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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角色 各司其職

國務院領導分工確定

今年全國兩會產生了十人組成的新一屆國務
院領導層，包括總理李克強和副總理張高麗、劉
延東、汪洋、馬凱以及國務委員楊晶、常萬全、
楊潔篪、郭聲琨、王勇。3月18日，新一屆國務
院第一次常務會議研究確定了國務院領導的工作
分工，但並未公開發布。

張高麗主管宏觀調控部門
在此後近一個月的時間裡，國務院的各位領

導按照分工，各自通過會議、調研、批示等，開
始進入新角色。從這當中，領導層分工也逐步清
晰。

從18日起，多位副總理和國務委員分頭到各
自主管的部委調研，看望幹部職工。如副總理張
高麗先後到國家發展改革委、財政部、住房和城
鄉建設部、環境保護部、國土資源部、國務院發
展研究中心、國家稅務總局、國家統計局、三峽
辦、南水北調辦調研。這些部委大都是涉及宏觀
經濟調控的財經部委，在上屆國務院時由副總理
李克強分管。

劉延東分管教科文衛體
但李克強在上屆時分管的衛生、食品安全等

工作在本屆國務院則移交給了副總理劉延東，這
位領導層中唯一的女性同時還分管教育、科技、
文化、體育、新聞出版廣電等工作。劉延東也曾
到新成立的衛生計生委視察。她還就防治H7N9
禽流感到中國疾控中心調研，並多次作出具體部
署。中美人文交流高層磋商也將由她代表中國參
加。

汪洋分管三農商務旅遊
與張高麗類似，副總理汪洋同樣馬不停蹄地

到農業部、水利部、國家林業局、中國氣象局、
中國地震局調研，主管與之相關的防汛抗旱和扶
貧開發工作。汪洋先後出席了全國春季農業生產
工作會議、全國森林草原防火和造林綠化工作會
議、防汛抗旱總指揮部會議，並親赴甘肅省最貧
困的積石山縣 「解剖麻雀」，就扶貧開發現場調
研。

汪洋同時還主管商務和旅遊，近日他出席了
多場與之相關的外事活動，如中俄旅遊年的啟動
儀式、會見中澳企業家等。另外，他還將在今年晚
些時候作為中方代表參加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

馬凱分管工交金融人社
在上屆國務院，副總理王岐山主管商務和金

融。在本屆國務院，汪洋分管商務，而金融則由
副總理馬凱分管。此外他也分管人力資源和社會
保障部，人社部部長尹蔚民日前傳達了馬凱對人
社工作的指示。

工業和交通將是馬凱分管的重要組成部分。
特別是在今次國務院機構改革中，撤銷鐵道部，
實現 「大交通」，鐵路改革將是馬凱任內的重點
工作，3月底他曾到河南調研，要求把改革作為
推動鐵路事業發展的機遇。馬凱也到工信部舉行
了調研座談會。

自1998年以來，國家副主
席一直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
央書記處常務書記擔任，胡錦
濤、曾慶紅、習近平先後擔任
了這一職務，幾乎成了慣例。
15年之後，這一做法被打破。
今年全國兩會，中央政治局委
員李源潮當選國家副主席，成
為15年來首位 「非常」副主席
，而他所承擔的角色也與三位
前任有了很大的不同。

據悉，李源潮現在的工作
主要有三部分，一是協助國家
主席習近平主管外事，擔任中
央外事領導小組副組長；二是
協助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張
德江主管港澳工作，擔任中央
港澳工作協調小組副組長；三
是主管共青團、婦聯、科協、
僑聯等群眾團體工作。從去年
中共十八大特別是全國兩會至
今，李源潮在三方面均已進行
了大量工作。外事方面，4月3
日，李源潮與國家主席習近平
、國務院總理李克強一道在人
民大會堂集體會見了180位外
國駐華使節及國際組織駐華代
表。他還曾會晤了秘魯總統烏
馬拉等外賓。港澳工作方面，
3月18日，國家主席習近平在
中南海會見了來京列席第十二
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閉幕式的
香港特首梁振英、澳門特首崔
世安，張德江、李源潮、楊潔

篪均陪同在座。3月29日至31日，李源潮將他
當選國家副主席之後首次外出調研的目的地
選定在毗鄰港澳的廣東珠海、江門等地。他
在珠海橫琴新區考察時要求，要充分發揮毗
鄰港澳的區位優勢，積極推進與港澳緊密合
作發展。李源潮還在廣東召開座談會，聽取
基層共青團、婦聯、科協、僑聯幹部的意見
建議。實際上，從十八大之後，他就開始分
管這四個全國性的群眾團體。

