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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洋離任廣東的消息經官方公布後，
當地媒體和 QQ 群上一片惜別之聲。主政
廣東五年，汪洋的確塑造了 「改革闖將」
的鮮明形象。不久前的中共十八大廣東團
開放日上，有外國記者稱呼汪洋為 「改革
派」，當時汪洋回應得自信且得體，他說
， 「改革開放是中國共產黨的戰略抉擇，
每一個中國共產黨黨員，包括我在內，都
是改革派。」

事實上，作為改革開放前沿陣地的主
政官，歷任廣東省委書記基本都屬於作風
相對開明、思維超前活躍、具有開拓創新
精神的官員，都曾帶領南粵民眾突破陳規
腐制，表現出改革者堅定的謀略與智慧。

施政理念不謀而合
如今，年僅49歲的胡春華成為史上最

年輕的 「廣東一哥」，外界對他如何在新
崗位上施展才幹抱有強烈期許。其實，梳
理汪洋及胡春華的從政履歷可以看出，這
兩位 「明星官員」有一些相似之處。從個
人經歷來看，汪洋及胡春華均有共青團工
作經驗，都屬 「少年得志」型官員。胡春
華自大學畢業時就因主動要求赴西藏鍛煉
而成為社會焦點，從此表現卓越，一路晉
升，創造了中國政壇上多項 「最年輕」紀
錄。實際上，汪洋同樣成名甚早。1988 年
11月，33歲的汪洋出任安徽銅陵市代市長
（後任市長），也是當時全國最年輕的正
廳級幹部之一，被民間稱為 「娃娃市長」
，其間他推行的 「銅陵改革」贏得了鄧小
平的賞識。

兩人在執政風格及施政理念上頗有
「英雄所見略同」的契合。首先，都曾極力推動經濟轉

型。2007年底，汪洋接掌廣東後力推珠三角的產業轉型
升級，提出 「雙轉移」、 「騰籠換鳥」等經濟戰略，鼓
勵各地走科學發展道路。同樣，胡春華在內蒙古曾力推
經濟結構調整，頂住壓力推動地方官員擯棄 「唯GDP論
」，加大非資源型產業和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力度。

其次，兩人均具有廣東官員一以貫之的開放心態。
汪洋曾廣泛聘請洋專家把脈廣東經濟，任內還促成《粵
港合作框架協議》、《粵澳合作框架協議》簽署，粵港
澳合作上升為國家發展戰略。而胡春華原先主政的內蒙
古雖屬內陸省份，但其推進全方位擴大開放的舉措卻從
未間斷。他多次表示，希望借助大公報等港媒平台，增
進港澳台同胞以及海外人士了解內蒙古。

決心反腐斬落貪官
再次，兩人在整頓幹部隊伍上均講求原則、不留情

面。五年來，廣東幾次爆發官場大地震，查處了原廣東
省政協主席陳紹基、原深圳市長許宗衡等高官，十八大
之後，又有數名廳官先後落馬，廣東強勢治貪力度震驚
全國。同樣，三鹿問題奶粉風波爆發時，時任河北省長
的胡春華雷厲風行進行處置整頓，石家莊市委書記吳顯
國、市長冀純堂十天內相繼下台，市政府班子幾乎全盤
換人。

可以看到，汪洋及胡春華雖然在施政上各有特
點，但推行的理念及舉措有不少相似之處。以
此看來，廣東易帥後，大政方針應將保持
相對連貫性和穩定性。廣東續有改革派，
未來依舊可期。 時時評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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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日下午五時半左右，廣東省召開領導幹部大
會。趙樂際在講話中指出，汪洋擔任廣東省委書記
5年多時間，正是廣東進一步解放思想、更新觀念
、加快轉變發展方式、深化改革開放的關鍵時期。
他肯定汪洋勤奮敬業、扎實工作，為廣東的改革發
展穩定傾注了大量心血，做出了重要貢獻。他又指
出，胡春華政治上堅定，領導經驗豐富，熟悉黨務
和經濟工作，組織領導和處理複雜問題的能力強。
中央認為，胡春華同志擔任廣東省委書記是合適的
。他強調，這次廣東省委主要領導同志的調整，是
中央從大局出發，根據工作需要和廣東領導班子建
設實際，經過通盤考慮、反覆醞釀、慎重研究決定
的。

