦法》，規定持有外國人在中國永久居留證
（中國 「綠卡」）的外籍人員除政治權利和法律
法規規定不可享有的特定權利和義務外，原則上
和中國公民享有相同權利，承擔相同義務。

已有5000人持「中國綠卡」
中國 「綠卡」制度自2004年8月由公安部、

外交部開始實施，目前已為近5000名外國人辦理
了永久居留手續，其中有相當一部分是海外高層
次人才及其家屬， 「綠卡」制度已成為中國吸引
海外高層次人才的一項重要制度。

隨着近年來中國經濟社會持續快速發展，以
「千人計劃」為龍頭的海外高層次人才引進工作

整體快速推進，在中國的外籍高層次人才數量迅
速增加。中國 「綠卡」門檻高、適用範圍小等問

題日益突出，亟待解決。
《辦法》針對外籍人才來華工作普遍關注的

就業、簽證居留、通關、投資、職稱、子女教育
、社保、住房公積金、購房、辦理金融業務、購
物、旅行、駕照等方面問題，逐條規定可憑中國
「綠卡」享受相關國民待遇。

《辦法》規定， 「在中國居留期限不受限制
，可以憑有效護照和《外國人永久居留證》出入
中國國境，無需另外辦理簽證等手續；其配偶及
直系親屬，可按有關規定申請辦理相應簽證、居
留證件或《外國人永久居留證》」。

在子女就學方面，《辦法》首次在國家層面
明確了持 「綠卡」人員的子女可在居住地接受義
務教育，享受本地居民待遇。鑒於中國高等教育
階段針對外國學生的入學要求更適用於外籍人才
子女，因此仍按現行政策執行。

對於參加社保，《辦法》明確，可以 「綠卡
」作為有效身份憑證辦理社會保險參保手續。

《辦法》規定， 「可按照《住房公積金管理

條例》等規定，在工作地繳存和使用住房公積金
，離開該地區時，可按規定辦理住房公積金的提
取或轉移手續」，即持 「綠卡」人員在住房公積
金方面與中國公民享有同等待遇。

新聞總署清理濫發記者證現象

綠卡持有人將享國民待遇
可接受義務教育 可辦社會保險

鄭必堅：進一步釋放三活力

【本報北京十一日電】從記者到政治局常委，長
期在基層工作的經歷，令劉雲山養成了求真務實的工
作作風，了解老百姓所思所想，非常反感官僚主義和
形式主義。在中宣部部長任內，他部署了宣傳文化單
位 「走基層、轉作風、改文風」活動，採寫了大量有
血有肉的報道。而晉升政治局常委之後，他對 「轉作
風、改文風」的強調力度進一步提高。

在 10 日的座談會上，劉雲山指出，學習宣傳貫
徹十八大精神，要理論聯繫實際。如果用官僚主義、
形式主義、脫離實際，用假大空、黨八股去學習宣傳
貫徹十八大精神，也可能搞一陣風，也可能轟轟烈烈
，但最後要落空。有些地方只是在辦公室清談清談，
擺擺龍門陣，侃侃大山，最後不幹實事。

趣談 「空談誤國」
劉雲山說，改進文風會風，把十八大精神落到實

處，都要貼近群眾、貼近實際、貼近生活， 「否則花
架子越多，效果越差」。

劉雲山舉例說，他最近看了一本書，是前政治局
常委李瑞環的文集，裡面的一個故事把他 「逗笑了」

：上世紀 90 年代初，湖北神農架地區很多野豬橫行
，趕也趕不走。有人想了個辦法，把獅子、老虎等猛
獸的聲音錄下來，支起桿子，用大喇叭放出來。一開
始，野豬還真害怕，嚇跑了。但是過段時間之後，野
豬又回來了，因為它們發現只有聲音，沒有危險。後
來野豬把桿子都給拱倒了。村民們感慨，看來唱高調
、說空話連野豬都騙不了。這個故事談的就是 「空談
誤國」。

他指出，現在是矛盾凸顯期，改革攻堅期，問題
多。他希望各級領導幹部認真研讀十八大報告，研讀
黨章，研讀習近平近期一系列重要講話，增強問題意
識，善於發現問題，回答問題，解決問題，取信於民
。評價十八大精神落實得好不好，標準就是現實生活
中老百姓提出的問題能不能解決，解決得越多，說明
落實得越好。

關於如何讓十八大精神深入人心，劉雲山認為，
「一鍋煮」效果往往不好，要分眾化、小型化、具象

化，要互動，老百姓有什麼意見、有什麼要求提出來
，然後用十八大精神來解答，效果會很好。

12月10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書記處書記
劉雲山來到北京市西城區主持召開座談會，就 「把學
習宣傳貫徹黨的十八大精神引向深入」，聽取 20 位
參會者的意見。劉雲山在會上強調，要通過轉變作風
、端正學風、改進文風，把學習宣傳貫徹十八大精神
引向深入。判斷落實情況好不好的標準，是老百姓提
出的問題有沒有得到解決。

無迎來送往不掛橫幅
而這次座談會本身，也是轉變作風、端正學風、

改進文風的典範。按照新一屆政治局定下的 「鐵律八
條」，會議沒有迎來送往。

12月10日上午8點50分，劉雲山乘車進入北京
市西城區委大院，下車後快步走進大樓。而大樓內迎
接他的只有北京市委書記郭金龍和西城區委書記王寧
兩個人。西城區委書記王寧說，其他的公務員都在照
常工作，沒有組織迎接。