在十七屆中央政治局，時任中央政治局
委員、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全國總工
會主席王兆國統一主管工、青、婦、科、僑
五大正部級群團。而在十八屆中央政治局，
中央政治局委員李建國接替王兆國，擔任全
國人大常委會排名第一的副委員長，並兼任
全國總工會主席，主管工會工作，而其他四
大群團則改由國家副主席李源潮主管。這種
格局也是數十年來首度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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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壇解碼

【本報記者馬浩亮北京十四日電】除了四位
副總理，五位國務委員也均按不同領域劃分了分
工。與副總理相比，每位國務委員分管的部委相
對少一些。

排名第一的國務委員楊晶兼任國務院秘書長
，除了主管國務院辦公廳、國務院機關事務管理
局、國務院參事室、國家信訪局等機關工作之外
，他還協助總理李克強聯繫監察部、審計署及國
務院研究室。他同時兼任國家行政學院院長，主
管最高公務員學府工作。除了國務院的工作，楊
晶在中共黨內還擔任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央國家
機關工委書記。作為國務院領導層中唯一的少數
民族幹部，民族宗教工作也由楊晶分管。

國務委員常萬全兼任國防部長、中央軍委委
員，主要負責國防外事和國防動員工作。

國務委員楊潔篪主要工作仍然是他的老本行
外交工作，此外也負責港澳台僑工作。除了分管
外交部、國務院僑辦之外，他協助國家主席習近

平、全國政協主席俞正聲管理對台工作；協助全
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張德江、國家副主席李源潮
主管港澳工作。而在上屆國務院，港澳工作由時
任國務委員劉延東協管，對台工作由戴秉國協管
。本屆國務院則實現了統一。

國務委員郭聲琨除了兼任公安部部長之外，
還分管司法、國家安全工作。在中央政法委內部
，他排名僅次於中央政法委書記孟建柱，是政法
領域的重要負責人之一。

國務委員王勇的重心工作可以用 「監管」來
形容。他分管的部委如國家安全生產監督管理總
局、國家工商行政管理總局、國家質量監督檢驗
檢疫總局、國務院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都
是負責經濟運行或市場秩序監督管理方面的部門
。王勇近日到河北就安全生產進行了調研，而在
此之前他先後到安監總局、工商總局進行了調研
。作為原來國資委的大管家，他將繼續主管國企
工作。

五國務委員各挑重任

新一屆國務院產生至今一個月。通
過各種會議、調研等活動觀察，四位副
總理及五位國務委員的分工已經明晰。
他們在總理李克強的統一領導下，各司
其職。副總理當中，張高麗主要分管財
政、發展改革、國土資源、環保、住建
等部門；劉延東主管教科文衛體；汪洋
主管農林水利和商務、旅遊；馬凱主管
工業、交通、金融和人社工作。

【本報記者馬浩亮北京十四日電】

【本報記者黃仰鵬深圳十五日電】記者
獲悉，深圳市紀委目前正會同有關部門研究
建立前海廉政監督局，將借鑒香港廉政公署
經驗，下設三個部門採取防止、教育、調查
三管齊下的方式對抗貪污。有研究人士認為
， 「前海版廉政公署」整合了各方監督力量
和資源，依法統一對前海管理局開發、建設
、運營和管理進行獨立監督，有利於助力前
海政策創新和產業快速發展。

據悉，目前深圳市紀委正積極會同相關
部門研究起草前海監督管理辦法，研究建立

前海廉政監督局，形成集紀檢、監察、檢察
、公安、審計等職能為一體的大監督格局，
為前海反腐倡廉的創新探索 「立規矩、定方
向」，目前相關工作設想已成形。

根據初步設想，新設立的前海廉政監督
局作為深圳市委市政府直屬機構，擬由深圳
市紀委、檢察院、公安局、監察局、審計局
派駐人員組成，在前海合作區統一開展廉政
監督。值得關注的是，該廉政監督局借鑒香
港廉政公署經驗，下設案件調查、預防腐敗
、社區工作三個工作部門，未來將具體承擔

黨紀政紀調查、職務犯罪偵查、經濟犯罪偵
查、懲防體系建設、職務犯罪預防、廉政宣
傳教育、廉政共建機制等職能，並接受市紀
委、檢察院、公安局、監察局、審計局的業
務指導。而在廉政監督體制方面，前海廉政
監督局突破了目前我國紀檢監察、檢察、公
安、審計等監督部門分別設立的格局，在全
國首次建立統一的廉政監督體制和運行機制
，實現了監督職能的有機整合與資源的優化
配置，對外監督口徑統一，將更有力保障前
海的健康快速發展。

