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剛剛到任八天的廣東省委書記胡春華
25日、26日分別到深圳及東莞調研，在深
圳期間視察了前海深港合作區和深圳高科
技企業，並到深圳蓮花山鄧小平塑像前敬
獻花籃，與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本月初
在深圳視察的路線相若。胡春華同時還在
深圳主持召開座談會，強調習近平總書記
對廣東提出的希望就是廣東工作的總目標
，26日則到東莞企業和科技園區調研，強
調繼續堅持產業轉型升級。

【本報記者黎冬梅、毛麗娟深圳二十
六日電】

調研深圳東莞 以總書記期望為目標

劉雲山︰用一賢人則賢人畢進

【本報記者張帆上海二十六日電】正在召開的上
海市第十三屆人大常委會第三十八次會議，今天正式
接受韓正辭去上海市市長的請求。上周剛剛獲任中共
上海市委常委、副書記、常務副市長的楊雄（見上圖
）被任命為代理市長。從而結束了十八大後上海市委
書記和市長由韓正兼任的局面。而按照慣例，代理市
長在市人大全體會議後正式任市長幾無懸念。

韓楊配熟悉經濟工作
根據官方公布的簡歷，雖然楊雄比韓正年長五個

月，但兩人有許多共同之處。其一，兩人皆為上海土
生土長的官員，對上海情況熟悉。其二，在過往上海
最重要的政經大事──世博會的籌備和舉辦中，楊雄
作為上海世博會執委會常務副主任等職，配合俞正聲
、韓正工作，為世博會的成功舉辦發揮了積極作用，
也受到了市民的肯定。其三，兩人皆給媒體 「實幹」
家的印象，如無必要很少多說話。

更重要的是，韓正與楊雄皆為經濟學碩士、高級
經濟師，在以往又多在經濟部門任職，而楊雄又有多
年國資、大型國企部門的工作經驗。當前上海經濟正
處在轉型發展的關鍵時期，由對熟悉經濟工作的 「韓
楊配」主政，相信對上海繼續保持經濟領先勢頭和金
融、航運雙中心建設均有積極意義。

楊雄任上海代市長

【本報訊】據新華社北京二十六日消息︰全國
組織部長會議 26 日在京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中央書記處書記劉雲山出席會議並講話。他說，
選一個幹部就是樹一面旗幟。 「用一賢人，則賢人
畢進」。組織部門作為黨管幹部的重要職能部門，
要全面考核幹部的德、能、勤、績、廉，真正把那

些忠於黨和人民、綜合素養好、能力過得硬、群眾
信得過的幹部選拔到領導崗位上來。

考核幹部德能勤績廉
劉雲山強調，要注重在各級領導班子中配備具

備領導科學發展能力的幹部，建立健全有利於科學
發展的目標體系、考核辦法、獎懲機制。要全面貫
徹黨的幹部工作路線，公道正派地選人用人，堅決
反對跑官要官，堅決糾正拉票賄選、買官賣官，切
實匡正用人風氣。在整治用人上的不正之風這個問
題上，各級組織部門要有高度的政治覺悟、堅定的
決心態度，發現一起查處一起，為做到黨的十八大
提出的幹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盡心盡力盡
責。

劉雲山對明年黨的建設和組織工作提出要求。
要切實加強理想信念教育，引導黨員幹部進一步堅
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
信，以良好精神狀態為實現偉大 「中國夢」而奮鬥。
要突出抓好作風建設，引導黨員幹部按照為民務實清

廉的要求，進一步密切黨同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繫。

中宣部促媒體改進文風
另據中新社消息︰中共中央宣傳部近日發出

《關於貫徹黨的十八大精神 切實改進文風的意
見》要求宣傳思想文化戰線着力提高針對性實效性
、親和力感染力，提倡短、實、新，反對假、長、
空。

《意見》要求黨報黨刊、通訊社、電台電視台
要從新聞報道、評論言論的內容、語言、標題、篇
幅到版面編排、欄目設計、節目製作等方面，進行
全面改進。要根據工作需要、新聞價值、社會效果
確定內容，說真話、寫實情，言之有物、言之有理
、言之有情，杜絕脫離實際、內容空洞的文章和
「應景」文章，不發一般化的工作報道。要善於運

用鮮活的語言說明事物、表達觀點，善於把文件語
言和學術概念轉換成易讀易懂的群眾語言，善於捕
捉富有個性、特色鮮明的話語，簡潔平實、通俗明
白，杜絕照抄照搬文件和領導講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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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吳昊辰北京二十六日電】中國政府
首次就醫療衛生事業發表白皮書，介紹醫療衛生改
革發展情況，展示中國重視和改善民生的政策措施
。衛生部黨組書記、副部長張茅在國新辦發布會上
回答大公報提問時表示，公立醫院改革面臨十分複
雜的矛盾， 「十二五」期間將首先選擇在縣醫院開
展綜合改革，改善醫療資源分配不均的狀況。

