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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民生實事 解群眾之憂
「我自己就是在棚戶區成長起來的，深知你

們的艱辛。」2016年1月，李克強考察山西太原
時，對小北關棚戶區的居民說道。看着低矮破敗
的平房、狹窄崎嶇的巷道，他對隨行部長動情地

說： 「你們看見了吧？老百姓還住在這樣的環境
裏，中國要做的事還多着呢！」

曾經的知青經歷給李克強烙下了腳踏大地的
平民情懷。數十年後，已經成為大國總理的他，
始終用最大的努力去改善民生。

他提出讓億萬居民 「出棚進樓」，強調向霧
霾宣戰，力促 「醫改」兜底民生，要求在食品安
全上 「重典治亂」。幾年來，他的政府工作報告
中，與民生紅利相關的 「乾貨」滿滿，從提高個
稅起徵點，到取消流量漫遊費，無一不是瞄準民
生領域的 「痛點」，在事關群眾切身利益的領域
逐一破題，精準發力。

猶記得，在其首次總理記者會上，李克強談
起自己的座右銘─行大道、民為本、利天下。
而這五年，他用對民生的 「念之再三，銘之肺腑
」，向公眾兌現了這一執政理念。

大公報記者 鄭曼玲

「過去五年取得的全方位、開創性成就，
發生的深層次、根本性變革，再次令世界矚目，
全國各族人民倍感振奮和自豪。」 本屆全國人大
開會首日，李克強在其第五份政府工作報告中作
此總結時，大會堂內掌聲雷動，這掌聲是對總理及
其團隊的讚許和肯定。昨日，李克強連任國務院總
理。外界認為，當下中國改革漸入深水區，領導者
需要有系統的知識儲備和抽絲剝繭解決複雜難題的
能力。事實上，過去五年，世界經濟風湧浪急，而
中國經濟履險如夷，保持中高速增長，顯示出李克強
仍然是執掌這一 「世界第二大經濟體」 政府的最佳人
選。

2015年11月25日，李克強邀請來華出
席第四次中國─中東歐國家領導人會晤的
十六國領導人共同乘坐中國高鐵，從蘇州
前往上海。

車廂裏，他自信而又誠懇地向各國
領導人 「推薦」道，高鐵已成為中國民

眾出行最為方便快捷的交通工具之一
，也是中國裝備製造的一張 「黃金

名片」。中國在交通基礎設施領
域擁有優勢產能，願同有需求

的國家分享這一成果。
事實上，五年來，無

論是出外訪問還是接
待外賓，李克強從

不放過任何機

會，向外界展示 「中國製造」的產品優勢
和中國投資的優越機遇。他推銷的清單上
不僅有高鐵，還有核電、光伏、通信裝備
、國產大飛機等中國領先的裝備製造業。
也因此，李克強贏得了中國 「超級推銷員
」的雅號。

外界認為，中國經濟外交正與國際接
軌，除了輸出商品和裝備，中國已經開始
對外輸出技術、標準和資本，同時也給其
他國家提供廣闊的市場。

更有專家指出，中國是在下一盤很大
的棋，至少可達到 「一箭三鵰」的效果。
首先，有助於化解產能過剩，推動中國裝
備走出去；其次，有助於打造合作新引擎
，培育新經濟增長點；第三，新的合作有
助於構成新的利益共同體。

推銷外交 連結碩果

無論是在 「北大時代」、主政地方時期，
還是擔任國務院總理期間，李克強都與香港結
下過不解之緣。

上世紀80年代初，李克強曾率全國學聯代表
團訪問香港，與香港學聯交流，並參觀培僑中學
。1997年，李克強曾作為中國政府代表團成員，
赴港參加舉世矚目的中英香港政權交接儀式。當
時，他任共青團中央書記處第一書記。

主政河南、遼寧期間，他力推香港與內地
合作。擔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副總
理後，李克強又曾在深圳、珠海出席西氣東輸
二線、港珠澳大橋工程開工儀式，並多次會見
香港特區行政長官。

2011年8月，正當美歐債務危機衝擊之時，
李克強抵港考察，探民生問民情、參訪港交所、
慶賀港大百年，還帶來 「挺港36條」的 「大禮包
」。外界認為，這些挺港措施給香港發展注入了
人氣、財氣、底氣，給港人帶來 「好福氣」。

擔任國務院總理之後，李克強及其政府班
子，多次制定出台 「惠港政策」推動內地與香
港基本實現服務貿易自由化、先後開啟 「滬港
通」、 「深港通」和 「債券通」，並在制定 「
十三五」規劃中開闢專章，對深化內地與港澳
交流合作作出前瞻規劃；還連續兩年將粵港澳
大灣區寫入政府工作報告，凸顯中央政府對港
澳特區的高度重視和鼎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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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克強簡歷

