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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規劃兩方案
尤權掌人大 蘇樹林當選省長

兩會兩會

特特稿

第一次來到省會濟南，第一次坐在莊嚴
的會堂裡開會，第一次見到書記市長，第一
次投出神聖的一票……對於來自山東臨沂市
的農民工代表何中菊來說，剛剛過去的山東
兩會有太多的難忘事情。

在906人的山東省十二屆人大代表名單裡
，首次出現了5名農民工代表，何中菊就是其
中之一，而山東省政協也首次邀請10名群眾
代表列席會議，來自德州市的李文平就是其
中一員。

他們是山東兩會上的新面孔，也是各路
媒體採訪的焦點人物。李文平說，自從被公
布為群眾代表，他就一直處於 「被採訪」的
狀態，新華社、中新社和山東當地媒體不斷
採訪這些群眾代表，報道他們的稿件被放在
媒體的重要位置。如今回到老家，發現德州
當地的媒體已經在家裡等了。

為農民工群體代言
「我是來為農民工這個群體代言的。」

何中菊笑告訴記者。2005年，何中菊從日
照來臨沂打工，目前在臨沂天元集團工作。
因為表現出色，她從工地被調到後勤，負責
員工公寓和餐廳的服務工作。

何中菊周邊的同事和朋友都是農民工，
她熟悉這個群體的需求。 「農民工常常遇到
這樣的問題，父母到身邊來，有時生病醫藥
費卻沒法報銷，很多地方不能跨區域報銷。
」何中菊說她帶來的建議都是針對農民工群
體的，涉及戶籍、醫療、教育等多個方面。

就在2月1日上午，山東公安部門派專人
來向何中菊回覆關於戶籍方面的問題。 「很
意外，我一點也沒有想到建議這麼受重視。
」何中菊說，姜大明省長的政府工作報告中
推出了一系列民生措施，她所關心的問題都
已經有了答案。

李文平是一名下崗職工創業代表，現為
德州傻小二康健食品有限公司董事長，他帶
來6份 「百姓提案」。開會之前，李文平專門
找公司的農民工座談，到農村調研。針對新
生代農民工留城問題，他希望相關部門能創
造機會，讓他們在家的附近就業。同時，完
善上學、醫療等相關政策，讓進城的農民工
能夠把孩子帶在身邊。

見證親歷民主進步
何中菊笑向記者說，她從來沒有想到

自己身為農民工還能當上人大代表，更以 「
意外、驚喜、激動、幸運」來形容自己當時
的心情，直到消息確實之後她才告訴老公。

之前，何中菊對人代會的各項程序一點
兒也沒有接觸，來濟南前她先學習了一下。
「學到了很多東西，長了很多見識。」31日

下午，山東省人大舉行全體會議進行選舉，
選出了省人大常委會主任、省長、副省長等領導。 「整個
選舉過程很嚴肅，很神聖！」何中菊懷激動的心情投出
了她手中的選票。

李文平是通過向山東省政協的 「民生連線」提建議被
媒體推薦為群眾代表，他列席了政協開幕式並旁聽了政協
大會發言。通過這一活動，李文平對中國的民主政治有了
更深的認識。他希望政協在民主形式上有更大的創新，希
望今後有更多群眾代表列席政協會。

「兩會旁聽體現了中國民主政治的進步，讓我們不僅
是民主政治建設的見證者，更是親歷者。」李文平說， 「
肩負9700多萬山東人民的重託，責任重大，甚至比正式委
員的責任還要大！」

【本報濟南一日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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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將深化

閩省兩會期間， 「先行先試」、 「三規劃兩方
案」成為最熱門詞彙。所謂 「三規劃兩方案」，即
《海峽西岸經濟區發展規劃》、《平潭綜合實驗區
總體發展規劃》、《廈門市深化兩岸交流綜合配套
改革試驗總體方案》、《福建海峽藍色經濟試驗區
發展規劃》和《福建省泉州市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綜
合改革試驗區總體方案》。2011年以來，這些規劃
得到國務院的先後批覆，並陸續出台。

而今次蘇樹林在政府工作報告中，對這些規劃
進行了清晰的布局，即廈門、平潭成為對台經貿合
作的縱深推進區；泉州力推進金融改革實驗區，
福州、廈門推進兩岸區域性金融服務中心建設；借
中國第四個海洋經濟發展試點省份的機會，海峽藍
色經濟試驗區建設將帶動福州、廈門、漳州、泉州
和平潭綜合實驗區在內的19萬平方公里區域的海洋
經濟發展。

