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溫總：政府改革是政改重心
政府工作報告稿將下發徵求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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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國務院總理溫家寶23日主
持召開國務院全體會議，討論即將提請十
二屆全國人大第一次會議審議的政府工作
報告，他在會議上表示，推進政府改革和
建設，既是做好政府各項工作的根本保障
，也是政治體制改革的重要內容，是全面
深化改革的重要環節。

■李源潮當選全國人大代表
江蘇省十二屆人大一次會議23日召開第三次全體會議，

選舉產生該省出席第十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150名代表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李源潮當選，上屆江蘇團代表、國家
主席胡錦濤此次未獲提名。

782名江蘇省人大代表參加了投票，符合法定人數，最
終回收780張有效選票。大會當場宣布了計票結果，李源潮
、嚴雋琪與中共江蘇省委書記羅志軍、省長李學勇等人順利
當選。不過與上屆選舉胡錦濤全票當選不同，本次選舉沒有
候選人全票當選。

【本報記者 賀鵬飛】

李小鵬：杜絕安全事故瞞報遲報

【本報記者楊傑英太原二十三日
電】23日上午，山西第十二屆人大一
次會議在太原召開，代省長李小鵬在
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山西必須高度
重視安全生產、狠抓落實，堅決杜絕
瞞報遲報現象。 「安全生產」一詞的
出現次數高達28次。

「安全生產責任重於泰山，近期
發生的幾起事故警示我們，必須始終
懷敬畏生命、敬畏責任、敬畏制度
之心。毫不放鬆地抓好安全生產工作
。」李小鵬在報告中如是說。

提起安全生產，不免讓人們想到
一直以來，礦難等安全事故頻發使得
中國煤炭大省山西的省長如履薄冰。
從于幼軍、孟學農、王君，再到李小
鵬，山西的省長總是不斷地為事故而
頭痛。這也讓山西官場中有了 「晉官
難當」的感嘆。晉官難當，難在 「安
全」上。在今天的工作報告中，李小
鵬更是感嘆要向為山西發展作出重要
貢獻的孟學農、王君表示感謝。

在李小鵬代理省長短短20天內，
山西發生了涉嫌瞞報的山西呂梁山隧
道爆炸、被指遲報的長治苯胺泄漏、
死亡7人的陽煤集團瓦斯等五起安全事
故。針對幾起事故，李小鵬稱 「現在
我們不是從零做起的問題了，而是從
負做起」。

安全生產必須敬畏生命
李小鵬下午參加晉中團會議時說

，雖然之前山西已建立十大安全生產
制度和118條安全生產規定，成立安全
監管 「五人小組」，實行安全生產掛
牌責任制，配齊配強煤礦 「六大員」
、實行安全生產 「一票否決制」，但
山西的安全生產基礎不牢、責任落實
不到位，安全隱患仍然較多，這是山
西前進的道路上面臨的一大挑戰。今
後，山西不僅要把安全生產放在嘴上
，更要放在心上，抓在手上，共同把
安全生產做好。要全面貫徹安全第一
、預防為主、綜合治理的方針，進一
步強化政府的安全監管責任，嚴格落
實企業的安全生產主體責任。嚴肅查
處各類安全生產事故，依法追究相關
責任人的責任。堅決遏制重特大事故
、減少一般性事故、杜絕瞞報遲報現
象，促進全省安全生產形勢由明顯好

轉向穩定好轉堅實邁進。
除了要狠抓安全生產之外，李小

鵬還列出了山西所面臨的一些挑戰。
眾多挑戰中包含少數幹部失職瀆職的
問題。

李小鵬指出，思想解放不夠，改
革開放相對滯後，發展環境有待進一

步改善，特別是政府職能轉變、幹部
作風建設還需進一步加強，一些部門
依然存在形式主義、官僚主義，少數
幹部作風漂浮、脫離群眾甚至失職瀆
職、以權謀私等問題還比較突出。這
些都是山西所面臨的一些挑戰和困
難。

23日下午在北京政協組織的關於 「
生態文明」的記者會上，記者們被 「美
麗中國會飛的名片」搞得一頭霧水。這
句話出自北京麋鹿生態實驗中心副主任

郭耕口中。作為北京政協常委、三屆老委員，郭耕因身體力
行，堅持宣傳 「生態文明」理念被稱為 「綠色委員」，今次
政協會上，他帶 「觀鳥」提案繼續為動物保護 「賣力宣傳
」。

郭耕強調，他所做的事情就是改變人在野生動物眼中醜
惡的形象。在回答記者提出的 「北京如何建設生態文明」時
，郭耕拿出一幅畫，畫面中一隻鳥棲息在一棵樹下。 「這是
隻什麼鳥？」這個問題考倒了在座的記者，郭耕自問自答：
「這是一種非常小的鳥，叫黑頭鳾（shi），也叫貼樹皮兒

