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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定應對新問題淡定應對新問題
【本報訊】中共中央總書記、

中共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5日下午在
參加他所在的上海代表團審議時強
調，把握好穩中求進的工作總基調
，堅定不移深化改革開放，更加自
覺地把工作力點放到加大創新驅
動力度上來。在談及諸如霧霾天氣
等在中國發展中遇到的問題，習近
平說，要充滿信心地應對新問題。

綜合新華社、中新社北京五日消息：當天
人民大會堂上海廳裡氣氛熱烈，代表們在審議
政府工作報告時發言踴躍，幾位代表分別就建
設法治國家、加快浦東綜合配套改革試點、推
進產業結構轉型升級、增強城市文化競爭力等
問題發表意見。習近平在一旁邊聽邊記，不時
插話同代表就有關問題進行探討和交流。

全球視野謀創新
習近平強調，要突破自身發展瓶頸、解決

深層次矛盾和問題，根本出路就在於創新，關
鍵要靠科技力量。要以全球視野謀劃和推動創
新，改善人才發展環境，努力實現優勢領域、
關鍵技術的重大突破，盡快形成一批帶動產業
發展的核心技術。

習近平說，中國改革已經進入攻堅期和深
水區。要敢於啃硬骨頭，敢於涉險灘，更加尊
重市場規律，更好發揮政府作用，以開放的最
大優勢謀求更大發展空間。

「不發展的時候，有不發展的問題，發展
了以後，有發展的問題。」在談及諸如霧霾天
氣等在中國發展中遇到的問題，習近平說，要
充滿信心地應對新問題。

「憶往昔崢嶸歲月稠，我們經歷了許多大
事、難事、喜事，度過了極不平凡的歲月」，
在談及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時，習近平說： 「
艱難困苦，玉汝于成，總結過去的五年，我們
用極不平凡的成就度過了極不平凡的歲月。」

今天他們審議的這份政府工作報告提及這
「極不平凡」的五年時指出，中國有效應對國

際金融危機的嚴重衝擊，GDP躍升到世界第二
位。尤其是在民生方面更是寫下濃墨重彩的一
筆。

堅持不懈保民生
談到民生，習近平說，改革開放30多年來

，中國人民生活水平有了顯著提高。他同時也
坦陳，由於中國仍然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
還有為數不少的困難群眾，中等收入群體還有
待擴大。習近平說民生問題是永恆的主題，每
個階段有每個階段的問題。

「你就拿現在這個霧霾來講，人民現在痛
苦地面對霧霾，曾幾何時，沒有霧霾，但有更
痛苦的問題。」這時，習近平還提及自己小時
候的經歷。他回憶說，小時候北京沙塵大，戴
口罩去上學，到學校後，口罩上都是厚厚的黃
沙子，到了冬天加上煤煙氣，情況更糟。

「那時候沒有PM2.5，但是有 『PM250』
。」習近平風趣的一番話，讓全場都大笑起
來。

習近平表示面向未來，要充滿信心地來應
對新問題，老的問題解決了，還得面對新的問
題。他笑補充道， 「在問題面前也急不得，
用生活的淡定面對問題」。

習近平當天再次強調要堅持不懈保障和改
善民生。他表示，要落實好中央各項惠民政策
，更多關注困難群眾，各級幹部要把轉變工作
作風和解決群眾反映最強烈的突出問題結合起
來，把群眾工作做實、做深、做細，確保社會
和諧穩定。

李克強落組每事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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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自主創新助推強國夢想
3月4日，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一改過去

五年的慣例，首次下團組參加討論，便選擇了
全國政協的科協、科技界聯組。他強調實施創
新驅動發展戰略，是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
破解經濟發展深層次矛盾和問題、增強經濟發
展內生動力和活力的根本措施，應當鼓勵人才
把自己的智慧和力量奉獻給實現 「中國夢」的
偉大奮鬥。無獨有偶，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國務院副總理李克強5日參加全國人大山東代
表團討論時，同樣強調要加快高新技術推廣應
用，形成驅動創新內力，提升中國在全球產業
鏈中的位置。

