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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重回回廣東廣東 殷殷囑託殷殷囑託

張德江張德江勉粵深化改革勉粵深化改革
【本報訊】中共中央政治

局常委、國務院副總理張德江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書

記處書記劉雲山，中共中央政治局
常委王岐山，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張
高麗，八日上午分別參加了十二屆全
國人大一次會議一些代表團的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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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新華社、中新社北京八日消息︰張德
江八日參加了廣東代表團審議，他並呼籲與會

者深入學習貫徹黨的十八大精神，全面落實中共
中央總書記習近平在廣東考察時的重要講話精神，

做好深化改革開放這篇大文章，不斷探索實踐，在深
化改革開放中繼續發揮窗口作用、試驗作用、排頭兵作
用。

張德江又強調，要加快推進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
全面提高經濟發展品質和效益，加快形成新的發展方式
。要統籌好區域城鄉協調發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工
作的力度，不斷提高人民生活水準和生活品質。要繼續
深化粵港澳合作。

治污要有新觀念實措施
張德江2002年至2007年擔任廣東省委書記，對曾工

作過五年的南粵大地，張德江充滿感情，言語之間既有
對歲月的回顧，也不乏殷殷囑託。 「這裡有好多代表是
廣東的市委書記、市長，有些是縣長，你們切記辦任何
事情要堅持實事求是，量力而行，盡力而為。」

中國工程院院士鍾南山響應說， 「十年前，我們的
老書記（張德江）帶領我們取得戰勝非典（沙士）的勝
利。又過了十年，我還是要講環境問題特別是空氣污染
的問題。」他建議地方政府不要總把GDP作為是不是
「排頭兵」的第一指標，相反應該將環境生態作為政績

考核的首要指標。鍾南山認為，如果能轉變觀念，發揮
體制優勢，灰霾天氣十年之後就可以治好。

對此，張德江強調，必須按照十八大的要求，把 「
五位一體」作為檢驗各項工作成果的標準；要在十年內
實現這個目標，還需要付出艱巨的努力，不僅要轉變觀
念，還需要實實在在的措施。

當廣東美的集團高級副總裁袁利群自報家門發言時
，張德江風趣地回憶起他在廣東工作的往事， 「那時我
帶 『美的心情』到 『美的企業』，現在給你 『美的祝
願』。我到廣東以後召開的第一個全省大會就是民營經
濟會議。」

難忘珠江水南國情
「珠江水南國情，始終難以忘懷，我有幸在廣東工

作了五年，這也是我人生經歷中非常重要的一段。五年
中我學到了很多東西，和廣大幹部群眾結下了深厚的情
誼。所以我也始終關注廣東的發展。每當看到廣東取得
好成績，我都感到非常高興，也都感到非常自豪。」張
德江說。

張德江稱，廣東的快速發展來源於改革開放、得益
於改革開放，今天的廣東同樣要繼續深化改革開放。 「
逆水行舟不進則退，要增強憂患意識，增強緊迫感，善
於抓住深化改革開放中的機遇，善於做好深化改革開放
這篇文章，再接再厲，破解難題，創造新局面。」

張德江特別指出，民眾的期望就是要過上安居樂業
的好日子。他叮嚀廣東要高度重視和積極解決外來務工
人員的工作、生活問題，保障外來務工人員的合法權益
；切實加強生態文明建設，節約資源，防治污染，讓老
百姓生活在安心、舒心的環境中，讓民眾的文化生活更
有品味，更豐富多彩。

【本報訊】據中新社北京八日消息︰中共中
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紀委書記王岐山八日參加十
二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安徽代表團全體會議。會
議中，王岐山的一次約半小時的 「插話」打破了
常規流程，令會議氣氛頓時活躍起來，新會風清
新撲面。

會上，前七名安徽省全國人大代表作發言時
，王岐山邊傾聽邊記錄，不時點頭回應代表們的
觀點。在第八位發言的安徽省銀監局局長陳瓊談
及 「防範金融風險與支持實體經濟發展」時，王
岐山插進話來。本來按流程安徽團十位代表將先
行發言，然後再由王岐山講話，王岐山的 「插話
」打破了這一固定流程。