汪 洋：
相信胡春華能把廣東事情辦好
汪洋在講話中表示，完全擁護中央關於胡春華

擔任廣東省委書記的決定，並表示相信胡春華一定
能在以習近平為總書記的黨中央領導下，在大家的
支持下，把廣東的事情辦得更好，為堅持和發展中
國特色社會主義作出新的更大貢獻。

胡春華在講話中感謝中央的信任，也對汪洋五
年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表示敬意。他說， 「由衷
地期望汪洋同志到中央工作後，繼續關注廣東、關
心廣東、支持廣東的發展。」

胡春華說，擔任廣東省委書記，接過廣東事業
的接力棒，深感擔子重、責任大，但仍有信心做好
廣東的工作， 「我將與廣東人民一起努力奮鬥，把
廣東的改革發展事業不斷推向前進。」胡春華指出
，做好廣東的工作，要以堅定的政治自覺，高舉旗
幟，堅定信念，堅定不移地沿着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道路前進，推動廣東繼續在改革開放中發揮窗口作
用、試驗作用、排頭兵作用，腳踏實地創造新的更
大的業績。要堅持發展是硬道理的戰略思想，以更
大勇氣和智慧推進改革開放，努力解決經濟社會發
展中遇到的突出矛盾和問題，為率先實現廣東全面

建成小康社會的目標而不懈奮鬥；要切實有效地做
好新形勢下的群眾工作，尊重人民群眾的主體地位
，積極回應人民群眾的現實關切，堅持民生為重，
實實在在地為人民服務，讓全省人民分享改革發展
的成果。要緊緊依靠人民群眾，立足腳踏實地做
好當前的事，着眼長遠謀劃好今後的事。
「現在正值年末歲尾，各級各部門要努

力完成好年初制定的各項目標任務，
讓廣大群眾過一個歡樂祥和的元
旦春節，同時要積極謀劃做好明
年和今後一個時期的工作。」

胡春華還特別強調，廣
東毗鄰港澳，要貫徹 「一國
兩制」基本方針，按照中
央的要求，加強與香港與
澳門的合作與交流，實現
相互支持，互利共贏，共
同發展，努力開創粵港澳
合作的新局面，為保持香
港、澳門的長期繁榮穩定
作出積極的貢獻。

胡春華：
把廣東改革發展推向前進
他最後表示，一定珍惜這個服務廣東人民的機

會，把自己全部的精力和智慧，都融入到這片充滿
生機和活力的土地，盡心竭力，兢兢業業地做好工
作，不辜負黨中央的信任與期待，不辜負廣東人民
的信任與期待。一定虛心學習，踏實做人，廉潔從
政，精誠團結，調動各方面積極性，緊緊依靠廣大
幹部群眾，共同把廣東的事情辦好。為建設更加繁
榮富強的廣東，創造廣東人民美好幸福的生活而努
力奮鬥。

廣東省省長朱小丹在會上表示擁護中央的決定
。他高度評價汪洋在廣東五年的工作，並承諾將按
照中央要求，全力支持配合胡春華開展工作。

矢言開創粵港澳合作新局面

胡春華胡春華南下掌粵南下掌粵
中國第一經濟大省廣東易帥。18日下午，廣東省召開領導幹部大會，中央政

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央組織部部長趙樂際在會上宣布了中央決定，汪洋
不再兼任廣東省委書記、常委、委員職務；胡春華兼任廣東省委委員、常委、書記
。胡春華在就職講話中表示，踏實做人，廉潔從政，精誠團結，與廣東人民一起努
力奮鬥，把廣東的改革發展事業不斷推向前進。他還特別強調，要加強與香港與澳
門的合作與交流，實現相互支持，互利共贏，共同發展，努力開創粵港澳合作的新
局面。

【本報記者鄭曼玲廣州十八日電】

發，傾身直視對談者，很注重細心傾聽，
並不時點頭會意，顯示良好素養，及至發
言時，又露出思路清晰的一面。他介紹說
，內蒙古對內將加快轉變發展方式，實現
富民強區，對外則全方位擴大開放，希望
借助大公報等港媒平台，增進港澳台同胞
以及海外人士對內蒙古的了解。