尤權：提前三年全面小康
新當選人大主任的尤權在會議閉幕式上表示：

要抓住中央支持福建的機遇，發揮優勢、挖掘潛力
拓展空間，堅持速度與質量的均衡，壯大經濟總量
，力爭經濟增速比全國高3個百分點，人均地區生
產總值趕超東部地區平均數，確保比全國提前三年
全面建成小康社會。

而新一屆人大、政府班子亦在這天產生，除了
尤權任人大常委會主任外，徐謙、張廣敏、張健、
鄧力平、劉群英（女）、黃琪玉為人大常委會副主
任，牛紀剛任秘書長；而蘇樹林任福建省省長，張
志南、洪捷序、倪岳峰、王蒙徽、陳榮凱、李紅（
女）、徐鋼為副省長；此外，馬新嵐（女）連任人
民法院院長，何澤中新任檢察院檢察長。此外，還
產生了新一屆人大常委會副主任、秘書長，副省長
，人民法院院長和人民檢察院檢察長名單。

地級市將有新一輪人事調整
是次福建省新一屆領導班子中，福建省婦聯主

席劉群英、三明市委書記黃琪玉升任人大常委會副
主任，牛紀剛此前任福建省公安廳廳長，新任福建
省副省長的李紅、徐鋼此前分別擔任福建省人大常
委會副主任、泉州市委書記。此輪人事調整之後，
泉州、三明、莆田等地級市主官也將隨之調整。

2月1日，福建省十二屆人大一次
會議落幕，尤權當選為人大常委會主任
，蘇樹林當選福建省省長。新一屆政府
的工作重點放在深入實施 「三規劃兩方
案」 上，促進閩省經濟金融改革縱深拓
展。

【本報記者蔣煌基、何德花福州一
日電】

【本報記者王春苗杭州一日電】浙江省
十二屆人大一次會議1月30日下午舉行第三次
全體會議，李強當選為浙江省省長。他接受
記者採訪時說： 「我非常感謝代表們的信任
。我深深感到，這份信任是黨和人民對我的
厚望，更是一份沉甸甸的責任。我現在考慮
最多的是如何盡職盡責，不辱使命，不負重
託，在歷屆省政府良好的工作基礎上，團結
帶領省政府一班人，把政府工作做得更好，
努力向黨和全省人民交上一份滿意的答卷。
」

李強表示，浙江省政府的任務就是圍繞
貫徹落實黨的十八大精神和省委戰略部署，
全力以赴、認認真真抓好落實。他表示主要
抓好三個方面、 「六個字」：改革、發展、
創新。

一是抓改革，從政府自身改革做起，把
全省人民的改革熱情帶動起來，把創業創新
動力激發出來，把改革紅利最大限度地釋放
出來。

二是抓發展，堅持科學發展，加快轉型
升級，努力使我們的發展更加平穩持續、優
質高效，更加利民惠民，造福子孫後代。

三是抓創新，以科技創新為核心，強化
人才支撐，進一步提升經濟發展的核心競爭
力。

李強說： 「我相信，只要我們緊密團結
在以習近平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周圍，在
省委的堅強領導下，堅持實幹興邦，扎扎實
實幹好利當前、打基礎、謀長遠的工作，我
們的宏偉藍圖一定會實現，浙江的明天一定
會更美好！」

新新領導素描

尤權掌閩四十五天
本報記者 何德花

時至2月1日，尤權掌閩整整四十五天。
閩省今年的兩會開得清新、簡樸。多數

人大代表、政協委員都是第一次近距離接觸
尤權。 「讓一個不帶 『長』的代表發個言吧
！」、 「請這位少數民族代表說幾句。」尤
權下團聽取人大代表們審議時常常親自點名
， 「我想多聽聽代表尤其是基層代表的發言
」。連續數日，尤權無論參加哪個團審議，
都早到會場，盡量把發言時間留給代表，並
多讓基層代表發言。第一次參加兩會的周雅
娟向現場記者表示：沒想到省委書記來得這
麼早，沒想到能給我們基層代表這麼多的發
言機會。