在 「習李新政」即將全面啟動的當下，中
央高層如此密集地重申自主創新的重要性，顯

然別有深意，表明這個以接近10%的速度飛翔
了30年的國家，在關注GDP增速的同時，開始
更加關注GDP的構成和質量。

毋庸諱言，經濟實力已經躋身世界第一方
陣的中國，發展中不平衡、不協調、不可持續
等問題依然突出，當中很大一部分原因在於缺
乏核心技術和創新能力，絕大多數企業均處於
產業鏈低端，在許多關鍵領域受制於人，抗風
險能力弱。而這種粗放式發展方式又進一步導
致能源資源消耗過大，破壞生態環境，引發各
種社會矛盾和環境糾紛，造成社會不穩。

應該說，曾經被 「八億件襯衫換一架空客
飛機」的消息深深刺痛過的中國人，早已充分
意識到，科技創新正是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 「

發動機」，關係到一個國家在國際競爭中的地
位和前途。近幾年，中國加快了科技創新的腳
步，特別是以神舟 「蛟龍」 「天河一號」為代
表的中國基礎研究和前沿科學探索水平不斷提
升，帶給不少國人 「上九天攬月，下五洋捉鱉
」的豪情壯志。

然而，這卻不足以證明中國已經實現從製
造大國向創新大國邁進， 「中國製造」已經實
現向 「中國創造」的華麗轉型。以中國的現狀
來看，促使科學繁榮發展的制度規範尚未真正
建立完善。特別是在缺乏公正公平的市場規則
和良好的產權保護制度之下，企業家們得不到
創新激勵，普遍信奉 「找市場不如找市長」，
即更願意去尋求行政的壟斷權，而不是通過創

新來獲利。
要改變這種狀況，政府必須努力創造一個

鼓勵創新、愛護創新人才、保護創新成果的良
好環境，建立防範風險的補償機制和激勵機制
，幫助企業渡過在 「創新」中容易倒下的危機
，努力培養工業企業自主創新的勇氣。

當下，習、李高層在全國兩會上的密集表
態，透露出明確的信息，顯示建設創新型國家
的戰略，正在形成共識、凝聚合力。這種國家
發展戰略的轉變，顯然是中央高層審時度勢後
作出的理智抉擇，未來一段時間，加大科技投
入、鼓勵科技創新，有望成為 「習李體制」推
行經濟策略的切入點和突破口，以此促進經濟
社會發展從靠土地、資源等 「要素驅動」轉向
靠技術進步提升產業的 「創新驅動」，助推中
國強國夢想的盡快實現。

【本報北京五日電】

北京觀察 本報記者 鄭曼玲

【本報訊】新華社北京五日消息： 「
我自從離開浙江後，只要有機會，就講浙
江，就拿浙江說事兒。」5日，在同十二
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浙江代表團一起審議
政府工作報告時，中共中央政治局常
委、國務院副總理張德江如是 「披
露」。

張德江曾任浙江省委書記，對
於當地的情況諳熟於心。代表們親
切地稱他為 「老書記」。

在認真聽取代表們的意見和建議
後，張德江說，溫家寶總理所作的政府
工作報告，是一個符合中國發展實際、反
映人民群眾期望、動員全國各族人民為全
面建成小康社會而努力奮鬥的好報告，我
完全贊成。

