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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

温家宝听取对政府工作报告的意见和建议，称本届政府要善始敬终

民资“新36条”细则上半年出台

本报菏泽2月12日讯(记者
姚楠) 12日上午，菏泽市

十八届人大一次会议在菏泽
大剧院闭幕。赵润田当选菏泽
市十八届人大常委会主任，孙
爱军当选菏泽市人民政府市
长(见下表)。

本报东营2月12日讯 (记
者 李沙娜) 2月12日，中共
东营市第五届委员会第一次
全体会议以无记名投票方式，
差额选举产生了中共东营市
第五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
员，等额选举了新一届市委书
记、副书记。在东营市第五届
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次全体
会议上，选举出东营市纪委书
记(见下表)。

据新华社北京2月12日电 2
月6日至10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
在中南海主持召开五次座谈会，
听取社会各界人士对《政府工作
报告(征求意见稿)》的意见和建
议。温家宝说，政府工作必须反映
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和要求，报
告征求意见的过程，必须成为发
扬民主、倾听人民群众意见的过
程。写好报告还不是目的，按照人
民期盼和要求的方向去做，让人
民满意，才是根本目的。

与会各界人士畅所欲言，就
《报告》稿的修改和进一步做好政
府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

谈民资：

帮助民间资本

沿正确轨道发展

在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
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座谈会上，
周铁农、蒋树声、陈昌智、严隽琪、
桑国卫、万钢、韩启德、林文漪、黄
孟复和袁驷就财税体制、行政管
理体制、收入分配制度等经济社
会问题作了发言。

周铁农说，当前垄断行业改
革明显滞后，造成不公平竞争。他
建议《报告》稿增加深化垄断行业
改革的内容。黄孟复说，要明确时
限，抓紧出台贯彻落实鼓励和引
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新36条”
配套政策。

温家宝说，要促进民间资本
进入金融、能源、交通和社会事业
等领域。“新36条”没有落实，民
间资本进入就遇到玻璃门、弹
簧门。今年上半年一定要把实施
细则制订出来。

温家宝说，要用改革的办法
破解难题。无论是经济结构性问
题，还是分配不公问题、反腐败问
题，都得靠改革、靠制度性建设才
能从根本上加以解决。如何应对
今年的经济困难，有两个途径非
常重要：一是支持实体经济，特别
是支持小微企业发展；二是放活
民间资本，支持民营企业发展。

座谈会上，洪银兴、陈东琪、
贾康、李强、蔡昉、谢家瑾、叶檀7
位学者着重就保增长稳物价、保
障房筹资机制、资源税改革、民间
金融监管等提出了建议。叶檀提
出了依靠创新和市场化解决投资
问题的建议。她说，铁路投资比较
紧张，引入民间资金是大势所趋。
温家宝说，现在铁路建设资金紧

张，我们准备采取的办法，一是国
家资金保障，二是财政担保发行
债券，三是在统筹规划下，明确政
策，有序引入民间资本。实际上民
间资本进入金融领域已经存在，
就是各地特别是东部地区兴办的
村镇银行。把地下资金通过政策
引导到地上是好事，但需要一个
过程。我们要帮助民间资本沿着
正确轨道发展，既引导流向，又加
强监管。

谈社会管理：

把群众问题

解决在基层

在大家谈到社会建设和管理
时，温家宝说，信息化极大地改变
了中国社会，加快了中国社会发
展。这是好事，说明社会进步了，
但也给政府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
求。社会管理应该发挥基层自主
性和积极性，通过城市社区和村
民自治等形式，把政策落实和群
众问题解决在基层。

在讨论到建立农业长期发展
机制时，温家宝说，在提城镇化和
工业化的时候，一定不要忘了农
业现代化。需要培养一代有文化、
有技能的新型农民。建立适合国
情的社会保障体系。有了完善的
社会保障，才能让农民安心在农
村生活。

谈教育：

正在准备

校车安全文件

来自大学、医院、研究所等单
位的10位人士在座谈会上对教育
改革、医疗改革、文化建设等建言
献策。英国诺丁汉大学兼宁波诺丁
汉大学校长杨福家说，希望在我们
国家建立一所一流的民办大学。

温家宝说，将来兴办的高起
点民办大学不只是一所，可能会
有若干所。民办大学要依法准入，
其享受的政策应该同公立大学一
样。这也是鼓励民间资本、民间人
士兴办教育，包括进入医疗领域，
政府主要是把好准入、做好监管。

参加基层群众座谈会的12位
人士，都是第一次走进中南海，与
国务院领导面对面交流。新疆昌
吉州呼图壁县第二小学教师热孜
万古丽·阿木提希望多为农村中
小学输送合格教师；增加小县城

和农村学校教育设施投入；购买
安全、合格校车，实现校车运行公
交化；严格布局调整程序，保留必
要的村小；加强青少年校外活动
基地建设；加快农村教师周转房
建设。温家宝说，你谈的问题，都
切中了当前教育存在问题的要
害。教师素质决定着学校的质
量，现在培训机会少，分布不平
衡，结构性缺编。国家要增加投
入，要向农村地区、贫困地区、
少数民族地区倾斜。

温家宝说，校车安全问题，现
在正准备两个文件，一是校车安全
条例，二是实施细则，从管理、运
营、责任、经费来确保校车的安全。

谈住房

房价合理回归

不动摇

企业界人士带来了当前企
业经营和行业发展的第一手情
况。广西玉柴集团的晏平反映，
今年的经营形势可能会比去年
严峻。1月份的订单下滑，上下
游相关企业经营也遇到困难，

