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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十四屆人大一次會議2月1日上午
舉行全體會議，大會以無記名投票方式，選
舉殷一璀（女）為市人大常委會主任，選舉
楊雄為上海市市長，選舉應勇為上海市高級
人民法院院長，陳旭為上海市人民檢察院檢
察長。上海政壇 「韓楊配」 的格局自此正式
落定。

【本報記者楊楠上海一日電】

【本報訊】據中新社北京一日消息：中國政協第十一屆全國
委員會常務委員會第二十次會議完成各項議程後於2月1日在北京
閉幕。這是本屆政協最後一次常委會議。會議決定全國政協十二
屆一次會議於3月3日在北京召開。全國政協主席賈慶林在閉幕會
上強調，要確保全國政協十二屆一次會議取得圓滿成功。

賈慶林說，即將召開的全國政協十二屆一次會議，是政協的
換屆會議，是中共十八大後中國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

他強調，要深入學習貫徹十八大精神，牢牢把握正確的政治
方向；全面落實中共中央一系列決策部署，切實轉變作風、改進
文風；充分調動廣大政協委員的積極性主動性，扎實做好協商議
政工作；精心組織謀劃，不斷提高工作效率和水平，切實把各項
工作抓好、落到實處，確保全國政協十二屆一次會議取得圓滿成
功。

賈慶林還向本屆政協各位常委和廣大政協委員表示敬意和感
謝。

本次會議通過了關於召開全國政協十二屆一次會議的決定，

通過了政協第十二屆全國委員會參加單位、委員名額和委員人選
名單，原則通過了提交全國政協十二屆一次會議審議的政協全國
委員會常務委員會工作報告和關於提案工作情況的報告，通過了
全國政協十二屆一次會議議程（草案）和日程（草案），通過了
關於授權主席會議審議本屆政協本次常委會議未盡事宜的決定。

歡迎中外記者採訪
另據新華社北京一日消息：第十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

次會議將於2013年3月5日在北京開幕。全國人大常委會辦公廳和
全國政協辦公廳1日宣布，歡迎中外記者屆時前來採訪。

十二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全國政協十二屆一次會議將在中
國北京西長安街北側的梅地亞中心（北京復興路乙11號）設立新
聞中心，負責接待和安排中外記者對會議的採訪。新聞中心將於2
月26日正式開展工作。

凡要求採訪兩個會議的香港記者可向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特
別行政區聯絡辦公室提出申請。記者報名截止日期為2月28日。

為方便記者採訪，兩個會議新聞中心網頁將及時發布採訪信
息及與採訪相關的資訊。十二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新聞中心網頁
地址為：http://www.npc.gov.cn/pc/12_1，全國政協十二屆一次會
議新聞中心網頁地址為：www.cppcc.people.com.cn，2月1日起已
同時開通。

這兩位年齡相差僅5個月，在市政府班子連續共事
已滿10年，同在申城土生土長，同為世博會立下汗馬功
勞的 「50後」官員默契十足，相信他們將引領上海繼續
走好 「創新驅動、轉型發展」之路。韓楊二人又皆是經
濟學碩士、高級經濟師，主政中國第一大經濟中心城市
更顯嫻熟專業。

去年12月26日的滬十三屆人大常委會第三十八次會
議表決通過，接受已升任中央政治局委員、上海市委書
記的韓正辭去市長職務的請求，並投票決定楊雄為代理
市長。時隔36天之後，楊雄 「轉正」，正式接過上海市
長接力棒。

恢復「滬人理滬」格局
楊雄1953年11月出生，浙江杭州人，研究生學歷。

他從上海基層一路歷練成長，有豐富的工作履歷和從政
經驗，對申城經濟社會情況十分熟悉。

2003年2月20日在上海市十二屆人大一次會議上，
韓正由副市長首次當選為上海市市長，楊雄亦由市
府副秘書長當選副市長。自那時起，楊雄在以韓正
為 「班長」的市政府班子連續共事至今整整10年，
配合默契。

此番由兩位本土官員搭班理滬，亦是當前京、
津、滬、渝4大直轄市主政班子的唯一一例。不過
本土官員搭班治理上海已經出現過多次，包括此前的吳
邦國與黃菊、黃菊與徐匡迪、黃菊與陳良宇、陳良宇與
韓正。直到2007年上海社保案之後，中央派習近平、俞
正聲先後主政上海，至此番又重新恢復了 「滬人理滬」
的地方政壇格局。

出身基層的楊雄，多年來對治理上海十分有心得，
去年年底他履新代市長時就曾感言， 「我將十分珍惜為
上海人民服務的機會，堅持以人為本、執政為民；堅持
依法行政，嚴格依法辦事，力提高政府工作法治化水
平；帶頭遵守廉潔從政各項規定，嚴格執行中央 『八項
規定』，自覺接受人大和各個方面的監督」。