他指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現中
華民族偉大復興的 「中國夢」，這其中就
包含對統籌城鄉發展、縮小城鄉差距的要
求。不能只重視城市、忽視了農村，只重
視工業、忽視了農業，只重視城市居民收
入提高、忽視了農民增收。必須把統籌城
鄉經濟社會發展放在更加突出、更加重要
的位置，下大氣力處理好工農關係、城鄉
關係，實現城鄉協調互動發展，努力縮小
城鄉差距，大力推動城鄉發展一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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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新華社北京五日消息：中共中央政治
局常委、全國政協十二屆一次會議主席團會議主持人
俞正聲5日下午來到他所在的湖北代表團，同代表們
一起審議政府工作報告時指出，解決好 「三農」問題
，是我們始終面臨的一項艱巨任務。十八大提出，要
促進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同步發展
，為進一步做好農村工作指明了方向。農村工作與縣
域經濟和城鎮化是密切關聯的。要大力發展縣域經濟
，並通過農業適度規模經營培養更多的新型農民。同
時，要積極穩妥推進城鎮化，堅持規劃指導，充分尊
重農民意願，不搞強逼命令，有序推進農業轉移人口
市民化。

俞正聲：
穩妥推進城鎮化

【本報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副總
理李克強5日下午來到十二屆全國人大山東代表團
參加審議。在和大家一起討論時，李克強頻繁發問
，就一些細節問題和代表們展開交流。

「新起你等下，你說海洋經濟增加值超過1000
億元，裡面除了海洋生物是不是還包括海洋裝備？
誰的佔比更大？」以 「藍色經濟」為主題發言的青
島市長張新起回答說，海洋裝備目前佔比大，但海
洋生物前景大。

李克強指出，山東發展海洋經濟潛力巨大， 「
我們要合理開發利用海洋資源，維護海洋權益，使
藍色經濟成為區域開發新的增長點」。

在浪潮集團董事長孫丕恕介紹該公司在服務器
核心技術領域的突破時，李克強也和他進行了一番
對答。

「你說的硬件和軟件都是你們自己開發的？」
「都是。」

「安全軟件應該是最頂級的軟件，你們有這個
自信能夠保證安全？」 「有。」

李克強隨後表示，推進工業化與信息化高度融
合，是新型四化的重要標誌。由此，他還談到了食
品安全， 「通過信息化平台的監管，對食品生產、
流通做到全覆蓋，將能大大提升我們食品工業的等
級和質量」。李克強強調，食品安全是重大民生問

題，要繼續重拳出擊。
山東省衛生廳副廳長仇冰玉介紹了山東實行新

農合大病保險的情況。李克強對這項工作非常感興
趣： 「有沒有發動慈善機構參與？」 「政府能夠把
底都兜住嗎？」 「有沒有計劃增加納入大病保障的
病種？」

仇冰玉說，目前有20個病種被納入醫保，山東初
步拿出方案決定明年再把20個新的病種納入其中。

聽到淄博市市長徐景顏介紹 「被徵地農民市民
化」的情況，李克強 「扔」出一串問題： 「多數人
都願意嗎？」 「具體的比例是多少？」他還特意詢
問說， 「這一過程中你們有沒有提供社會保障？」

在得到肯定回答後，李克強高興地說， 「好的
，很好！」他回憶說，自己曾經去過山東一個農家
小院和那裡的農民聊天， 「他們都表示現在溫飽問
題已經解決、衣食無憂，但一位大嫂告訴我說她還
有新的期望」。

「這位大嫂的話非常簡練，就是想過上和城裡
人一樣的生活」，李克強表示，這說明廣大農民希
望在城鎮化推進過程中得益。他強調，要在增強城
鎮承載能力的同時，使農民工在城裡安居樂業；加
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工作力度，在經濟發展中同步提
高城鄉居民生活水平。

【中新社北京五日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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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5日，
中共中央總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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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上海代表
團的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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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克強參加
山東代表團的
審議

新華社
▲ 「我自從離開浙江後，只要有機會，就講浙江
，就拿浙江說事兒。」 3月5日，張德江如是 「披
露」 中新社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國政協十二屆一次會
議主席團會議主持人俞正聲參加十二屆全國人大
一次會議湖北代表團的審議 新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