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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逢年末，都是 「嘴上腐敗」的
高發期。所謂 「嘴上腐敗」，主要包
括兩種，一種是公款吃喝，浪費公帑
，敗壞政府形象；一種是講話假、大
、空，言之無物，降低政府運行效率
。而年末一來請客吃飯多，二來各類
會議多，因而 「嘴上腐敗」表現尤為
突出。

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履新以來，
帶頭踐行新文風、新會風、新作風，
開會不念稿，不表功，只講意見、聽
建議，習近平總書記在河北阜平縣考
察時嚴格執行 「四菜一湯」晚餐標準
，特別叮囑不喝酒。中央高層的令行
禁止，發揮了很好的表率作用，上行
下效，內地官場興起一股清正、廉潔
、務實、節儉的新風。治理 「嘴上腐
敗」初見成效。

要真正使這股新風成為長期堅持
的優良作風，而不是作秀走過場的 「
一陣風」，就必須靠制度來加強約束
，落實到詳細條文，量化到具體標準
。這樣，官方可以用制度來對幹部進
行衡量、考核、處罰，公眾可以依據
制度來進行評判、監督、打分。從而
多管齊下，形成合力，出實效。

在中央政治局 「鐵律八條」出台
之後，各省市、各部委都結合自身實
際，制定了更為具體的規章制度。一
些過去形成的好做法也得到了完善。
如北京市規定市主要領導調研活動報
道字數不超過800字，電視時長不超過
1分鐘；陝西省實行 「廉政灶」，要求
幹部工作餐定額開支，每人每餐標準5
至20元，不許上煙酒；貴州規定省領
導到鄉村調研一律自帶乾糧、即食麵

，不給基層增加負擔。這些都是各地靠制度監管
幹部、轉變工作作風的具體事例。

這些新做法，一方面可以節省行政開支，將
財政資金更多地運用到改善民生上，並且可以減
少迎來送往等環節，輕裝上陣，將更多精力投入
到正常工作當中。更為重要的是，這種新文風、
新會風，反映出了黨風政風的轉變，贏得老百姓
的熱切擁護，這正契合了中央要求改變工作作風
、密切聯繫群眾的初衷。

當然，也必須清醒地看到，要完全根除一些
長期形成的官場積弊陋習，不可能一蹴而就，畢
其功於一役，必須堅持不懈、持之以恆地進行
努力，真正落實各項規章制度。但是，千里
之行，始於足下，中央新班子上任以來短
短月餘帶來的新氣象，讓民眾對此
充滿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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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春華：解決區域發展失衡

劉雲山︰解決黨建嚴峻課題

韶關清遠調研 探訪企業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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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4日至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
、廣東省委書記胡春華赴韶關、清遠兩市
調研。他在深入企業、社區探訪後強調，
發展不足是粵北山區目前面臨的最大問題
，應切實增強加快發展的緊迫感，加快區
域中心城市建設，積極承接珠三角產業轉
移，把生態優勢轉化為發展優勢。外界分
析，從其調研路線來看，這位新任 「廣東
一哥」 將在積極推進經濟社會改革的同時
，力解決廣東的區域發展不平衡問題。

【本報記者鄭曼玲七日電】

這是胡春華到任廣東後，繼考察深圳、佛山等珠
三角地區展開的第二輪工作調研。在韶關下轄的乳源
瑤族自治縣，胡春華一行走訪了廣東省委政研室的掛
扶貧點──游溪鎮政研新村。

安排好困難群眾生產生活
游溪鎮的中心洞村原來地處崇山峻嶺，偏僻邊遠

，耕地較少，瑤族同胞生活困難，屬生產生活條件兩
不俱全村莊。胡春華一行深入瑤族同胞新家探訪慰問
，了解他們面臨的現實難題，並要求各級黨委政府努
力把困難群眾的生產、生活安排好。另外，胡春華一
行還考察了集科研、生產、銷售為一體的大型高科技
企業廣東韶關乳源東陽光公司。