作風務實口碑上佳
楊雄1985年7月畢業於中國社科院研究生院。2001

年2月，楊雄升任上海市政府副秘書長。2003年2月，當
選上海市副市長。2007年5月任市委常委、副市長。
2008年1月任市委常委、常務副市長。2012年12月任上
海市委副書記、代市長、市政府黨組書記。

他具備多年滬國資系統、地方國企工作經驗，此前
分管申城的發展改革、計劃、編制、統計、物價、能源
建設、口岸等工作，皆事關上海 「四個率先」、
「四個中心」建設命脈，如今發展成就有目共睹
；他亦曾擔任上海世博會組委會委員、執委會常
務副主任，世博期間本報記者就常常看到他在一
線指揮的身影。

對於 「韓楊配」，上海人總結為一個 「實」
字，市民們十分熟悉的這兩位本土面孔，在滬上
民眾及官員中多年來都有上佳口碑，作風均以務
實勤勉、雷厲狠抓、剛中帶柔著稱。

楊雄的履新感言亦充滿了這個 「實」字
，他說， 「我將堅持求真務實，以改革
破解難題，以開放凝聚優勢，知實
情、講真話、做實事，力
創新政府服務和管理方
式，提高政府工作
實效」。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十一屆全國委員會常務委員會第二
十次會議昨日在京閉幕。全國政協主席賈慶林在會上發表講話

中新社

全國政協定於3月3日在京開幕
賈慶林：確保會議圓滿成功

【本報記者葉勇上海一日電】在1日
召開的上海市十四屆人大一次會議第四次
全體會議上，上海市人民檢察院檢察長陳
旭高票獲連任，將繼續執掌上海檢察大權
。會後，本報記者專訪了陳旭，他表示，
新一年將加大對腐敗的查處和懲處力度，
工作重點將瞄準國家機關工作人員腐敗和
司法部門腐敗。

陳旭表示，中共十八大對於國家機關
工作人員的反腐非常重視，對檢察機關來
說，就是要加大對國家機關工作人員腐敗
的查處力度、懲處力度。堅決查處大案要
案，始終保持懲治腐敗的高壓態勢。

他表示，新一年反腐的工作重點就是
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和司法部門腐敗這些人
民群眾反映強烈的問題。加大對司法不公
、執法違法、徇私枉法職務犯罪的查處力
度。 「按照中央對反腐倡廉的要求，我們
對大案子小案子都要重視， 『老虎』和 『
蒼蠅』都要打，要敢於碰硬。」陳旭說。
「同時還要加大預防力度。深化重點領域

預防，積極推進專業預防和社會預防，更
加科學有效的開展職務犯罪預防工作」。

據了解，上海檢院已參與了世博會、
國際旅遊度假區、商用飛機、保障性住房
等280餘項重大建設工程的同步預防工作
。在全國率先推行將行賄犯罪檔案查詢作
為政府採購和建設工程招投標的必經程序
。特別是上海檢院製作的廉政公益短片並
在電視台、地鐵、機場、樓宇、社區滾動

播放，加大預防宣傳力度，這一點頗具特色，讓市民和上海
遊客印象深刻。

在檢務透明和人權保障方面，陳旭表示，將更加注重檢
察工作的程序化和透明化，這方面今年會有一些具體措施出
台。 「總的來說，就是要堅持社會主義法治原則，做到有法
必依，違法必究，堅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這樣，社會會形
成一個遵守法治的良好氛圍，國家的法律也能得到更好的實
施。」他說。

最後，陳旭對大公報表達了期許， 「希望大公報能更多
反映法治的聲音，在中國法治建設當中發揮更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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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屆上海市政府成員
市長

副市長

楊雄

屠光紹、艾寶俊、沈曉明、趙雯
（女）、姜平、周波、翁鐵慧（
女）、時光輝

新一屆上海市人大常委會成員
主任

副主任

秘書長

殷一璀（女）

鍾燕群（女）、蔡達峰、鄭惠
強、吳漢民、洪浩、薛潮

姚海同

【本報記者葉勇上海一日電】上海市
十四屆人大一次會議1日上午舉行第四次
全體會議，選舉楊雄為上海市市長，屠光
紹、艾寶俊、沈曉明、趙雯、姜平、周波
、翁鐵慧、時光輝為副市長。滬政府班子
重回9人配置，其中，周波、翁鐵慧、時
光輝三人為新晉副市長。