張茅指出，在醫藥衛生體制改革方面，公立醫
院改革所面臨的矛盾比較複雜，比如要考慮到患者
的利益、醫生的利益、醫院的利益、藥品企業的利
益等等；所以醫改前三年提出公立醫院改革先進行
「試點」。

要做到民眾大病不出縣
白皮書指出，在 2011 年的全國醫院費用中，城

市醫院費用佔到 64.13%，縣醫院、社區衛生服務中
心、鄉鎮衛生院費用僅分別佔21.28%、5.17%、9.3%

。顯示醫療衛生資源在城鄉之間分配嚴重失衡。有
分析認為，優質醫療資源過於集中在城市大醫院是
「看病難」的主要原因，根本解決辦法是加強縣鄉

級的基層醫療機構建設，提高其服務能力，從而分
流目前在城市醫院聚集的患者人群。

張茅表示， 「十二五」規劃提出公立醫院改革
要全面推開，首先就是選擇在縣級公立醫院開展綜
合改革，從而達到民眾「小病不出鄉村、大病不出縣」
的目的。現在一些推行醫改的縣，都提出了90%的居
民生病要在縣級醫院內解決，這是一個重要目標。

他介紹，縣級公立醫院綜合改革重點有三方面
。首先是取消 「以藥補醫」，即取消15%的藥品加成
；改革補償機制，落實政府責任，在醫院的基本建
設、大型設備購置等六方面由政府投入。其次是在
縣醫院和城市大醫院推行預約門診掛號、無假日門
診等便民措施。三是從醫療服務水平、管理水平和
硬件條件上，全面提高縣醫院的服務能力。

公立醫院改革將在縣試點

【本報記者張思靜、劉巧雄韶山二十六日電】今天是毛
澤東誕辰119周年，在毛澤東的家鄉湖南韶山，人們用萬人
同吃福壽麵、同唱東方紅的古樸方式，緬懷紀念這位偉大領
袖。

清晨五點的韶山，細雨濛濛，寒氣逼人，但位於銅像廣
場旁的韶山村村支部卻是人聲鼎沸，熱鬧非凡。來自全國各
地的民眾和韶山村村民一道，以吃福壽麵的方式來表達對毛
主席的懷念之情。據韶山村黨總支書記毛雨時介紹，在 26
日清早，吃一碗熱氣騰騰的福壽麵，是當地村民緬懷毛主席
最樸實的方式。

據悉，吃福壽麵起源於毛澤東家所在的村──韶山村。
毛澤東逝世後，為了紀念這位偉人，村民在主席壽辰這一天
自發地聚在一起，殺豬宰羊、架鍋燒水，煮一碗長長的壽麵
，寄託對主席的綿綿思念。現在，用吃福壽麵的方式給毛主
席過生日，已成為當地的一種民間風俗。而從 2003 年開始
，當地政府亦決定，每年的12月26日，為每一位來韶山的
遊客，免費提供一碗 「福壽麵」，共同緬懷主席恩情。

此外，韶山今日還舉辦了萬人同唱東方紅、萬人長跑等
多種方式紀念主席誕辰。

樸實方式紀念毛澤東誕辰

韶山萬人同吃福壽麵

胡春華 26 日到東莞創科集團、三星視界兩家企
業調研，同時還考察了東莞天安數碼城和松山湖科技
產業園區。

關注東莞企業轉型升級
創科集團是廣東轉型升級的典範，此前國務院總

理溫家寶曾經考察過這家企業，東莞三星視界有限公
司則是韓國三星集團旗下的企業；東莞天安數碼城是
產業轉型升級示範園區。松山湖科技產業園區則是東
莞創新發展模式、創新發展環境、創新發展能力的示
範區，園區的發展目標亦是做東莞產業結構升級的龍
頭。

至於在深圳調研期間，胡春華強調，習近平總書
記視察廣東時對廣東提出了殷切希望，要求廣東努力
成為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排頭兵、深化改革開放
的先行地、探索科學發展的實驗區，為率先全面建成
小康社會、率先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而奮鬥。

胡春華強調，這 「三個定位、兩個率先」就是廣
東今後工作的前進方向和行動指南，是廣東工作的總
目標。胡春華特別提到， 「下一步如果沒有改革開放
，也不會有深圳更好的未來。」今後廣東各項工作都
要圍繞這個總目標去展開。

