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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第十二屆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
議29日選舉袁純清為山西省人大常委會主任
，李小鵬全票當選山西省省長。高建民、杜
善學、張建欣、任潤厚、郭迎光、王一新、
張復明為山西省副省長。

【本報記者楊奇霖、楊傑英太原二十九
日電】

【本報記者羅保華、潘香凝南寧二十九日
電】廣西壯族自治區十二屆人民代表大會第一
次會議選舉彭清華為自治區人大常委會主任，
馬飆為自治區主席。楊道喜、劉新文、莫永清
、覃瑞祥、榮仕星（壯族）、王躍飛當選人大
常委會副主任，黃道偉、林念修、陳章良、高
雄、李康（壯族）、藍天立（壯族）、張曉欽
、陳剛當選自治區副主席。選舉羅殿龍為廣西
壯族自治區高級人民法院院長、崔智友為廣西
壯族自治區人民檢察院檢察長。

新當選人大常委會主任的彭清華在當日會
議閉幕大會上講話時強調，要為實現富民強桂
新跨越與全國同步全面建成小康社會而努力奮
鬥。

據中新社消息，在廣西十二屆人大一次會
議中，彭清華參與多個市代表團討論。他說，
基礎差，底子薄，後發展、欠發達是廣西的基
本區情。要想實現目標，廣西的GDP在2015年
要突破2萬億元人民幣，2018年突破3萬億元，
2020年突破4萬億元。而廣西從新中國成立到
2011年，用了60多年GDP才突破1萬億元。 「經

濟上去不是所有問題都能解決，但是經濟上不
去，那所有問題解決都沒有基礎。」

期間，彭清華不止一次強調 「必須要堅持
開放合作」。在參加人大代表團討論時，他指
出， 「如果光靠自己去積累，那就不是跨越發
展，那就只能是蝸牛式的發展」，要快速發展
，就要引進其他先進的生產要素來和廣西的資
源結合，才能形成現實的生產力。

外界評論稱，彭清華提出的經濟發展思路
，這與他多年在香港任職密切相關。以彭清華
在香港的人脈，廣西完全有可能從香港大面積
引進人才、技術、資金，引進其他先進的生產
要素。

而參加廣西政協十一屆一次會議的多位香
港委員、嘉賓也看好彭清華「開放」思路中的惠
港因素。

彭清華在此次廣西兩會上說，我們只有投
入比別人更多的精力、付出比別人更多的艱辛
，才能實現有質量有效益可持續的 「廣西速度
」，實現我們的 「廣西夢」。

彭清華：廣西夢富民強桂

【本報訊】綜合新華社、中新社報道：西藏自治
區第十屆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29日選舉白瑪赤林
為西藏自治區人大常委會主任，選舉洛桑江村為西藏
自治區主席。吳英杰、秦宜智當選西藏自治區常務副
主席，甲熱．洛桑丹增、宮蒲光、孟德利、德吉、多
托、格桑次仁、董明俊、李昭、丁業現、邊巴扎西、
多吉次珠、堅參等當選為西藏自治區副主席。

在隨後舉行的記者見面會上，洛桑江村說，歷史
反覆證明，西藏各族人民的命運始終與偉大祖國緊密
相連。

洛桑江村說： 「我代表新一屆政府班子全體成員
，衷心感謝以習近平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和自治區
人大代表、全區各族人民的信任，我們有決心、有信
心擔當好這個重大責任，決不辜負中央和全區各族人
民的重託。」

順應各族群眾追求美好生活
他強調，歷史反覆證明，西藏各族人民的命運始

終與偉大祖國緊密相連。和平解放以來，
西藏的一切發展進步，歸結起來，就是始
終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堅持社會主義
制度，堅持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堅持中國
特色、西藏特點的發展路子的結果。這既
是西藏革命和建設的基本經驗，也是我們
今後做好西藏各項工作必須堅持和遵循的基本原則。
我們要在歷屆政府打下的堅實工作基礎上，全力接好
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接力棒。

洛桑江村說，和諧穩定是西藏發展繁榮的根本保
證。他表示，要增強憂患意識，居安思危，始終做到
政治上堅定、思想上清醒、行動上一致，同十四世達
賴集團作堅決鬥爭，堅定不移維護祖國統一和民族團
結，加強和創新社會管理，確保西藏社會和諧穩定。

「各族群眾對美好生活的嚮往，就是我們做好政
府工作的動力和目標。」洛桑江村表示，要把更多的
財力、物力、精力向民生領域傾斜、向農牧區和基層
傾斜、向困難群眾和弱勢群體傾斜。