在這次當選的八位副市長中，屠光紹
、艾寶俊、沈曉明、趙雯、姜平五人為連
任，其中，趙雯、姜平年屆56周歲，而屠
光紹為54周歲，艾寶俊53周歲，沈曉明則
不到50周歲。

而三位新副市長則更趨年輕化。時光
輝出生於1970年1月，年僅43歲，成為中
國首位 「70」後的副省級幹部。周波為50
周歲，翁鐵慧年近49周歲。一位來自高校
的上海人大代表對本報記者說， 「幹部年
輕化很合理，趁他們年富力強的時候，就
應該讓他們上去多幹事情。」

從三位新人來看，大部分都具有豐富
的基層工作經驗。其中兩位有四年以上市
政府副秘書長的工作經驗，副秘書長主要
協助對口副市長的工作，所以對市府工作
較為熟悉。

周波是從國企高管崗位走出來的幹部
，先後擔任過上海氯鹼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天原集團、上海華誼集團的總經理
，還擔任過市外經貿委主任，2008年2月
起任市政府副秘書長兼市發展和改革委員
會主任。

翁鐵慧則是從教育行業走出來的副市
長。於復旦大學世界經濟研究所碩士畢業
後留校，先後擔任復旦學工部副部長、部
長，復旦大學副校長、黨委副書記等職。
2003年調任市教育黨委副書記。2008年2
月任市人民政府副秘書長，協助副市長聯
繫科技、教育、衛生、食品和藥品監督等
工作。

滬市府新晉三位副市長

韓楊配治滬先贏口碑
搭班十年 默契實足

新新領導素描

兩會兩會

現年43歲的時光輝
是安徽阜陽人，1991年
畢業於上海同濟大學，

隨後任職於上海市市政工程機構多
年，歷任上海市市政二公司寶鋼分
公司施工員、助理工程師、質監科
科長、副經理、市政二公司經理助
理、副總經理，市政工程建設處處
長、總經理，市市政工程管理局計
劃財務處處長兼局專營辦公室主任
，市市政工程管理局副局長，後任

靜安區委常委、副區長。2008年
7月起任奉賢區委副書記、區長
。2011年8月起他開始出任中共
上海市奉賢區委書記。此輪政府
換屆後晉升為副省級官員。

【本報上海一日電】

時光輝成首位70後副省官員
本報記者 葉 勇

特特稿

中國政協31省（市、區）新一屆委員會主席於2月1日
前全部選出，其中一批年富力強的政壇 「新貴」開始主掌
政協，被認為打破了以往外界視政協機構為 「政治花瓶」
、 「老人俱樂部」的偏見印象。

在此番人事變動中，51歲的吉林當選北京市政協主席
，成為內地又一位 「60後」省部級大員；原廣東省委副書
記朱明國也官升半級，成為正部級的粵政協主席。

此外還有11人首次當選地方政協主席，其中不乏資歷
深厚或具有專業背景的地方高層，例如新任上海市政協主
席吳志明、遼寧省政協主席夏德仁（金融學博士）、重慶
市政協主席徐敬業（經濟師）等。另有3位女性分別當選
江蘇、浙江、廣西政協主席。

中國浦東幹部學院教授劉昀獻接受中通社記者採訪指
出，今年中國各地政協換屆凸顯了專職化、年輕化的特點
，而以往政協領導多被視為 「二線官員」，政協本身甚至
被外界誤以為是黨政的附屬機構， 「而今形勢正在發生變
化，一些不正常的現象得到了修正。」

劉昀獻認為，地方人事變動的特點透露出政協地位的
提升，按照十八大報告確定的政治體制改革路徑，人大、
政協將在參政議政、民主監督等方面扮演強有力的角色。
一批處於上升通道的官員主掌政協，有利於強化政協機構
的責任感、事業心，增添朝氣和銳氣，引導社會精英在現
有體制下最大程度地發揮 「正能量」。

政治協商機構是中共與民主黨派、群眾團體、行業精
英溝通的主要平台。專家透露，中共新一屆領導人更加重
視發揮政協的民主協商作用，有可能將其作為構建民主政
治的 「試驗田」與 「前沿地帶」。

亦有北京專家認為，地方政協的人事布局只是政協改
革的一個起點，「協商民主」制度的完善有待於明確政協委
員產生機制、監督權限、議政規則等，而諸多問題的破解
首先需要政協機構本身具有較為強勢的領導能力，相關人
事變動趨勢還有望在今年3月全國政協換屆時得到印證。

（中通社）

政壇新貴打破花瓶形象

▲時光輝出生於1970年1月，成
為中國首位 「70」 後的副省級
幹部 網絡圖片

▼楊雄（左）正式
「轉正」 成為上海
市市長，上海政壇
「韓楊配」 的格局
自此正式落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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