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報訊】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克強20
日主持召開新一屆國務院第一次全體會議
。會議宣布了國務院領導分工和國務院機
構設置，通過了《國務院工作規劃》，對
政府工作進行了部署，新一屆政府開始全
面履責。李克強在講話中強調，要不斷提
高政府公信力、執行力和效率。政府要說
到做到，不能 「放空炮」 。

須提高公信力執行力和效率

交通部：火車票價或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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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實習記者步瀟瀟北京二十一日電】交
通運輸部新聞發言人何建中21日表示，在機構改革
和職能轉變之後，鐵路總公司對鐵路定價仍有一
定自主權。交通部逐項落實職能轉變方案，減少
行政審批事項，提高綜合交通運輸效益效能。

在鐵道部撤併之後，鐵路票價是否會大幅上
調成為外界普遍關心的問題。何建中21日表示，機
構改革方案確定交通運輸部的職能是統籌規劃鐵
路、公路、水路、民航發展，加快推進綜合交通
運輸體系建設。在幾種運輸方式的票價制定中，
公路客運是政府指導定價，市場機制調節，航空
運輸基本是市場調節，鐵路票價應由有關部門加
強監督，但鐵路總公司作為企業應該有相對的經
營自主權。此前，交通運輸部部長楊傳堂在兩會

期間曾表示，鐵路客運價格將兼顧公益性和市場
需求，由發改委牽頭確定，並隨經濟的發展和
改革的深化更加合理。

進一步放寬民資進入
何建中表示，此次大部制改革是2008年大部制

改革的深化。新組建的交通運輸部把轉變職能作
為核心，把簡政放權作為關鍵，把提升服務作為
改革追求的目標。按照這一思路，交通部已經成
立深化改革和轉變職能的領導小組和專門的班子
，由部長親自掛帥，細化和深化改革的方案和具
體舉措。

目前，交通運輸部共有65項行政審批事項，已
有專人在對取消哪些行政審批事項，將哪些事項

下放層級的方案進行分類研究和細化。此外，交
通部正在研究建立特許經營的管理制度，進一步
放寬民營資本進入交通運輸建設市場，統籌研究
交通運輸建設領域的開放，與社會資本引進。

何建中指出，大力推進綜合運輸體系建設也
是此次改革的重點內容。特別是從規劃引領的角
度，統籌鐵路、公路、水路、民航的協調發展，
提高綜合運輸的效益和效能。包括加快推進出台
國家公路網規劃，進一步研究制訂綜合運輸樞紐
規劃，滿足出行者 「零換乘」和 「無縫銜接」的
要求，進一步促進城鄉交通一體化的發展。同時
，加大對西部地區和老少邊窮地區農村公路建設
支持力度，強化農村公路和城鄉交通一體化的發
展。

清明節繼續免費通行
何建中強調，收費公路專項清理工作仍然在

繼續進行，對於即將到期的收費公路，將按照《
收費公路管理條例》規定，到期後停止收費，交
通運輸管理部門有責任加強這方面的監管和落實
。最近，交通運輸部正會同有關部委研究對《收
費公路管理條例》進行修改，進一步完善收費公
路的形成機制，加強監管，實施更加透明的收費
公路信息公開制度。

何建中表示，重大節假日小型客車免費通行
政策已經在去年十一黃金周和今年春節假期期間
實行了兩次。今年清明長假期間，小型客車免費
通行政策還將繼續實施。關於小型客車免費通行
政策，交通部不再統一發文件規定，各省已按照
國務院文件規定陸續開始公布本省實施的具體時
間和要求。

近期，中國不少城市陸續進行大手筆的
「撤縣建區」行政區劃調整，一波席捲東中

西部的 「圈縣熱」悄然興起。
上世紀80年代後期，中國東部沿海發達

省份曾掀起過一波撤縣設市熱，但1997年之
後，國務院作出暫停審批縣改市的決定，而
撤縣建區則開始成為不少地區調整行政區劃
的新舉開始風行神州大地。據記者粗略統計
，眼下僅貴州、雲南、陝西三個省份，提出
撤縣設市（區）的縣份即超過40個。分析人
士稱，撤縣建區是中國地方政府權力關係的
重構，將在客觀上推動當地的城鎮化發展，
促使縣域經濟盡快擺脫農業為主的單一發展
路徑，釋放更多增長潛力。

撤縣建區非全無風險
復旦大學社會科學基礎部教授高國希認

為，對轄區人口、產業體系等已經融入城市
、成為城市核心部分的縣，撤縣建區符合發
展規律，能夠激發區域活力。

但撤縣建區也非全無風險，如果操之過
急、單純追求速度，也可能出現建區之後經
濟社會發展勢頭減弱的問題。

「撤縣建區能帶來一些好處，但也意味
原來很多決策權將被上收，發展自主權受
限。」高國希說，是否撤縣建區、如何撤縣
建區，要視具體情況而定。

中國新型城鎮化破題，必須直面行政區
劃調整挑戰，而其中 「財政蛋糕怎麼分」是
繞不開的焦點。一些專家認為，個別地市熱
衷撤縣建區，動因之一是當前 「市管縣」財
政體系與 「省管縣」財政體系之間的矛盾。