，在北京針葉林的樹上隨處可見，其實這也是北京觀鳥會的
標誌。」

郭耕認為，開展觀鳥活動是建設生態文明的一個切入點
，而 「觀鳥」也是西方國家非常盛行的戶外活動。隨即郭耕
又向記者展出三張分別寫有 「觀」、 「攝」、 「師」的卡片
，翻過去又分別寫 「關」、 「射」、 「施」。他說： 「鳥
是我們身邊會飛的名片，生態的文明就是要有鳥、有獸、有
蟲、有生物多樣性，但是我們卻沒有處理好，所以如果愛鳥
，請去 『觀』鳥，不要 『關』鳥，請用相機 『攝』，不要用
槍 『射』。人與自然的關係是 『師法自然』，而不是 『施法
自然』。」 【北京二十三日電】

【本報記者袁秀賢廣州二十三日電】廣州政協委
員提出的官員財產公示，正在發酵。在23日舉行的廣
州市十四屆人大三次會議的記者招待會上，廣州市市
長陳建華當場表態，帶頭財產公示。

廣州市政協副秘書長范松青建議官員家庭財產申
報公開，並率先曬出自家房產，在 「兩會」現場引發
熱議。在今天的記者招待會上，當有記者提到，南沙
區官員財產公示，請問您本人願意公開財產嗎？陳建
華回答： 「我本人表個態，如果接到通知要進行公示
，我會帶頭公示。」

陳建華說，南沙官員的財產公示是中央、省委在
加大政務公開，建設廉潔廣東、廉潔廣州的重大措施

。實際上我們現在官員的財產公示，已經走了一大步
。長期以來，領導幹部有一個重大事項匯報情況，當
然不是向社會公開，是向組織上公開，每年一次。在
過去這幾年，又進了一步，不僅僅是重大事項，就是
官員主要財產，譬如住房、汽車等，每年都要填報一
次。這已經是半公開了，向組織上申報了。這個需要
一個制度的安排，譬如南沙此次試點官員財產公開，
是制度的安排，要逐步地推行。

陳建華還透露，廣州市選擇南沙區作為試點先行
，市委常委會已經審批通過，已報上級批准。春節後
將公示，公示內容方式由上級確定。

據新華社北京二十三日消息：溫家寶說，要按照
建立比較完善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行政管理體制的目
標，繼續推進政府職能轉變和政府機構、行政運行機
制、政府管理方式等各項改革，努力建設人民滿意的
服務型政府。

溫家寶當日主持召開國務院第八次全體會議，討
論即將提請十二屆全國人大第一次會議審議的政府工
作報告，決定將《政府工作報告（徵求意見稿）》發
往各省（區、市）和中央有關部門、單位徵求意見。
國務院還將召開座談會，聽取民主黨派、專家學者、
企業負責人、教科文衛體界人士和基層群眾代表的意
見。

過去五年穩增長見效
溫家寶在會上作了講話。他說，五年來，面對一

系列自然災害和國際金融危機的巨大衝擊，我們沒有
畏懼，沒有退縮，始終緊緊依靠全國人民，滿懷信心
、毫不懈怠地把自己的事情辦好，經受住了各種困難
和風險的考驗，取得舉世矚目的成就。

2012年，受世界經濟低迷的影響，中國經濟下行
壓力加大，我們把穩增長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在沒
有擴大財政預算規模的條件下，通過調整支出結構、
實施結構性減稅等措施，扭轉了經濟增速下滑趨勢，
第四季度經濟增速回升到7.9%，實現了全年經濟社會
發展目標，保持了增速比較平穩、物價相對穩定、就
業持續增加、國際收支趨於平衡的良好態勢。

民生承諾均取得重要進展
2012年政府工作報告向人民作出承諾的重點任務

，都取得重要進展。全國財政性教育經費支出佔國內
生產總值比重首次達到4%；城鄉居民基本養老保險

實現了制度全覆蓋；制定出台了鼓勵和引導民間投資
健康發展 「新36條」的40多個實施細則；為改革農村
集體土地徵收補償制度和收入分配制度做了大量準備
工作。徵地制度改革的核心內容是，徵收農民集體土
地應當按照合法、公正、公開的原則，制定嚴格的程
序，給予公平補償，維護農民財產權益。收入分配制
度改革的基本眼點是，加大對收入分配的調節，促
進社會公平正義。

溫家寶在講話中還重就政府改革和建設問題做
了闡述。他回顧了國務院兩次修訂工作規則，確定科

學民主決策、堅持依法行政、加強行政監督、推進政
務公開、加強廉政建設五項準則的過程，總結了十年
來政府改革和建設的實踐。他說，這些年來，各級政
府圍繞建設服務政府、責任政府、法治政府和廉潔政
府，開展了一系列積極有效的改革，我們可以從中獲
得許多啟示和經驗。

