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在““互互联联网网++””风风口口中中国国能能飞飞起起来来
简政放权、鼓励创新、治理污染，都将为经济增长提供新动力

列数字、爱回忆

“强式”风格明显

总理记者会是每年两会的
压轴大戏，3月15日是李克强就
任国务院总理以来第三次答中
外记者问。亮数字、爱回忆、说
口语，三次记者会上，李克强许
多生动、干脆、有韵味的语言给
人留下深刻印象。

数据说话不空谈

记者注意到，有法学学士和经
济学博士背景的李克强，在讲话时
很少空泛谈论，善于用数字去讲道
理，这也是这几年记者会上显现的
特点。

2013年3月17日 ,李克强以国务
院总理身份第一次出现在中外记者
会上。在为时107分钟的记者招待会
上,他回答了11个问题，其中列出的
几个数据让人印象深刻——— 国务院
各部门行政审批事项还有1700多
项，本届政府下决心要再削减三分
之一以上；30多年前，中美的贸易额
不过10亿美元，2012年已达近5000亿
美元。

2014年的记者会上，在两个小
时的提问中，李克强列出了23个数
据！用事实说话令人信服。

喜欢深情回忆往事

喜欢深情地回忆往事，也是李
克强记者会上的一大特点。

15日上午，李克强在谈民众创
业时回忆说，去年他去企业登记场
所，遇到一位退休妇女。她说要办一
个婚庆公司，知道这个地方办婚礼
的老礼数，她没有读过几年书，但知
道怎么办，这是她的核心竞争力。他
还看到过一些咖啡厂，“有奇思妙
想，可以带动市场需求，真是高手在
民间啊。”

作为新一任总理，李克强在
2013年记者会上被问及个人经历和
从政生涯。此时，李克强动情地回忆
起知青生涯：

“我曾经是安徽凤阳的插队知
青，很难忘那一段和乡亲们度过的
艰难岁月。那里当时是中国农村出
了名的穷地方，也是后来中国农村
承包制改革的发源地。我还记得
1977年高考后，我是在田头锄地时
得到高考录取通知消息的。”

说大白话接地气

回答问题时，李克强经常用老
百姓能听得懂、记得住的“大白话”
去阐述观点。比如“喊破嗓子不如甩
开膀子”“城镇化不是靠摊大饼”“把
错装在政府身上的手换成市场的
手”“我们还要继续去啃‘硬骨头’”
等。

15日上午，李克强谈到创业问
题时说，我还到过许多咖啡屋、众创
空间，看到那里年轻人有许多奇思
妙想，他们研发的产品可以说能够
带动市场的需求，“破茧就可以出
蚕。”

李克强曾多次提到改革是中国
最大的红利。

“改革贵在行动，喊破嗓子不如
甩开膀子。”这是2013年答记者问时
李克强说的话。“开了弓哪还有回头
箭？我们只能是一抓到底、一往无
前”，“还要继续去啃‘硬骨头’”，“努
力做到让市场主体‘法无禁止即可
为’，让政府部门‘法无授权不可
为’”……2014年记者见面会上，李
克强用铿锵有力的话语表达了继续
推进简政放权的坚定决心。

据法制晚报

记者：您多次提过需
要有壮士断腕的决心改
革，也说过这个过程可能
会很疼。中国经济在放缓
的今天，您会继续保持这
样的决心吗？

李克强：你问到疼，确
实很疼，而且在加深，面还
会扩大。因为简政放权是政
府的自我革命，削权是要触
动利益的，它不是剪指甲，
是割腕，忍痛也得下刀。

简政放权今年要有新

作为，一是全面取消非行
政许可，不能法外施权。国
家部门授权地方政府审批
的事项1200多项，今年要
砍掉200多项。二是要推进
权力清单、责任清单，今年
是在省一级公布，明年推
向市县一级，晾晒清单。三
是要探索事中事后监管的
新模式，包括扩大综合执
法试点，对假冒伪劣、坑蒙
拐骗等行为要有有效的监
管方式。

简政放权应该是李总
理在三届记者会上最青睐
的话题，也成为李总理的特
色标签。作为行政管理机构
的领导人，却力推行政管理
体制改革，这种壮士断腕的
气概的确值得钦佩。

今年简政放权可能从
数 量 扩 张 向 质 量 提 升 过

渡。一是全面取消非行政
许可，不能松了“手闸”，还
踩着“脚闸”。二是全面实
施责任清单和权力清单。
三是探索事中事后监管的
新模式。此外，对资本市场
来说，今年的食品安全和
产品质量监管可能成为一
个重要主题。

削权触动利益，再疼也要下刀

解析：简政放权将从量向质提升

延伸阅读

︻
简
政
放
权
︼

︻
大
众
创
业
︼

记者：我们注意到您多
次强调大众创业、万众创
新，并将其认为是中国经济
的新引擎。但是也有人说创
业是老百姓自己的事，是市
场的行为，那么我们的政府
为什么还要操这么大的心、
用这么大的力呢？