2009年財政部下發《關於推進省直接管理縣財政改革的
意見》，確定在2012年年底前，除民族自治地區外，力爭實
現在全國全面推進省直接管理縣財政的改革目標。 「省直管
縣」後，縣級直接與省財政發生結算關係，將不可避免地削
弱地市級政府的財力。在這一背景下，不乏一些地級市政府
擔心所轄縣份脫離自己管轄，因而加速撤縣建區。

憂農民土地利益受損
一些學者則擔心地方政府在利用 「新型城鎮化」的名義

推進撤縣建區過程中，損害農民土地利益。南京大學城市科
學研究院副院長胡小武表示，通過撤縣建區，地級市可以在
較短時間內擴大中心城市建成區的面積，城建用地能夠比較
容易地獲得增長，這也是很多地方熱衷撤縣建區的一個主要
考慮。

還有一些研究人士提醒，撤縣涉及的農民問題，會在一
定時期內突出表現為農民既沒有享受到 「市民」的社會保障
待遇，又將失去國家惠農政策給予的補貼等，對此應當引起
足夠重視。 （新華社）

鐵路公司定價 政府跟進監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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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實習記者步瀟瀟北京二十一日電】交通
運輸部發言人何建中21日表示，切實解決打車難問
題要從服務方式上做出改革和調整。下一步交通部
將在全國地級城市繼續推廣電召服務，以緩解打車
難。

春節前，習近平就解決 「打車難」問題提出，
有關部門要擇其善者而從之，綜合施策、標本兼治
，健全激勵保障機制。交通運輸部部長楊傳堂在全
國兩會期間也表示，交通部門將出台新政，建立合
理制度，整合好出租車行業。

何建中表示，目前北京每千人擁有4輛出租車
（的士），上海是2.2輛，廣州與上海水平相近。出
租車客運量佔整個城市總的客運量比例，北京達到
8.8%，上海是18.2%，廣州是13.8%。出租車里程利
用率，目前這三個城市都到60%至70%。他指出，
這三組數字與發達國家的特大城市相近，而且處在
相對飽和的區間內，所以單靠增加出租車的數量，

並不能解決打車難的問題，必須從管理方式上採取
措施。

何建中強調，在當前現有的條件下，要解決好
打車難的問題，就要從服務方式上做一些改革和調
整。現有出租車的服務方式共四種，巡遊即招手停
車是最主要的方式，佔到60%至70%。此外還包括
站點候車、電召即打電話預約，以及包車。目前交
通部門支持發展的方式是電召和站點候車。

他表示，交通部正在從政策支持和規範管理的
角度出台新的辦法和措施。以電召為例，交通部目
前分兩批在30個城市開展試點示範。從包括北、上
、廣在內的第一批15個城市的示範工程建設來看，
總體狀況良好。今年初，交通部發布《關於規範發
展出租汽車電召服務的通知》，鼓勵通過網絡、手
機平台等方式推廣電召，同時對電召服務的收費標
準、主管部門的監管責任等方面都提出了要求。下
一步還要在全國地級城市繼續推廣電召服務。

地級市推廣電召的士服務

【本報訊】據中新社合
肥二十一日消息：中共安徽
省委21日下午召開常委擴大
會議，宣布中共中央關於安
徽省領導調整的決定：王學
軍（圖）任中共安徽省委委
員、常委、副書記，李斌不
再擔任安徽省委副書記、常
委、委員職務。

王學軍，漢族，1952年
12月出生，河北南皮人，中
央黨校研究生學歷。曾任河
北滄縣縣委書記、河北省委
組織部副部長、河北省廊坊
市委書記、河北省委常委、省委秘書長等職。2004年2月起
任國家信訪局黨組書記、局長。2008年7月起任國務院副秘
書長、國務院機關黨組成員，國家信訪局局長、黨組書記。

王學軍是第十七屆中央候補委員。2012年11月14日，當
選為中共第十八屆中央委員。

在十二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第六次全體會議上，根據國
務院總理李克強的提名，會議經過投票決定，李斌出任國務
院新組建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衛生和計劃生育委員會主任
。此前，李斌是安徽省首位女省長。