在清遠，胡春華聽取了城市規劃和重點項目情況
介紹，參觀了該市 「扶貧雙到」工作成果展，並先後
考察了先導材料研究院、蒙牛生產基地、豪美鋁業、
家美陶瓷、雙匯公司等。另外，胡春華一行還考察了
清遠市高級技師學院和和平小區保障性住房，了解該

市的教育和民生狀況。

發展不足是粵北最大問題
隨後，胡春華在清遠主持召開會議，聽取兩市工

作匯報。他強調粵北山區與珠三角相比，發展差距仍
然較大，要切實增強加快發展的緊迫感，努力解決發
展不足的問題。當前粵北山區面臨很多問題，但發
展不足是最大的問題；有許多問題需要去解決，但加
快發展是解決所有問題的關鍵，必須牢固樹立發展是
硬道理的戰略思想。韶關、清遠面臨既要加快發展
又要調整結構的 「雙重任務」，兩市須在做好傳統產
業升級的同時，更加重視增量，通過高標準、高起點

地提高增量，更好地推動轉型升級。
胡春華對韶關、清遠加快發展提出三點希望和要

求。一要加快區域中心城市的建設，加快城鎮化步伐
，以市縣兩級為基礎，提質擴容，做大做強，形成輻
射帶動周邊發展的能力。二要加強與珠三角地區的對
接，加大產業轉移的力度。兩市要與珠三角城市建立
有機聯繫，加強溝通互動，強化產業對接，實現錯位
發展、互利共贏，形成更具競爭力的區域經濟。三要
加快生態文明建設，把生態優勢轉化為發展優勢。他
強調，優良的生態環境是山區加快發展的巨大優勢，
要充分利用生態優勢，努力走出一條依靠生態加快發
展的路子。

【本報記者李理北京七日電】中國經濟高速發展
，亦深埋官民和醫患對立等 「炸彈」，隨時有引爆風
險。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今日最新發布的《
社會心態藍皮書》稱，目前內地社會總體信任進一步
下降，社會總體信任程度得分僅為59.7分，低於 「合
格線」。其中對社會信任總體情況持肯定態度並表示
「非常信任」的僅佔3.9%，同時群體間的摩擦和衝突

不斷增加。值得關注的是，超過6成受訪農民工抱怨
社會不公平，其中一些更以破壞性方式泄憤。

藍皮書警告說，內地人際不信任程度進一步擴大
，只有不到一半的人認為社會上大多數人可信。此外
，群體間的不信任加深和固化，主要表現為官民、警
民、醫患、民商等社會關係的不信任，也表現在不同
階層、群體之間的不信任，從而導致社會衝突增加。
越來越多相同利益、身份、價值觀念的人們採取群體

形式表達訴求、爭取權益，群體間的摩擦和衝突增加。
從不同階層分析，藍皮書認為，底層認同、弱勢

群體認同依然比較普遍，底層認同已經成為影響社會
心態和行為的關鍵因素，影響到社會成員對社會安全
、社會信任、社會公平感和社會支持等方面的感受，
也成為採取社會行動的依據。事實上，隨民眾權利
意識不斷增加，階層分化和底層認同愈發令民意極端
化，並常常表現出一邊倒的聲音和行為。

逾六成農民工怨不公
值得關注的是，近2億5千萬農民工的社會心態也

在發生變化。藍皮書通過對京粵蘇浙川5省市農民工
的調查發現，超過6成受訪者認為社會不公平。這些
農民工普遍認為，社會福利不足，同工不同酬以及拖
欠工資等是造成社會不公平的主要原因。

調查還顯示，在受到不公平對待時，約63%的農
民工表示氣憤。其中14.9%的農民工選擇找人私下解
決，但亦有約9%會採取破壞性的方式進行泄憤。

針對目前社會心態中反映出的問題，藍皮書提出
五項政策建議。第一，未來的民生工作要關注社會心
態，既要滿足民眾衣食住行等生活需求，也要重視群
體接納、認同、尊重等社會性需求，通過高效、廉潔
的公共服務體系切實保障民眾各方面的基本權益。第
二，發揮公共權力在建立社會信任機制的核心作用，
要從制度層面建立社會信任機制，擺脫社會信任困境
。第三，關注社會階層意識，關注社會中低層認同群
體的心態和處境，切實保障他們的權益。關注不同群
體、身份、民族、階層等的認同問題，研究化解群體
矛盾、民族矛盾、階層矛盾和身份地位矛盾的有效策
略，避免群體和社會衝突的發生，避免社會的割裂。