廣州市長表態願財產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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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地制度和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大量準備工作

▲23日，國務院總理溫家寶主持召開國務院第八
次全體會議 新華社

美麗中國會飛的名片
本報記者 李 銳

■寧夏打造中阿合作平台
寧夏回族自治區23日舉行第十一屆人代會第一次會議。

自治區主席王正偉在作政府工作報告中指出，以寧夏內陸開
放型經濟試驗區和銀川綜合保稅區建設為統領，將寧夏打造
成國家向西開放的戰略高地。

王正偉表示，將特別辦好中阿博覽會，將其打造成一流
的國際性展會。同時，寧夏將推動成立由阿拉伯國家銀行參
股的綜合性試點銀行，吸引海合會國家金融機構來寧設立分
支機構，建立中阿合作產業發展和風險投資基金。設立寧夏
中阿國際股權交易所，搭建股權、產權、債券交易平台，打
造中阿貿易人民幣結算中心。

【本報記者 田育紅、熊蕾】

■甘肅兩會工作人員減兩成
甘肅省今年的兩會改進會風。參會的代表、委員均手提

環保公文袋，乘坐大巴車到場，會議午餐主食是米飯、饅頭
和蘭州特色的牛肉麵。此外，大會工作人員、會議簡報也大
為減少。甘肅省人大常委會副秘書長、新聞發言人明連成透
露，此次大會精簡了20%的大會秘書處工作人員，精簡了
15%的會議簡報。白銀市代表房忠說： 「今年兩會比起往年
效率更高了，會場布置很簡單，領導也講短話、說實話，感
覺耳目一新。」

【本報實習記者 陳媛媛、頡寶傑】

■四川政協五年募捐17億元
四川省政協第十一屆委員會第一次會議23日在成都開幕

。會議特邀6名海外僑胞、4名台灣同胞列席，這在歷屆政協
四川省委員會會議中尚屬首次。

四川省政協副主席晏永和在工作報告中表示，第十屆四
川省政協任期的五年，經受了 「5．12」汶川特大地震的嚴
重衝擊和國際金融危機的嚴峻考驗，政協為災區募捐各類款
物總計17.577億元，委員們向災區捐獻款物2000多萬元。

【本報記者 陳明、向芸】

■河南建中部醫療中心
河南省人大代表、河南省衛生廳廳長劉學周23日在河南

兩會上透露，該省支持社會資本舉辦醫療機構，形成多元化
辦醫格局，力爭把河南打造成中部地區醫療保健中心。

目前，河南省共設置民營醫院415所，該省將在規劃准
入、稅收、人才引進等提出優惠政策，令民營醫院享有與公
立醫院同等待遇。同時推動《 「332」行動計劃》，利用3年
時間，通過獨資、合資合作、改制重組等方式，建設涵蓋醫
療、康復、老年護理、中醫保健等具有特色的二級以上民辦
醫院30所，利用社會資本達到200億元以上。

【本報記者 楚長城、楊家軍】

▲1日，山西省代省長李小鵬出席在山西隧道爆炸現場附近召開的工作會，
並向事故遇難者默哀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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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日，多名北京政協港澳委員參觀《復興之路
》，他們表示，《復興之路》歷史厚重，極具教
育意義 李銳攝

文具領用處文具領用處

【本報記者李銳北京二十三日電】北京政協
港澳委員、港澳台僑工作顧問23日與北京市民一
起參觀《復興之路》。

上午，北京市政協組織了逾40名港澳委員、
港澳台僑工作顧問走進國家博物館，觀看《復興
之路》展覽。該展覽通過1280多件珍貴文物和
870多張歷史照片，再現了1840年鴉片戰爭以來
中華民族走過的復興歷程。

一幅幅圖片、一段段文字、一張張圖表、一
件件實物伴隨工作人員激昂的講解，把委員們
帶回了1840年鴉片戰爭以來中華民族所經歷的不
平凡歲月。港澳委員認真聆聽，不時向工作人員

提問，在看到《香港海員為反抗英國壓迫舉行罷
工》的照片時更是駐足良久，拍照留念。參觀完
後，多名港澳委員感慨非常震撼，深受教育。

北京市政協新聞發言人宗朋對大公報表示，
安排《復興之路》的參觀是希望港澳委員更深入
的了解中國歷史，並且港澳委員也有這個意願，
所以作此安排。宗朋表示，《復興之路》的展覽
把祖國的近代歷史由弱到強、由窮到富的過程很
生動的展現出來。這次港澳委員的參觀路線與去
年11月七常委的參觀路線一致，政協委員們反饋
很滿意，覺得很受啟發與教育。

港澳委員參觀《復興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