給深圳發展出「題目」
胡春華指出，下一階段，廣東要在全面深化經濟

體制改革，繼續深化行政體制改革，加強和創新社會

管理上進一步積極探索。堅定不移地通過深化改革開
放，破解前進道路上遇到的困難和問題。他寄望廣東
既富於理想，又腳踏實地，以實幹創未來，以好的作
風樹立廣東幹部的良好形象。他還給深圳出了一個
「題目」，就是立足長遠、立足全省大局，不斷豐富

經濟中心城市的內涵，深入研究建設中國中心城市。
另一方面，胡春華在深圳高新區調研大族激光、

中興通訊、邁瑞等三家高科技企業。大族激光董事長
高雲峰向大公報記者透露，胡春華比以往很多來調研
的領導都問得細，他詳細詢問金融危機期間，企業受
影響的狀況、遇到了哪些困難及採取的應對措施。胡
春華還特別詢問 「當產品推廣遭遇客戶不接受該怎麼
辦」、 「達不到客戶技術要求該怎麼辦」這些非常具
體的問題。他對創新類企業的研發投入、如何與國外
同類品牌競爭非常關注，特別提到自主創新類企業要
不斷增強企業核心競爭力。胡春華同時還就理順政府
與企業的關係聽取企業意見。

對深圳「感覺很好」
據了解，胡春華在廣東省和深圳市領導的陪同下

，首先來到了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詳細了解
前海的開發建設，以及深港合作、粵港合作的最新情

況，期待粵港兩地有更美好的合作前景；在深圳證券
交易所，他觀看了深交所市場監察系統、監控業務以
及 「互動易」的演示；在深圳蓮花山山頂廣場，瞻仰
鄧小平銅像並敬獻花籃，並與在蓮花山散步的市民親
切互動。他還來到深圳博物館，了解深圳的改革開放
歷程和經濟社會發展的總體情況。對於赴粵後首次調
研深圳的印象，胡春華用 「感覺很好」加以概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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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任廣東省委書記胡春華履新後首
次公開調研，不出外界所料，選擇了改
革開放最前沿的深圳市，隨後又抵達面
臨轉型升級重任的 「世界工廠」東莞。
他在調研中強調，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
「三個定位、兩個率先」─即成為發

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排頭兵、深化改
革開放的先行地、探索科學發展的實驗
區，率先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率先基本
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將成為廣東今後
工作的前進方向和行動指南，是廣東工
作的總目標。這一高調宣示，顯示廣東
「新掌門」已正式接下改革 「軍令狀」

，未來廣東可望再掀新一輪改革浪潮，
為中國的改革開放大業充當先行者。

如果說改革開放是中國歷史上的一
次偉大覺醒，那麼，廣東正是那個最先
醒來、睜開眼睛看世界的人。30年前，
廣東得到改革開放總設計師鄧小平的力
挺後，以習仲勳為首的第一代改革家邁
出了中國改革開放第一步。而廣東的這
一步，成就了中國的一大步，此後，改
革開放勢如破竹，撥開迷霧。正是因為
率先推進改革，催生出規則更公平、機
會更均等的市場精神，在全國形成領先
的制度優勢，廣東才得以衍生出發展動
力，吸引無數人才，並常常被譽為中國
改革的 「夢工場」，具有不可替代的特
殊地位。

然而，不知何時開始，廣東有些人
沒有了以前改革的昂揚鬥志，以及那份

「甩開膀子」的豪情壯志。甚至，因為在幾十年的改
革歷程中積蓄下了一些 「家當」，有些人寧願成為改
革成果的 「啃老族」，要麼阻撓改革，要麼曲解改革
，要麼借改革之名行維護既得利益之實。毋庸置疑，
廣東亟須喚醒昔日受命於危難之際的那份衝勁。

習近平總書記上任後首站選擇視察廣東，可以說
是新的歷史時期下又一次吹響了改革集結號，意味着
廣東再次被委以重任。而胡春華此次調研選擇的深圳
和東莞，都在中國改革進程中具有代表性的意義─
前者面臨着如何靠體制改革再創新優勢，後者面臨着
如何騰籠換鳥提升產業鏈價值。他在調研中所發出的
改革呼聲，無疑已經響亮地回應了外界的期待，從中
不難看出他對推進改革的籲求與堅守。可以想像，未
來之廣東將在經濟體制改革、行政體制改革、社會管
理改革上不斷試點、總結和推廣，這將會是廣東為中
國繼續唱響的三部曲。