來閩工作四十五天的尤權，上任第二天
即赴廈門調研，在一月十九日入閩工作滿月
之時，尤權足跡已遍布八閩大地。他走村進
戶、進社區、工廠、企業，聽民聲、談發展
。一位前不久陪同尤權調研社區的一個社區
幹部這樣描述： 「尤權書記很謙恭，和氣，
像一個可親可敬的大爺」；而一位當地媒體
記者評價說： 「我覺得尤權書記非常務實、
親和，到報社來看望我們，說話開門見山，
身上亦有一股濃濃的學者氣質。」

尤權在2月1日當選後的講話中，發言簡
短，言辭樸素，強調福建發展要上新台階，
但他也告誡閩省幹部群眾綠色生態是福建的
最大特色，是最寶貴的資源。他稱，將不圖
虛名、不做虛功，扎扎實實的幹，勤奮工作
，恪盡職守，為福建竭盡全力。這或許是福
建之福。 【本報福州一日電】

浙省長：盡職盡責 不辱使命

【本報記者鄭曼玲廣州一日電】2月1日在穗召開
的廣東省紀委全會，首次安排該省部分地市市委書記
在全會上公開述責述德述廉（ 「三述」），而在省級
層面開展此項工作，這在全國範圍內亦屬首創。全會
提出將始終保持懲治腐敗的高壓態勢，據悉，2013年
粵省紀委將繼續加大 「紅包」禮金專項治理力度，支
持和鼓勵有條件的地方開展預防腐敗立法，並將進一
步擴大官員報告個人事項公示試點範圍。

2月1日，佛山市委書記李貽偉等10位官員在廣東
省紀委全會上公開述職，該省紀委委員則就履責、品
德、廉潔等方面對述職官員進行書面評議，這意味
在廣東各地探索多年的述責述廉工作已上升至省級層
面。廣東省委常委、紀委書記黃先耀表示，將通過以
點帶面，推動 「三述」工作全面開展。

據悉，廣東研究制定的《懲防腐敗體系建設

2013-2017年工作規劃》提出，將建立健全下級黨委
主要負責人向上級紀委全會述責述德述廉的制度，推
行這一制度，主要為加強對領導幹部特別是主要領導
幹部行使權力的監督。

已先在區縣推 「三述」 試點
此前，廣東已選擇汕頭市、珠海市香洲區等地推

行 「三述」工作試點。當中，汕頭市對縣區 「一把手
」的述責述德述廉活動，全程實行電視網絡直播；湛
江則在述職述廉模式中引進了 「網民拍磚」環節；珠
海採取了對述職官員當場評分、公布分數的做法，不
滿意票數達到總票數三分一以上、經考察確定為不稱
職的述責人，則被建議調整職務。

廣東省紀委表示，從試點情況看， 「三述」對象
普遍能做到 「曬成績」實事求是，講問題 「亮短揭醜

」，紀委委員敢於就 「三述」對象責、德、廉方面的
問題進行提問，針對性強。

加強 「紅包」 禮金治理力度
另外，在去年大刀闊斧查處38名廳級幹部、326名

處級幹部的基礎上，廣東省紀委今年又一再重申將堅
決查處違紀違法案件，始終保持懲治腐敗的高壓態勢
。據悉，2013年該省將繼續加大 「紅包」禮金專項治
理力度，認真解決公款大吃大喝等作風方面的突出問
題，切實改進調查研究、文風和會風，精簡會議活動
、文件簡報等。還將全面深化廉政風險防控工作，支
持和鼓勵有條件的地方開展預防腐敗立法。

接下來，廣東將嚴肅查辦發生在領導機關和領導
幹部中濫用職權、貪污賄賂、腐化墮落、失職瀆職案
件，權力尋租、利益輸送案件， 「裸官」背後的腐敗
案件；嚴肅查辦商業賄賂案件；加強和改進信訪舉報
等。

為發揮多渠道監督作用，強化權力運用的監督制
約，還將對領導幹部個人事項申報情況進行定期抽查
核實、匯總分析，繼續推進報告事項在一定範圍公示
試點工作並逐步擴大試點範圍。同時還將拓寬監督渠
道，有效發揮網絡等新興媒體輿論監督作用，引導廣
大群眾積極有序參與反腐敗。

▲尤權表示，未來5年，福建力爭經濟增速比全國高3個百分點 蔣煌基攝

▲尤權上任一個多月來，足跡已遍布八閩
大地。圖為他在福建三明市的一間鋼鐵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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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強表示，他將團結帶領全省政府，把工作做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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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12月，汕頭市對縣區 「一把手」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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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首創 保持懲腐高壓

粵地市書記紀委全會公開三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