「關於政府和市場關係的問題，我們正在不
斷地深化改革，這其中涉及到人們的思想、認識
、文化。」王岐山在 「插話」開頭並沒有直接回
應陳瓊發言中的觀點，而是首先談到了 「以人為

本」。王岐山說，現代化的核心是 「人」的現代
化，而不僅是 「高樓大廈」。

「為什麼我要從你的發言開始說這個問題呢
？」王岐山對陳瓊說： 「你剛才提到大家對銀行
的服務不太滿意，其實現在我們許多幹部群眾都
把銀行看作是國家的，跟財政一樣，這就是所謂
的把銀行當成 『二財政』，其實銀行的錢是企業
和個人的……」

王岐山藉 「插話」的機會，回應其他代表
的觀點︰ 「比如，剛才池州的代表談環保問題，
涉及『五位一體』建設，實際上這也體現了十八大
精神。」王岐山藉 「插話」的機會，回應了此
前第三個發言的安徽池州市市長趙馨群的發言。

最後王岐山總結說， 「所以今天，我也不想
佔用大家太多的時間，但陳瓊對不起，你還得把
你的發言畫上句號。」王岐山笑對四十分鐘前
就開始 「發言」的陳瓊說。

王岐山超常規插話

【本報記者尤蕾北京八日電】本報聯合
騰訊網新聞中心推出的大型策劃 「中國幸福
地圖」調查已接近尾聲。該活動歷時15天，
包括內地及港澳台在內的34個省、直轄市、
自治區共有1000餘萬網友參與投票。結果顯
示，香港幸福指數綜合排名全國第四。

該項調查滿分10分，香港幸福指數得分
為6.6分。在各地最幸福的領域調查中， 「
收入」最令香港網友滿意， 「治安」、 「教
育」、 「醫療」緊隨其後。在各領域最幸福
的地區調查中， 「醫療」領域，香港幸福滿
意度全國居首， 「收入」、 「教育」領域香
港均位居第二。

本次調查，幸福指數排名第一的區域為
台灣，得分7.5，台灣網友對 「飲食」指數
滿意度最高；西藏和澳門得分均為6.7，分
列第二三名。

結果顯示，選擇 「空氣」為最幸福領域
的地區最多，佔41%，主要包括內蒙古、吉
林、黑龍江、安徽等地； 「飲食」佔據次席
，比例為29%，河北、山西、遼寧等地享受
了 「舌尖上的幸福」；北京、天津、上海、
江蘇、浙江、山東、香港網友認為 「治安」
領域最幸福，所佔比例為21%；而 「物價」
、 「房價」、 「教育」、 「醫療」、 「就業
」均未成為各地最幸福的領域。

中國幸福地圖調查
醫療滿意度香港居首

【本報訊】綜合中新社北京八日消息︰中
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書記處書記劉雲山八
日參加了青海代表團審議。會上劉雲山關切詢
問玉樹災區重建情況。玉樹2010年4月14日發生
強烈地震後，劉雲山曾在2010年7月和2011年4
月兩次前往玉樹，看望災區民眾，實地查看災
後恢復重建情況。

玉樹藏族自治州委副書記、州長王玉虎在
發言伊始說， 「災區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玉樹災區人民正在感受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
」。

王玉虎還沒來得及介紹玉樹震後重建的情
況，劉雲山便 「打斷」他的發言直接提問， 「
你們那重建搞得怎麼樣了？」王玉虎回答說，
「青海玉樹重建1248個項目，其中1227項目已