【本報訊】據新華社北京七日消息︰新進
中央委員會的委員、候補委員學習貫徹中共十
八大精神研討班七日下午在中共中央黨校結業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劉雲山出席結業式並作
總結講話，強調要緊緊圍繞堅持和發展中國特
色社會主義，緊密結合黨和國家事業發展進程
，深化思想認識，把握真諦要義，明確實踐要
求，以歷史的主動精神和責任擔當，把黨的十
八大精神的學習貫徹引向深入。

研討班期間，參加研討班的全體學員認真
研讀黨的十八大報告和新修訂的黨章，認真學
習習近平總書記在開班式上的重要講話，聯繫
工作實際和思想實際，深入研討交流，加深了
對黨的十八大精神的認識，加深了對堅持和發
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重大理論問題的認識，
加深了對改革發展重大實踐問題的認識，進一
步增強了履行職責、做好工作的責任感使命感
。結業式上，研討班十個小組的代表分別發言
，彙報交流了學習收穫。

劉雲山在講話中對研討班的成果給予肯
定，對把學習貫徹黨的十八大精神引向深入
提出要求。他指出，學習宣傳貫徹黨的十八
大精神，有了一個好的開局。要把學習貫徹
進一步引向深入，需要全黨同志付出更大的
努力，重要的是要樹立良好的作風、學風、
文風，在學用結合上下功夫，在真抓實幹上
下功夫。

學用結合真抓實幹
他又表示，要堅持原原本本地學，認真研

讀黨的十八大報告和新修訂的黨章，認真學習
習近平總書記的一系列重要講話，全面深入地
領會精神實質，努力掌握貫穿其中的馬克思主
義立場觀點方法。要堅持聯繫實際學，緊密結
合各地區各部門實際情況，把黨的十八大確定
的重大方針政策、重要目標任務具體化，不斷
完善工作思路和政策措施，更好地推動科學發
展、促進社會和諧。

要堅持帶問題學
劉雲山又強調，要堅持帶問題學，增強

問題意識，善於發現問題、提出問題、直面問
題，實踐提出什麼問題就及時研究什麼問題，
以黨的十八大精神為指導，切實解決改革發展
穩定中的難點問題，解決人民群眾反映強烈的
突出問題，解決黨的建設面臨的嚴峻課題，努
力使各方面工作有所發展、有所創造、有所前
進。要堅持領導幹部帶頭學，領導幹部要發揮
示範表率作用，多學一點、學深一點，真正做
到瞭然於胸、運用自如，切實用黨的十八大精
神武裝頭腦，樹立正確的世界觀、權力觀、事
業觀，加強黨性修養、堅定理想信念，不斷提
高推進事業發展的能力。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趙樂際主持結業式。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王滬寧、劉奇葆、栗戰書
，中央書記處書記杜青林、趙洪祝、楊晶，以
及有關方面負責人出席。

新進中委十八大研討班結業

【本報訊】據中新社上海七日消息︰上海財經大
學應用統計研究中心七日對該市消費者的調查顯示，
鐵路部門保障安全、改善服務的措施有效恢復了民眾
的信心，2012年度鐵路運輸服務的總體滿意度指數有
較大提升，達68.21點。在醫療、住房等30個被調查
的消費品及服務滿意度指數中，上升幅度最大。

不過，調查結果也顯示，各年齡層的提升幅度有
差異，年齡與提升幅度基本呈反比。比如鐵路部門開
通的網上和電話購票，受到年輕人青睞，其滿意度提
升幅度大。但相對年齡大的旅客，其感受程度略顯遜
色。

該研究中心主任徐國祥教授指出，2011年， 「7
．23」甬溫線動車事故給社會造成極其惡劣影響，使
2011年度鐵路運輸服務滿意度排序驟降至29位，2012

年度鐵路運輸服務滿意度出現較大提升，也包含了降
後反彈的因素。

便民措施層出不窮也是鐵路運輸滿意度走高的重
要推手，比如 「降運價，提運能」，令2012年度消費
者對鐵路運輸性價比的評價達67.17點，比上年上升
3.2點，而日益便捷的鐵路運輸網絡，也令民眾對鐵
路運輸的忠誠度有所提高，達68.41點，與2011年比
上升3.88點。