李克强：不能不多操心
啊，因为大众创业、万众创
新，实际上是一个改革。我
到过许多咖啡屋、众创空

间，看到那里年轻人有许多
奇思妙想，他们研发的产品
可以说能够带动市场的需
求。真是高手在民间啊，破
茧就可以出蚕。我们推动

“双创”，就是要让更多的人
富起来，让更多的人实现人
生价值。这有助于调整收入
分配结构，促进社会公平，
也会让更多的年轻人，尤其
是贫困家庭的孩子有更多
的上升通道。

创业使年轻人有更多上升通道

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是
中央确定的最重要的国家
战略之一，记者的提问引出
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政
府在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中
应该扮演什么角色。

李总理的思路显然和
前几届政府有所区别，核心
是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
一方面，不单纯依靠对科研
创新的财政资金支持，而是
借助资本市场、撬动社会资

本，发展众筹、天使投资、风
险投资等新的融资模式。另
一方面，更注重的是为“创
新”清障，也就是通过降低
创业的门槛、减少创业的审
批和障碍，除了提升公众的
参与度之外，也会通过科研
管理体制改革激活现有体
制内人员的创新能力，预计
今年以中科院为代表的科
研院所改革将加速推进。

据新华社、凤凰财经等

解析：科研院所改革将加速推进

环保法执行不是棉花棒是杀手锏

记者：柴静的《穹顶之
下》说中石化、中石油两个
央企一直在妨碍环保政策
的制定和执行，尤其是在汽
油质量标准的确定和天然
气的推行。您认为这两个央
企真的阻碍环保政策的落
实吗？如果这样的话，中央
政府会怎么冲破这种阻力？

李克强：治理要抓住关
键，今年的要害就是要严格
执行新出台的《环境保护

法》。对环保执法部门要加
大支持力度，对工作不到
位、工作不力的也要问责，
渎职失职的要依法追究，环
保法的执行不是棉花棒，是
杀手锏。治理是一个系统工
程。今年《政府工作报告》里
从调结构到提高油品生产
和使用的质量等，都和治理
雾霾等环境污染相关联，这
是一个需要全社会人人有
责的治理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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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总理很客气地绕开
了中石油中石化的问题，而
是借机强调政府目前对环
保的空前重视。他提到有人
质疑政府工作报告对环保
着墨不够，今年最大的变化
是把“节能减排”列入考核
官员的经济社会发展预期
目标当中，量化环保责任。

值得注意的是，节能减

排环保指标提到与其他增
长指标一样重要位置，反映
出政府正受到民间越来越
大环境压力，但从实际情况
看，口号多，落实少，环保阻
力仍不小，主要是国企和地
方政府实际是利益集团。因
此，要打破这一利益集团，
仅仅靠环保部是不行的，需
要政治改革。

解析：治霾很重要，但办法少

记者：我们注意到您最
近在多个场合力挺电子商
务和快递等新业态，我很想
知道您个人从网上买过东
西吗？如果买过，最近买的
是什么？另外，有人认为网
购会冲击实体店，对此您怎
么看？

李克强：在场的各位都
有网购的经历，我也不例
外，我网购过，最近还买过
几本书，书名我就不便说

了，避免有做广告之嫌。但
是我很愿意为网购、快递和
带动的电子商务等新业态做
广告。因为它极大地带动了
就业，创造了就业的岗位，而
且刺激了消费，人们在网上
消费往往热情比较高。

这使我想起最近互联
网上流行的一个词叫“风
口”，我想站在“互联网+”的
风口上顺势而为，会使中国
经济飞起来。

“我很愿意为电子商务做广告”

解析：“互联网+”将是投资新趋势

李总理从网上购书，应
该是对电子商务等互联网
经济新业态的最佳广告。对
于网购冲击实体店的看法，
总理并不认同。第一，网店
对就业有更大的拉动作用，
他举例说800户人家开了
2000多家网店。第二，实体
店与网店并不冲突，总理提
到了调研中的经历，很多实
体店已经线上线下相结合，
不仅不会受到冲击，还会借

助“互联网+”的风口重获新
生。对市场来说，以电子商
务为代表“互联网+”经济已
经迎来黄金时代，也将是投
资新趋势。

但值得注意的是，总理
借助“3·15”特别强调产品
质量，也显示出高层对电子
商务粗放发展初期产品质
量问题的高度关注，未来互
联网经济的淘汰率会更高，
分化会更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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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 A05

今年的总理记者会上，无论是延续以往的简政放权话题，还是新提出的“互联网+”，其核心内容即为继续放宽
政策权力限制，发挥市场的手，鼓励创新创业，为经济增长提供新的动力。

3月15日记者会现场，李克强爽朗的笑声传递着大国总理的信心。 新华社发


	A05-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