作為改革先鋒的廣東，使命更加沉重，唯有拿出
自我革命的勇氣，才能再次承擔起為中國探路的歷史
重任。好在，30年的波瀾經歷，已成為一筆難能可貴
的精神財富，廣東已積累了解放思想的經驗和教訓，
積累了可償付改革代價的豐富物質基礎，又因毗鄰
港澳，容易形成觀察世界、接納世界的胸懷，以
及承受改革力度的社會心理。因此，人們有
理由期待，接過改革開放接力棒的新廣
東帶頭人，能夠再次拿出 「殺開一條血
路」的氣魄，讓特區再一次特起來。 時時評評

曼玲

近年來，國際旅遊城市杭州的
交通擁堵備受關注，更有遊客打趣
稱為 「堵城」。每逢節假日、陰雨
天氣或上下班高峰期，車輛擁堵綿

延長達數千米，甚至一小時只行駛數公里。影響所及，26
日在杭州舉行的2012中國民營企業峰會上，阿里巴巴集團
主席兼CEO、本身也是浙商的馬雲也因為堵車而遲到，被
央視主持人問到為何遲到時，馬雲致歉說，沒料到杭州余
杭區到峰會會場的浙江省人民大會堂會擁堵 1 小時 20 分鐘
之久。余杭區位於杭州副城區，正常情況下余杭到達市中
心大約需要30分鐘。

浙江省委書記夏寶龍聽後非常重視，隨即向馬雲致歉
： 「交通堵塞不是你的問題，是我的問題。」他又介紹，
「我當省長的時候做了一個決定，就是五年之內要治理浙

江全省交通擁堵。這次副省長王建滿連續召集各個方面進
行研究，現在已經有了一個初步的想法。」浙江省委省政
府決定將杭州開通地鐵當日作為該省治理交通擁堵問題的
啟動日。同時，夏寶龍也表態，浙江還要治理好發展經濟
中的 「交通」問題，以後將加大政府改革力度。

夏寶龍相信五年以後，馬雲再從余杭到人民大會堂，
只需要20分鐘。 （中新社）

特稿

浙省委書記承諾治堵

▲26日是毛澤東誕辰119周年紀念日。大型史詩電視劇
《毛澤東》（上部）在京召開新聞發布會。《毛澤東》
計劃於2013年12月26日即毛澤東誕辰120周年紀念日
與觀眾見面 新華社

【本報訊】據中新社烏魯木齊二十六日消息︰中
共中央政治局委員、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黨委書記張春
賢在 26 日召開的中共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黨委八屆四
次全委（擴大）會議上表示，今年新疆重點民生工程
建設全面加快推進，自治區財政用於民生的支出佔公
共財政支出的 73%以上，比 2011 年七成財政支出用
於民生有所增加。

張春賢表示，2012 年，新疆全面提高各級幹部
、群眾，特別是艱苦邊遠地區基層幹部收入水平，受
益人員達500多萬人。預計2012年，全年城鎮居民人
均可支配收入增長 17%，農民人均純收入增長 1000
元人民幣，增幅18%以上。

張春賢說，新疆南疆天然氣利民工程已建成喀什
─澤普、和田─澤普兩條主幹線，預計 2013 年工程
全線投產，將惠及南疆400多萬人。

張春賢高度肯定兵團的作用，稱 「近年來兵團經

濟保持快速增長，基礎設施建設取得重大進展，特色
優勢產業快速發展，城鎮化建設扎實推進，職工生活
水平不斷提高，為自治區發展穩定作出重要貢獻」。

張春賢希望新疆兵團繼續保持快速發展的態勢，
不斷壯大兵團綜合實力，讓廣大兵團職工群眾過上更
好的日子。

兵團 向「建城戍邊」轉變
據了解，新疆兵團目前城鎮化率已超50%。新疆

兵團政委車俊曾表示，新疆兵團要逐步開始實現從
「屯墾戍邊」向 「建城戍邊」轉變，豐富屯墾內涵、

轉變屯墾方式，推動形成以城鎮化為載體、新型工業
化為支撐、農業現代化為基礎的發展格局。分析人士
指出，新疆兵團將從 「以農為重」的傳統發展方式轉
向以城鎮化、新型工業化和農業現代化為主要方向的
新型發展模式。

胡春華：粵改革要克難破障

張春賢：新疆擴民生支出

▲胡春華（前排右二）強調，廣東必須堅定不移地深化改革開放。圖為他在深圳大族激光公司調研
轉自深圳特區報

▲全國組織部長會議26日在北京召開。中共中央
政治局常委、中央書記處書記劉雲山（左）出席
會議並講話 新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