【本報訊】據中新社北京十五日消息：中
國國家主席習近平15日在北京人民大會堂會見
參加第二屆中美省州長論壇的雙方代表。

習近平表示，當前，中美關係進入承前啟
後的新的重要發展階段。前不久，我同奧巴馬
總統通電話時一致確認了建設中美合作夥伴關
係、探索構建新型大國關係的大方向。中美合
作不僅將更好地造福兩國和兩國人民，也有利
於促進世界和平穩定和共同發展。中美雙方同
意，將繼續推進各種雙邊對話合作機制。中美
省州長論壇作為兩國地方合作的重要機制，今
天舉行第二屆，可謂捷足先登。中美在經貿方
面有很強的互補性，人文交往源遠流長，這賦
予兩國地方合作豐富內涵和強勁活力。當前，

中美地方交流合作呈現出前所未有的良好局面
。在座的中美省州長為了合作和發展這一共同
目標走到一起。預祝本屆論壇取得成功，希望
雙方利用好、發展好省州長論壇機制，為促進
中美友誼和兩國關係發展發揮更大作用。

望中美地方建長遠可靠關係
習近平希望中美雙方結合各自發展戰略，

充分發揮各自特色和優勢，既加強農業等傳統
領域合作，也推進節能環保、新能源、城市規
劃、基礎設施等新領域合作，把地方交流合作
做實、做深，建立更長遠、可靠的合作關係。

美國艾奧瓦州州長布蘭斯塔德、威斯康星
州州長沃克和弗吉尼亞州州長麥克唐納分別發

言，他們一致表示，中國是他們越來越重要的
合作夥伴，雙方交往合作富有成果。他們很高
興來華參加論壇，同中國省區市負責人交流探
討加強兩國地方合作。希望今後擴大農業、經
貿、文化、教育等領域交流合作，為促進美中
關係做出更大貢獻。中國天津市市長黃興國發
言表示，中方願進一步加強兩國地方合作，希
望中美省州長論壇繼續辦下去，越辦越好。

中美省州長論壇是根據中美兩國元首共識
於2011年成立的，第二屆論壇4月15日至16日在
北京、天津舉行。美國艾奧瓦州、威斯康星州
和弗吉尼亞州州長以及中國天津市、河北省、
黑龍江省、福建省、廣西壯族自治區等5個省
市區負責人出席。

習近平會見中美省州長論壇代表

前海將仿港設廉署治貪

▲4月15日，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北京人民大會堂會
見參加第二屆中美省州長論壇的雙方代表 中新社

▲劉延東分管科教文衛事業。圖為4月11日劉延東（左）
在北京國家博物館與新西蘭總理約翰．基共同出席 「毛利
斗篷」 借展交接儀式 中新社

▲張高麗主管宏觀經濟事務。圖為4月6日，張高麗在太
原鋼鐵集團有限公司聽取工作人員匯報企業生產情況

新華社

▲汪洋分管三農商務旅遊事務。圖為
汪洋4月12-14日在雲南深入田間考察
旱情 網絡圖片

▲馬凱主管工交金融人社事務
網絡圖片

▲4月9日，中國國家副主席李源潮在北京
會見芬蘭總統紹利·尼尼斯特 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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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新華社北京十五日消息：
中信集團副董事長兼總經理田國立15日出
任中國銀行黨委書記，中行在其官方網站
中已披露田國立的簡歷。

現年54歲的田國立有豐富的金融從
業經歷：長期在四大國有銀行之一的中國
建設銀行工作，並於1997年7月至1999年4
月任建行行長助理一職；隨後成為四大資
產管理公司之一──中國信達資產管理公
司的主要創始人，歷任中國信達資產管理
公司副總裁、總裁，中國信達資產管理股
份有限公司董事長；2010年12月加入中信

集團，至2013年4月擔任中信集團副董事
長兼總經理，其間曾兼任中信銀行董事長。

中行2012年年報顯示，中行2012年末
資產總額為12.6萬億元，2012年實現歸屬
於股東的淨利潤1394億元。作為國際化程
度最高的中資銀行，中行2012年末的海外
資產總額為4988億美元；海外機構資產總
額和稅前利潤在中行集團中的佔比，分別
為23.5%和18.6%。

今年3月，中行前黨委書記、董事長
肖鋼在掌舵中行十年後升任中國證監會主
席。

田國立執掌中國銀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