退休人士租房滿意度最低
相較於交通出行，租房滿意度的表現不盡人意。

從2010年至今，其滿意度連續3年位居調查的最末端
。其中，在被調查人群中，60歲至69歲人群的租房滿
意度僅57.38點，20歲至29歲人群的租房滿意度為
59.05點，均低於總體租房滿意度62.33點。

對於60歲至69歲退休人員集中的年齡段，微薄的
退休工資只能租賃條件較差的舊式公房，在配套、裝
修、維修保養等方面得不到保障，其租房的滿意度最
低；而20歲至29歲的人群則是剛畢業不久或外來務工
1年以上的年輕人，在租房人群中佔1/3，事業不穩定
、婚期經費籌集、購房壓力等使這部分人群對高租金
、條件環境相對好的住房避而遠之，為低廉租金而選
擇 「合租」、 「群租」是這一年齡段的主要特徵，故
對租用住房的預期、質量和價值評價都較低。

夜色籠罩安徽省合肥市，而
在該市政務區的一間會議室內卻
燈火通明，這裡正在召開合肥市
人大計劃及預算審查委員會第三

次會議。
沒有花團錦簇，沒有標語橫幅，每個座位前只有一杯

清茶、一疊審議材料和記錄用的紙筆。作為合肥市2013年
兩會重要會議之一，會場顯得十分簡樸低調。

「今年市兩會的原則是會務 『瘦身』，但是會議的品
質和成效不能從簡，一些程序性的會議是不能省去的，會
期壓縮了兩天，所以安排得非常緊湊，晚上開會是常態。
」合肥人大會議秘書處的有關負責人告訴記者。

新年伊始，中共中央關於改進工作作風、密切聯繫群
眾的 「八項規定」正值 「滿月」之際，中國多個省份的市
級地方進入人大、政協兩會時間，在各地相繼出台踐行 「
八項規定」的實施細則之後，地方兩會成為最好的 「試金
石」。

在合肥市人大一次會議的會場安徽大劇院，參加過多
年會場布置工作的場務經理陳健感觸頗深， 「今年會場不
用擺放鮮花和綠植，不用豎彩旗和空飄氣球，工作量比以
前少了很多，對政府而言，也節約了一大筆開支。」

據大會秘書處的工作人員介紹，本次兩會還取消了文
藝匯演，要求代表委員均在駐地自助餐廳就餐，不發放任
何形式的紀念品，也不安排代表委員集體合影。

江蘇南京鼓勵代表委員乘坐公共交通參會，並首次使
用了電子簽到系統，不僅信息錄入便捷，無紙化辦公也更
低碳環保。湖北武漢更加嚴格，除安保人員以外大會工作
人員都不再駐會，武漢市一位政協代表透露說通過壓縮經
費，今年 「兩會」經費開支比去年壓縮30%以上。

安徽阜陽兩會四日、五日相繼開幕，該市國際大酒店
恰好有一對結婚的新人，在酒店住宿的市人大代表主動為
他們 「讓位」，並見證了婚禮，送上深深的祝福；江蘇無
錫兩會主席台上沒有擺放鮮花和水果，外圍也不再擺放氣
球。

（新華社）

地方兩會吹瘦身風

滬消費者滿意度調查
鐵路最滿意 租房包尾

▲胡春華探訪乳源瑤族自治縣政研新村，慰問困難群眾，
要求各級官員努力把他們的生產、生活安排好 南方日報

▲

乳源瑤族自治縣政研新村外觀 資料圖片

▲劉雲山7日出席新進中央委員會的委員及候補
委員學習貫徹十八大精神研討班結業式，並作總
結講話 新華社

▲調查發現，上海市民對租房質素的滿意度最低
。圖為一名上海市民租住的單位 資料圖片

社會整體信任度不合格
社科院社會心態藍皮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