藏區少數民族幹部超八成
據統計，西藏74個縣（市、區）委、人大、政府

、政協主要領導（不含對口支援幹部）中，藏族和其
他少數民族幹部佔82.05%，693個鄉（鎮）領導班子中

，藏族和其他少數民族幹部佔80.6%。
西藏是一個以藏族和其他少數民族為主體的民族

自治區，民族幹部是西藏幹部隊伍的主體。中國法律
明文規定，實行少數民族區域自治的地方應有本地少
數民族幹部擔任政府首腦，以保障民族區域自治的權
力。自1965年至今，阿沛．阿旺晉美、列確、向巴平
措、白瑪赤林、洛桑江村等九名藏族幹部先後擔任了
政府主席一職。

李小鵬從去年12月19日代理山西省長一職，於今日
順利轉正。在短短40天的時間裡，山西發生的五起安全
事故進一步驗證了 「晉官難當」的現實情況。李小鵬在
多個公開場合及政府工作報告中亦將 「安全生產」和 「
改進工作作風」作為今後工作的重點。他表示，政府將
開通各種渠道吸納代表意見，希望代表可以多關注和監
督政府工作。他日前在參加解放軍呂梁朔州大同代表團
審議時指出，要先行先試，敢闖敢試加快轉型綜改試驗
區建設步伐，徹底轉變山西的發展方式。

有代表表示，從商入仕的李小鵬可以將他商業的經
驗和晉商的發展結合起來，使得山西可以從 「煤炭山西
」回歸到 「晉商山西」的輝煌時期。

突訪礦井 現場了解實情
一位李小鵬身邊的工作人員告訴記者，李小鵬非常

關注企業的生產安全，在代理省長之後的幾天時間裡 「
突訪」幾家企業視察安全生產情況。李小鵬履新第二天
就輕車簡從、冒雪前往潞安集團常村煤礦查看礦井的安
全生產情況。該工作人員透露，許多企業在李小鵬視察
之前並未接到相關通知。這種 「突訪式」的視察，也讓
大家更清晰地了解企業的具體情況。

有山西媒體報道，李小鵬在礦區視察時曾下到煤礦
百米井下，並在井下工作現場與礦工同吃班中餐。一位
當時在現場礦工說， 「省長告訴我們，煤炭生產最重要
的是安全生產，不僅要防瓦斯、防冒頂，而且還要防水
。我們都驚奇省長對煤礦生產的了解程度。另外還問我
們井下礦工的入井津貼，班中餐的花樣夠不夠等等情況
。」

強調安全生產從負做起
山西兩會期間，李小鵬參加太原和晉中團會議時多

次強調必須高度重視安全生產。這位 「晉官」面臨 「
安全生產難當」的現實問題。在接受媒體採訪時，李小
鵬表示，山西在安全生產方面要從負開始做起，而不是
零做起。

選舉結束後，多位代表接受記者採訪時說，李小鵬
來山西之後，充分發揮之前從商的優勢，強招商重引資
。李小鵬在參加太原團討論時首先談了投資，他認為，
山西基礎差、底子薄、發展滯後，加大投資對促進山西
經濟社會發展尤為重要。山西固定資產投資增速高於全
國平均水平，但總量不夠，在中部及周邊省份排名靠後
，接下來山西一定要加大投資，強招商。李小鵬說，山
西現在站在一個新起點，還有新目標，要抓住新機遇，
發揮優勢。

洛桑江村：和諧穩定是藏發展根本

李小鵬全票當選晉省長

特特稿

兩會兩會

剛剛當選山西省長
的李小鵬順利完成 「轉
型」，作為 「總理之子
女」李小鵬與妹妹李小

琳一直以來都備受社會關注。二人同在電
力行業，都被稱為 「亞洲電王」。

李小鵬曾是華能集團的總經理，而李
小琳則被稱為 「中國電力市場一姐」，統
領市值近百億的中國電力，亦是香港H股、
紅籌股上市公司中唯一女性CEO。

二人之父、前總理李鵬曾於1948年在
蘇聯莫斯科動力學院水力發電系學習，畢
業之後即任東北電業管理局副總工程師，
阜新發電廠廠長，之後任職電力工業部部
長。

李小鵬和妹妹李小琳亦受父影響，從
事電力行業。出生於1959年的李小鵬，1982
年畢業於華北電力學院電力工程系發電廠
及電力系統專業，之後26年的時間裡一直未
離開電力行業，直到2008年出任山西省副省
長一職。可以說，李小鵬直接從 「電圈」
轉型到 「煤海」。