王學軍任安徽省委副書記

據中新社北京二十一日消息：李克強說，關於
今年工作，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和政府工作報告，都
作了全面部署。一是持續發展經濟，做到穩增長、
防通脹、控風險，促進經濟轉型，切實提高增長質
量和效益，打造中國經濟的升級版。二是不斷改善
民生，讓群眾安心創業就業。三是促進社會公正，
從制度上為所有人、所有企業創造公平競爭、公平
發展的機會。四是建設創新政府，各部門都要有改
革舉措，用制度創新來推動發展。五是建設廉潔政
府，堅決落實國務院向社會承諾的 「約法三章」，
勤儉過日子。六是建設法治政府，各項工作都要依
法行政，清理不符合科學發展、有礙社會公正的法
規政策等。

轉職能不能 「換湯不換藥」
李克強強調，這次機構改革力度不小，要抓緊

落實改革方案，保證改革中各項工作 「無縫對接」
。但轉變職能的任務更加艱巨，這是新一屆政府開
門要辦的第一件事。各部門要自覺行動，限期完成
職能轉變任務，絕不能 「換湯不換藥」，把不該管
的微觀事項堅決放給市場、交給社會，該加強的宏
觀管理切實加強，事前審批要多放，事中事後監管
問責要到位。這對於促進民間投資、擴大就業、提
高企業競爭力、激發經濟社會活力等都是一劑 「良
藥」。

李克強就做好工作提出六點要求：
第一，有全局意識。各部門都要從國家命運、

民族前途、群眾利益的高度想問題、辦事情，這樣
留下的業績才是久遠的。如果被部門利益牽走，
不僅損害全局，從長遠看對部門也是不利的。

力爭一年解決幾個關鍵問題
第二，充分調動中央和地方兩個積極性。中央

政策要符合地方實際，少搞一刀切，讓地方有施展
空間，更好發揮基層首創精神。地方要維護黨中央

、國務院權威，做到令行禁止。
第三，在謀大局中抓重點。各部門要抓住矛盾

最集中、群眾最關心的事情，圍繞全局，力爭一年
解決幾個關鍵問題，讓群眾有希望。

第四，銳意改革形成長效機制。做工作不是 「
頭痛醫頭，腳痛醫腳」，要幹對當前有用、對長遠
有利的事情。機制的建立要符合長遠的方向，不能
使今天的改革成為明天改革的障礙。

第五，把有限的錢花在建機制、增效益上。未
來財政收入很難持續高速增長，而民生等支出是剛
性的，要把錢花在刀刃上。而且要 「花錢換機制」

，機制建設要盡可能完整，不能 「碎片化」，以收
到事半功倍之效。要做到公開、公平、公正，接受
人民群眾監督，以減少和避免腐敗。

第六，不斷提高政府公信力、執行力和效率。
加強政府政風建設，樹立風清氣正、辦實事、能幹
事的形象，這樣才有公信力，人民才會和政府一道
攻艱克難。政府要說到做到，不能 「放空炮」。國
務院的決定要不折不扣執行，決不能搞變通，各級
都要加大督查力度，沒做到的要問責，不能當無所
作為的 「太平官」。

李克強：政府不能放空炮

【本報訊】據廣西衛視
3月21日《廣西新聞聯播》
節目報道，馬不再擔任自
治區黨委副書記常委委員職
務，陳武（圖）任廣西自治
區黨委副書記。

此前，廣西壯族自治區
政府主席馬已出任全國政
協副主席。陳武有望出任自
治區政府主席，從而成為自
廣西壯族自治區1958年建立
以來第十任政府主席。

今年58歲的陳武是壯族
人，來自廣西崇左，早年當
過米廠工人、糧食局幹部，恢復高考後進入廣西大學，學習
哲學專業，畢業後進入廣西計委，開始仕途生涯。

1993年，陳武進入南寧行署，後任至行署副專員，1998
年復歸自治區政府，歷任體改辦主任、副秘書長、辦公廳主
任；2005年底任自治區政府副主席，從而成為副省級官員；
2009年1月任自治區黨委常委，2011年9月接替因年齡原因卸
任的車榮福，出任南寧市委書記。

在此期間，陳武還曾兼任北部灣（廣西）經濟區規劃建
設管理委員會主任、管委會辦公室主任，廣西欽州保稅港區
工委書記、管委會主任，憑祥綜合保稅區管委會主任等職務
；2012年當選第十八屆中央候補委員。

陳武出任廣西黨委副書記

▲3月20日，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北京主持召開新一屆國務院第一次全體會議，並發表重要講話 新華社

◀1月29日
，長沙火車
站售票廳裡
，一位旅客
展示她買到
的火車票

資料圖片

▲今年2月19日，江蘇省泰州市姜堰市（縣級市）正式撤除
，泰州市姜堰區成立。圖為姜堰區政府掛牌儀式 網絡圖片

▲何建中表示，交通部將在全國地級城市繼
續推廣電召服務，以緩解打車難。圖為出租
車停靠在北京德勝門附近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