經開工，完工項目991個，41939
套住房全部已經開工。」

劉雲山再度插話發問， 「全都住
進去了嗎？」據王玉虎介紹，96%的玉

樹農牧民和城鄉居民已經住進新房。在詳細介
紹了玉樹的各項重建情況後，王玉虎說，過去
的努力已為打下三年完成重建目標奠定了堅實
的基礎。

「今年是第三年了吧？」劉雲山第三次打
斷王玉虎，詢問重建情況。

「是的，今年已經第三年了。」王玉虎回
答說，因為玉樹是高海拔地區，重建與汶川有
所不同，一年的有效施工期只有五至六個月，
兩年多的時間裡實際施工期僅有一年多，取得
這樣的成績創造了玉樹的奇。

「大美青海」 叫響品牌
青海省委書記強衛介紹，青海省近年來打

造了 「大美青海」的品牌宣傳青海，劉雲山對
這個的概念非常贊同，他說，你們這個品牌已
經 「叫響了」。

劉雲山為 「大美青海」再添了一個詞： 「
五地同賞。」他說，五地是指寶地、基地、要
地、高地和福地等五個 「地」。劉雲山解釋 「
寶地」是指青海資源豐富，擁有看得見的寶，
也有看不見的寶； 「基地」是指青海是化工、
能源基地、有色金屬基地、綠色基地和產業基
地；而 「要地」是指青海戰略地位重要。劉雲
山解釋 「高地」時說，除了海拔高外，更是指

精神高地，包括 「兩彈一星」精神、青藏鐵路
等精神。

劉雲山又說， 「福地」是指青海是個吉祥
之地，是創業成才的福地。當年 「兩彈一星」
的很多科學家從國外回來後，就是在青海實現
了事業上的成功，他說， 「所以青海是可以大
有作為之地。」

另一方面，劉雲山又表示，文化的繁榮發
展，動力是改革，改革只有進行時、沒有完成
時。推進文化改革發展，目的是滿足廣大人民
群眾的精神文化需求。保障文化民生是改善民
生的重要內容，加強文化建設是全面建成小康
社會的重要方面，要牢固樹立文化為民的理念
，切實把文化民生、文化小康擺在重要位置。

劉雲山關切玉樹重建

【本報訊】據中新社北京八日消息︰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張高麗八日參加了山
西代表團審議。會上，他向山西省一名產
業工人問計， 「你有什麼好辦法呀？」

這位名叫常俊民的產業工人，是中國
鋁業集團山西分公司檢修分廠壓容車間的
電焊工。面對行業性難題，他一口氣說出
了六條建議。張高麗不時插話，並逐一記
錄在隨身攜帶的記事本上。

當日，張高麗來到十二屆全國人大一
次會議山西代表團參加審議。最後一個發
言的常俊民談到了削減產能過剩的話題。

「你所在的鋁業集團，是不是搞電解
鋁的？」在得到肯定答覆後，張高麗說，
電解鋁有大量過剩。

在列出一組 「過剩」數據後，張高
麗繼而向常俊民問道， 「你有什麼好辦
法？」

「這個好辦法就是……」常俊民一張
嘴，全場都樂了。略顯尷尬的常俊民隨即
改口為 「我的建議……」

「多了就虧損了。」常俊民認為，電
解鋁產能快速膨脹，加劇了低價格的惡性
競爭。目前，山西的氧化鋁企業都處於微
利狀態。

「那你有什麼好辦法呀？」面對張高
麗的再次追問。事前有所準備的常俊民，
一口氣說出了 「嚴格控制總量」、 「規範
市場秩序」、 「優化整合現有存量」、 「
拓展電解鋁應用領域」等六條建議。代表
們用掌聲表示認同。

十二屆全國人大代表中，像常俊民一
樣的工人、農民代表共計401名，佔代表總數的13.42%
。中共山西省委書記袁純清說， 「一個產業工人，對產
能過剩的問題談了六條建議」， 「這說明我們產業工人
關心國家大事，有很強的議政能力。」他指張高麗身
邊的記事本說， 「你看，高麗同志都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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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高麗八日參加十二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山西代
表團的審議，會後向女代表致以節日祝福 中新社

▲張德江八日參加十二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廣東代表團的審議 新華社

▲王岐山一段三十分鐘的 「插話」 ，體現了新會風 新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