李小琳則於1988年獲清華大學電力系統
及自動化專業工學碩士學位。2008年任中電
國際董事長，曾被美國《財富》雜誌評為
2007年全球商界女強人。

【本報太原二十九日電】

李小鵬的電力世家
本報記者 楊奇霖、楊傑英

▲白瑪赤林（右）當選西藏自治區人大常委會主任，
洛桑江村（左）當選西藏自治區人民政府主席

中新社

▲1月1日，山西省代省長李小鵬（中）在山西中南部鐵路南呂梁山隧道1號斜井查看
隧道情況 資料圖片

盧展工再掌河南人大
郭庚茂連任河南省長

河南省十二屆人大一次會議29日進入選舉日，盧展工（
圖）連任人大常委會主任，郭庚茂連任省長。選舉秦玉海、
張大衛、儲亞平、蔣篤運、王
保存、李文慧為河南省十二屆
人大常委會副主任。選舉李克
（壯族）、徐濟超、陳雪楓、
趙建才、王鐵、張廣智、李亞
、王艷玲（女）為副省長，張
立勇、蔡寧分掌法檢兩院。
【本報記者楚長城、楊家軍】

王三運掌甘肅人大
劉偉平當選甘肅省長

甘肅省第十二屆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29日選舉王三
運（圖）為甘肅省人大常委會主任，嘉木樣．洛桑久美．圖
丹卻吉尼瑪、陸武成、孫效東
、周多明、李慧、馬青林為副
主任。選舉劉偉平為甘肅省省
長，劉永富、咸輝、郝遠、冉
萬祥、李榮燦、王璽玉、張廣
智為副省長。選舉梁明遠為甘
肅省高級人民法院院長。

（新華社）

強 衛掌青海省人大
駱惠寧當選青海省長

青海省第十二屆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29日選舉強衛
（圖）為青海省人大常委會主任，穆東升（回族）、沈何、
鄧本太（藏族）、昂毛（女，
蒙古族）、曹文虎、馬偉、曹
宏為副主任。選舉駱惠寧為青
海省省長，徐福順、駱玉林、
高雲龍、張光榮、馬順清（回
族）、張建民、劉志強、嚴金
海（藏族）、程麗華（女）為副
省長。選舉董開軍為青海省高
級人民法院院長。（新華社）

王東明掌四川人大
魏 宏任四川省長

1月29日，四川省第十二屆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舉
行第三次全體會議，選舉產生了四川省十二屆人大常委會主
任、副主任。中共四川省委書記
王東明（圖）當選為人大常委會
主任。張東昇、彭渝、劉道平、
曾省權、趙愛明、劉家強為副主
任。選舉魏宏為四川省人民政府
省長。鍾勉、黃彥蓉、王寧、陳
文華、劉捷、曲木史哈、甘霖、
侍俊為四川省人民政府副省長。

【本報記者陳明、向芸】

吉林政協主席 黃燕明
政協吉林省十一屆委員會一次會議1月29日選舉黃燕明

為吉林省政協主席，剛占標、別勝學、薛康、趙吉光、支建
華、王爾智、張曉霈、劉麗娟、張伯軍為吉林省政協副主席。

【本報記者趙文博】

湖南政協主席 陳求發
湖南省第十一屆政協29日下午3時選舉中共十八屆中央

委員會委員陳求發為政協主席。現年58歲的陳求發，此前曾
任工業和信息化部副部長、黨組副書記。

【本報記者唐竟淳】

重慶政協主席 徐敬業
政協重慶市第四屆委員會第一次會議29日閉幕。通過集

體投票，徐敬業當選為重慶市政協主席。何事忠當選為重慶
市政協副主席。

【本報記者韓毅】

河北政協主席 付志方
河北省政協十一屆一次會議29日選舉產生新一屆的政協

班底，付志方獲得連任。他於2012年1月卸任河北省委副書
記，在河北省政協十屆五次會議上補選為省政協主席。

【本報記者李小聰】

浙江政協主席 喬傳秀
浙江省政協十一屆一次會議29日舉行第三次全體會議。

會議以無記名投票的方式，選舉產生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
議第十一屆浙江省委員會主席、副主席、秘書長、常務委員
。喬傳秀當選為十一屆浙江省政協主席。 （中新社）

貴州政協主席 王富玉
政協第十一屆貴州省委員會第一次會議29日選舉王富玉

為省政協主席，孫國強、陳海峰、孔令中、左定超、謝曉堯
、陳敏、班程農、李漢宇、蔡志君為省政協副主席。

（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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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西壯族自治區第十二屆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
選舉彭清華為廣西壯族自治區人大常委會主任

中新社

◀李小鵬從去年12月19日代理山西省長
一職，於1月29日順利轉正 中新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