急於為內蒙古尋求突破性發展的迫切
心情，在胡春華的言談舉止中表露無遺。
去年10月記者隨大公報採訪團赴內蒙古採
訪時，再次見識了這一點。當時，內蒙古
意欲將第三產業打造成經濟新引擎的着力
點，但作為支柱產業之一的旅遊業發展尚
欠火候，一些極具旅遊價值的景點還處於
「養在深閨人未識」的狀態。胡春華在接

受採訪時當起了旅遊推介大使，他言辭懇
切地發出邀請， 「呼倫貝爾的冬天有三個
多月時間，幾十萬平方公里都是白雪皚皚
，我邀請大家冬季到呼倫貝爾來看雪！」

關注環保拒絕唯GDP論
另有一些細節也讓記者印象頗深。他

在面對港媒採訪團時不懼 「自爆家醜」說
，內蒙古是在低起點上高速增長，產業結
構單一，工業處於產業鏈的中低端，多元
發展、多極支撐的產業體系尚未建立起來
。他還希望傳媒輿論多提意見指出不足。

會見期間，胡春華主動聊起一些較為
敏感的話題。他說， 「大家都很關注鄂爾
多斯，我最近給鄂爾多斯出了個考題。我
說你三年也好，五年也好，哪一天能告訴
我你不單純依靠資源開發，還能實現兩位
數的增長，那你就算轉型成功。如果你增
長很快，但仍然是靠開發資源，那恐怕還
不能算科學發展。」寥寥幾句，就將其
「不以GDP論英雄」的發展理念表達得淋

漓盡致。

在胡春華略顯黝黑的臉上，始終掛着
一絲微笑，髮際間夾雜的絲絲白髮清晰可
見。

記者曾作為大公報採訪團成員赴內蒙
古實地採訪，也曾在全國 「兩會」期間參
加內蒙古團組媒體開放活動，有過幾次近
距離觀察胡春華的機會，對這位中共政壇
上的60後領軍人物，留下深刻印象。

去年 3 月 7 日，全國 「兩會」內蒙古
團組開放，記者到達會場時，已有數十家
中外媒體在場。遺憾的是，話題人物、時
任內蒙古自治區黨委書記的胡春華始終沒
有出現，但他依然是會場裡最熱門的話題
。記者與一些代表團成員閒聊，聽到的幾
乎都是對胡春華的肯定和好評。謙虛、樸
實、厚道、務實、能吃苦、平易近人、頭
腦清晰、具戰略眼光、水平高而調子低，
這些關鍵詞勾勒出一幅官員及記者視野裡
的胡春華速寫。

冀借助港媒宣傳內蒙古
有接近胡春華的官員回憶他赴任內蒙

古不久便展開調研的情況說， 「兩個多月
他馬不停蹄地把內蒙古12個盟市都跑遍了
」。一天，頭戴棉帽、身裹棉大衣的胡春
華來到內蒙古東北部的興安盟時，已是凌
晨5點，氣溫為攝氏零下30多度。由於暴
風雪造成公路阻斷，胡春華是坐火車來的
。該官員稱，胡春華一下車就開始到處看
，看城市、看企業、看望貧困戶，並進行
座談、聽取匯報。在陪同胡春華調研的兩
天裡，這位官員發現他可以說是民族問題
專家， 「作為一名民族幹部，自己也沒研
究得這麼深」。

數日後，胡春華在北京會見了大公報
董事長兼社長姜在忠一行。記者在現場觀
察，胡春華待人彬彬有禮，入座時淺坐沙

擔任廣東省委書記，接過廣東事業發展的
「接力棒」 ，我深感擔子重、責任大。廣東近

代以來就是開風氣之先的地方，在中國歷史上
具有重要的地位，改革開放以來更是發揮着排
頭兵的作用。我有信心做好廣東的工作。這個
信心來自於黨中央的堅強領導，來自於歷屆廣
東省委打下的堅實工作基礎，來自於勤勞智慧
的廣東人民。我將和廣東
人民一起努力奮
鬥，把廣東的改
革發展事業不斷
推向前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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