李克強畢業於北京大學，擁有法學學士和經
濟學博士學位；43歲成為中國當時最年輕省長，
47歲當上最年輕的省委書記。2007年，他以中共
中央政治局常委身份登上中國最高政治舞台，幾
個月後成為改革開放以來最年輕的副總理。2013
年，李克強接棒溫家寶，成為了中華人民共和國
第一位 「博士總理」。他博學睿智、自信開放、
儒雅幹練，勇於擔當。輿論評價其既飽含強烈的
家國情懷，又具備開闊的國際視野；而他說，自
己為人從政遵循的是 「行大道、民為本、利天下
」的道理。

慎思熟慮 排難而進
李克強出掌國務院五年，恰逢中國經濟「換擋

期」，諸多矛盾交織疊加，各種風險接踵而至。
在中國，宏觀調控存在 「三元悖論」，即經濟增
長、防止通脹及結構調整與實施改革不能兼得。
以往三者出現矛盾時，政府傾向於選擇經濟增長
和防止通脹的宏觀政策，而放棄結構調整和改革。

然而，在李克強看來，「三元悖論」其實並非
沒有破解的可能。2013年7月9日，在各方對經濟
形勢爭議最為激烈之時。李克強在廣西主持召開
了部分省區經濟形勢座談會，拋出了 「經濟運行
合理區間」論。經濟增長率、就業水準等不滑出
「下限」，物價漲幅等不超出 「上限」。在這樣

一個合理區間內，要着力調結構、促改革，推動
經濟轉型升級。

幾年來，李克強屢屢為新經濟站台，在政府
工作報告中寫入 「互聯網＋」行動計劃，將其提
升為國家發展戰略，倡導發展電子商務、雲計算
、大數據、物聯網。

事實證明，五年來，中國經濟實力躍上新台
階，經濟結構出現重大變革，創新驅動發展成果
豐碩。外界將李克強稱為 「破解複雜難題的高手
」，其出眾的判斷力、果斷的掌控力和務實的處
置力經受住了歷史檢驗。

自我革命 簡政放權
自從改革開放大幕於40年前開啟後，中國的

歷屆領導人始終沒有停止改革的探索和實踐。李
克強的改革，從簡政放權入手。曾幾何時，各類
公章和證照束縛民眾手腳的事例比比皆是：普通
市民辦事要證明 「我媽是我媽」；企業家項目審
批耗時799天，繪製出一張長達4米長的 「萬里審
批圖」。

就任總理後的首次 「兩會」記者會上，李克
強就擲地有聲地承諾，要把錯裝在政府身上的手
，換成市場的手，從改革行政審批制度入手加快
轉變政府職能。自此這項 「自我革命」的改革全
面提速。五年來，國務院部門行政審批事項削減
44%，非行政許可審批徹底終結，中央政府層面
核准的企業投資項目減少90%。

李克強在天津考察時曾專門見證了濱海新區
行政審批局對109枚作廢公章的封存儀式。如今
，這批曾經 「天經地義」代表着政府審批權力的
公章，被永久收藏進國家博物館。

評論認為，這109枚公章 「不僅是政府自我
革命的生動見證，更是中國當代改革開放史的重
要文物」。

心繫香江 增進福祉

穩控經濟 力推改革

男，漢族，1955年7月生，安徽定遠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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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鳳陽縣大廟公社東陵大
隊知青

•安徽省鳳陽縣大廟公社大廟大
隊黨支部書記

•北京大學法律系學習，校學生
會負責人

•北京大學團委書記，共青團中
央常委

•共青團中央學校部部長兼全國
學聯秘書長

•共青團中央書記處候補書記

•共青團中央書記處書記兼全國
青聯副主席

（1991.09-1991.11中央黨校省
部級幹部進修班學習）

•共青團中央書記處第一書記兼
中國青年政治學院院長 （
1988-1994年北京大學經濟學
院經濟學專業在職研究生學習
，獲經濟學碩士、博士學位）

•河南省委副書記、代省長

•河南省委副書記、省長

•河南省委書記、省長

•河南省委書記、省人大常委會
主任

•遼寧省委書記

•遼寧省委書記、省人大常委會
主任

•中央政治局常委

•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副總
理、黨組副書記

•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總理
、黨組書記

▲2008年，李克強在四川慰問受災群眾
資料圖片

▲2009年，李克強出席港珠澳大橋工程開工
儀式，結束後乘船向工程建設者揮手致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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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李克強邀請中東歐國家領導人
共乘高鐵 資料圖片

▲2008年，李克強參觀科威特第三移動通
訊網 資料圖片

▲2003年，李克強在河南的麥田裏向當地
農民了解麥收情況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