在休息室脫掉黑色皮夾克外套之後，劉雲山沒有
停留，轉身來到會議室，和每位參會者握手致意。會
議桌上沒有果盤、毛巾、鮮花，沒有張掛橫幅，也沒
有講稿，只有筆記本和茶杯。

因為每一個參會者都爭着發言，並且都發了言，
計劃開到11點的會議，實際上12點一刻才結束。西
城區委也沒有安排午飯。

發言不念稿歡迎提意見
劉雲山自己主持會議，他逐個讀出參會者名字，

讓大家互相認識。
會議開場後，沒有套話，直奔主題。劉雲山說，

十八大之後，政治局開了兩次會，第一次是研究學習
宣傳貫徹十八大精神，第二次是研究改進作風的八條
規定，這兩個會議相互有內在的邏輯聯繫。要通過轉
變作風、端正學風、改進文風，把十八大精神學習宣
傳貫徹引向深入。

劉雲山說， 「中央倡導改進會風文風，我們也要
這樣，所以發言也不要照稿子念，想到什麼就說什麼
，對我們有批評意見也可以提。」

中央宣講團成員、新聞出版總署黨組書記蔣建國
先提出意見，十八大精神不要過度解讀。劉雲山馬上
問： 「什麼叫過度解讀？」

避免 「歪嘴和尚念錯經」
蔣建國解釋說，本來十八大報告寫得很直白，很

簡明，甚至翻譯成外語都不用做過多解釋，但是有些
解讀文章不斷拔高，反而讓人不好理解了。一些領導
幹部對報告的關注，還不如普通群眾。有的幹部還在
忙於迎來送往，搞形式主義，報告學得不深，反而被
老百姓問住了，難住了。

聽完意見，劉雲山提出，學習十八大精神領導要
帶頭，改進文風會風主要說的也是領導幹部，領導帶
頭，下面自然而然就跟上了。學習十八大精神，提倡
原原本本閱讀原文。經過二傳手、三傳手，可能出現
「歪嘴和尚念錯經」，加入了個人觀點，這些觀點可

能是錯誤的。十八大報告原文並不長，習近平總書記
的講話也很簡短，讀原文 「划得來」。

說空話連野豬都騙不了

【本報訊】據新華社北京十一日消息：12
月 11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
書記、中宣部部長劉奇葆在中央新聞單位調研
時強調，新聞戰線要按照黨的十八大要求，一
定要下決心改進文風，以好的文風不斷深化黨
的十八大精神的學習宣傳貫徹，推動各類媒體
傳播力影響力的提高。

調研中，中央新聞單位負責人認真學習了
中央政治局改進作風的八項規定中關於對新聞
報道、改進文風的要求，學習了習近平總書記
有關重要批示精神。劉奇葆指出，新聞戰線擔
負着宣傳黨的主張、通達社情民意的重要職責
，一定要深刻領會、堅決貫徹中央精神，把改
進文風作為當前的一項重要任務，高度重視，
立即部署，大力推進。要從新聞報道、評論言
論和文字風格、文章標題、版面編排等方面進
行總體研究、全面改進，提倡 「短、實、新」
，反對 「假、長、空」，切實做到言之有理、
言之有物、言之有情，富有吸引力感染力。要
牢記新聞媒體的職責使命，通過改進文風更好
地把握正確導向、鞏固主流思想輿論。

把群眾認可作最高標準
劉奇葆強調，中央新聞單位是新聞戰線的

「國家隊」 「排頭兵」，要在改進文風上先走
一步、高出一籌，讓群眾滿意。要把群眾滿意
認可作為最高標準，從實際生活中發現線索、
選定題材、挖掘新聞，講實話、講短話、講有
用的話，使報道的內容、形式、語言、風格更
加貼近群眾的需求，讓群眾明顯感受到文風方
面的新氣象。要完善制度機制、扎實鞏固地改
，認真總結 「走轉改」的成功經驗，加強新聞
隊伍建設，建立長效機制，使改進文風轉化為
廣大新聞工作者的自覺行動。新聞單位領導幹
部要切實把好文風關，帶頭寫樸實生動的報道
評論，以模範行為帶動本單位文風的改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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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書記處書記劉雲山到北京市調研並主持召開座談會
新華社

【本報訊】據新華社十一日消息：針對近期新聞
記者證管理中出現的問題，新聞出版總署日前下發通
知，決定從明年 1 月 15 日起開展為期兩個月的專項
清理，全國新聞單位要對本單位所有持新聞記者證人
員徹底清查，做到所有人員逐個審核，不符合條件人
員一律註銷。

此外，核驗重點還包括各新聞單位是否存在為本
單位的黨務、行政、廣告、發行等非採編崗位工作人

員辦理新聞記者證的情況；是否存在未註銷離崗、離
職、離退休人員的新聞記者證的情況；是否存在為有
新聞採編不良從業記錄的人員辦理新聞記者證的情況
；新聞記者證持證人員本年度內是否存在違法違規行
為；報刊記者站記者是否存在持本部新聞記者證的情
況。通知還要求，各新聞單位建立健全新聞記者的微
博管理制度，規範新聞採編人員的職務行為，全面加
強新聞記者隊伍管理。

▲一位外國專家在展示她的 「中國綠卡」
資料圖片

12月11日，國務院副總理李克強在北京中南海紫光閣
會見美國前總統卡特。李克強表示中美加強合作始終是大趨
勢，只要堅持相互尊重，管控分歧，包容發展，拓展共同利
益，使友好的紐帶更加緊密，中美雙贏是完全可以實現的；
卡特表示，作為中國人民的老朋友，將繼續致力於推動中美
兩國的友好合作，不斷促進中美友好關係向前發展。

新華社

李克強會見美國前總統卡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