建议国家高度关注，特别是保
持政策的连续性。

温家宝说，要见事早、动作
快，预调、微调从一季度就要开
始。所谓宏观审慎的政策，最基
本的要求是保持政策的连续性
和灵活性。温家宝说，房地产调
控目标有两个：一是促使房价
合理回归不动摇，二是促进房
地 产 市 场 长 期 、稳 定 、健 康 发
展。作为13亿人口的大国，又处
在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房地
产的需求从长期讲是刚性的。
当然，将来住房的形式也是多
种多样的，不一定人人都拥有
自己的房，但人人都要有住处。
可以买房，也可以租房，但租房
的价格也要合理。保障性住房
和商品房建设两者不可偏废。
从长期看，保障房应该以公租
为主，主要解决低收入群体的
需求。

温 家 宝 说 ，今 年 是“ 十 二
五”时期承上启下的重要一年，
是本届政府任期的最后一年，
各项工作一定要善始敬终，能
做的事情绝不拖延，能解决的
问题绝不推脱。

本报讯 在广州，拾金不昧
或将有实质奖励！正向社会征求
意见的《广州市拾遗物品管理规
定》提出：对无主的拾获财物，在
拍卖后将拍卖款的10%奖励给拾
遗者；对有主失物，失主领回时，
可自愿按遗失物价值10%的金额
奖励拾金不昧者。

《广州市拾遗物品管理规定》
(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规定》)
主要从拾获遗失物品后如何处
理、如何查询和认领遗失财物、对
拾金不昧或处理拾遗财物有显著
成绩者予以奖励等方面拟出具体
规定。

按照《规定》，在街上或公共

场所拾获的财物，应立即送交当
地公安派出所，由派出所公开招
领，期限15天；逾期无人认领的，
由派出所送交所属区(县级市)公
安分局再招领，期限30天；逾期仍
无人认领的，则由区公安分局送
交市公安局拾遗物品招领处；拾
遗物品招领处应继续公开招领90
天，逾期无人认领的，按有关拍卖
市场交易管理的规定，进行拍卖
并将款项上缴地方财政。凡拾获
机密文件、资料、图纸、重要证件、
军用物品(包括枪支、弹药)、违禁
物品以及其他危险物品的，应立
即送交当地公安机关处理。《规
定》指出，认领失物时，须凭本人
身份证或其他足以证明本人身份
的有效证件。失主领回失物时，可
自愿将遗失物价值10%的金额奖
励拾金不昧的单位或个人。如果
没有找到失主，对拾金不昧的个
人，可按拾获财物价值10%的金
额给予奖励。

孙爱军当选

菏泽市长

广州拟出拾遗物品管理新规

拾金不昧可获拾物价值10%奖励

姜杰当选

东营市委书记

人大常委会
主任

赵润田

人大常委会
第一副主任
(正厅级)

杨永昌

人大常委会
副主任

赵传山、汤建梅
(女、回族)、丁
志刚、孙忠生

市长 孙爱军

副市长

段伯汉、付伟、
李法洪(回族)、
黄秀玲(女)、王
桂松、刘国生、
任仲义

市委书记 姜杰

市委副书记 申长友、刘赞杰

市纪委书记 岳德川

市委常委

李 金 昆 、赵 豪
志、田青云、万
会标、郑建军、
张 庆 华 、岳 德
川、张润国、贾
瑞霭(女)

有偿拾金不昧，

是次优选择？

格网友观点

有网友认为，在市场经济
条件下，特别是在公众的思想
道德觉悟还不是特别高的情
况下，完全靠道德舆论的力量
维持拾金不昧的善行并不太
现实。有偿失物招领也不失为
一种次优选择。现在人们对社
会奖励见义勇为者已没有什
么异议，在路上捡到贵重物品
交到公安机关，也是一种见义
勇为行为，应得到荣誉之外的
奖励。

而另外一部分网友认为：
拾金不昧作为中国自古以来
的传统美德，一直被视为道德
范畴的问题。这项美德一旦与
金钱联系在一起，便是一种侮
辱。以传统的拾金不昧美德来
衡量，有偿的拾金不昧无疑会
被否定。当拾金不昧需要有偿
的时候，它就标志着，道德正
在沦陷。拾金不昧接受酬谢也
有可能会被不法分子利用，成
为一种获利手段。

据《羊城晚报》

羊城晚报记者采访了广州
市公安局治安支队相关警员，
他认为社会应鼓励拾遗者将拾
获物品交给招领机构，这样失
主丢失的东西才能有处可寻。
怎么鼓励？就是给一定比例的
利益，让他们有积极性。其次，
考虑到拾得者首先要妥善保管
物品，还要打电话找寻失主、将
拾物交到公安机关，拾得人耗
费了一定的时间和精力，应有
报酬请求权。遗失物的所有权
人、遗失人，应向拾得人支付相
当于遗失物价值10%的报酬。

“在多年工作中我们发现，出租
车司机因职业关系是拾遗物品

最多的群体，很多经常捡到遗
失物的出租车司机也认为，若
法律对招领酬金予以肯定，将
会是一件对双方都有益的事
情。”该警员说，如果新规定“失
主领回失物时，可自愿将遗失
物价值10%的金额奖励拾金不
昧的单位或个人”出台后，失主
可以以此为参考，自愿奖励拾
遗者。

拾遗到的贵重物品若无
人认领，拾遗者如何得到奖
励？“贵重财物交到拾遗物品
招领处后，过了一定时期无人
认领，将会被拍卖，按照拍卖
后的金额奖励拾遗者。”

解读>>

拾得人应有报酬请求权

这是2月7日，温家宝听取基层群众对《政府工作报告(征求意见
稿)》的意见和建议。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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