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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魏然 赵琳 董卿

“京杭大运河山东段通航条件已经完全具备，希望
国家能尽快组织协调好通航工作。” 3 月 4 日下午，住
鲁全国政协委员、省政协副主席张传林接受记者采访时
说，大运河山东段通航说了好几年，进展一直不大，主
要是因为国家层面组织论证的还不够，一些单位扯皮的
行为阻碍了大运河复航的脚步，“我觉得大运河通航必
须上升到国家行为”。

张传林认为，现在京杭大运河济宁以南仍在通航，
而济宁以北已经断流多年。运河申遗的工程已经启动，
山东段的保护和开发尤为迫切。“另一方面看，沿河地
区的经济由运河通航而兴、因运河断航而衰，沿运河人
民迫切希望运河早日通航。”张传林说，运河通航也是
保证南水北调，确保京津用水的需要。山东段是运河全
线的制高点，而济宁的南旺又是山东段的制高点，可以
说是运河“水脊”，目前南四湖的湖基已经与南旺地面
基本平行，完全可以把南四湖的水通过运河调到北京、
天津去。

“水运是铁路运输成本的大约三分之一，是公路运
输成本的大约六分之一。运河运输耗能低，符合低碳经
济的发展要求。京杭大运河能够全面通航的话，等于为
我们国家增加了一条南北大通道，能够带来巨大的经济
效益。”张传林说，现在已经完全具备大运河全面通航
的技术条件，“现在从海底都能修高速公路，黄河淤积
量特别大，济南市城里地面比黄河河床要低 10 米，从
黄河底过去是没有问题的。大概需要三公里长的隧道就
可以。穿黄河需要 18 个亿，到北京全面通航只需 100
个亿就够了，资金完全可以采取市场化运作”。不过张
传林也坦承，要想全面通航，必须是国家来组织，光山
东不行，复航就是从济宁到北京，一个省解决不了大运
河通航的问题。

（本报北京 3 月 4 日电）

“发展低碳经济已经成为一场涉及生产方式、生活
方式、价值观念、国家权益和人类命运的全球性革
命。”住鲁全国政协委员、郓城宋江武校校长樊庆斌建
议，国家将低碳经济纳入“十二五”发展规划，进行总
体安排部署。实行低碳经济要依靠政府的宏观经济政
策，包括金融、税收、奖励、教育等方面，如优惠的低
碳经济融资和税收政策，低碳经济的人文教育，低碳经
济的奖惩制度等等。

“民办官助”办博物馆
住鲁全国政协委员、山东青州尧王制药有限公司总

经理宗立成，建议政府采取“民办官助”的办法，给予
在民间创建的类似博物馆、展览馆、纪念馆、民俗馆、
文化馆等公益单位以积极的帮助。政府出台一系列优惠
政策，扶持民间文化产业的发展。

消防现役编制应增加
全国人大代表、德州市长吴翠云说，目前全省投入

执勤的消防站为 280 个，总执勤人数仅有 3000 余人，
超过三分之二的消防站不足 10 人参与执勤。新《消防
法》赋予了消防部队除火灾扑救以外的其他 18 项应急
救援任务，警力补充缓慢与快速增长的防灭火工作之间
的矛盾日益突出。因此建议增加消防现役编制。

高校“衙门化”太厉害
住鲁全国政协委员、济南大学原副校长张承芬说，

现在大学成了“衙门”，行政化太厉害了。大学教育资
源实际都被领导们占据了，课题、经费、评奖，他们都
要抢。其实他们搞管理的，只要把学校管理好就行了，
何必和一线老师抢着评职称、立课题、争经费呢。《国
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2010-2020 ）（征
求意见稿）》已经提出高校的去行政化问题，张承芬委
员认为这是进步，但里面没有谈到具体措施，不好执
行。

（本报记者 魏然 董卿 赵琳 整理）

（上接第一版）王仁元在讲话中指出，各级统计部
门要紧紧围绕“转方式、调结构”，积极推进统计工作
方式方法的转变。当前，要重点推进“四个转变”：一
是推进国民经济核算由过去的以生产法为主向以收入法
为主的转变；二是推进专业统计逐步向突出收入、强化
收入、反映收入的转变；三是推进部门由系统内统计向
全行业统计转变；四是推进企业统计工作重点向注重质
量和效益的转变。要坚持依法统计，认真学习执行新
《统计法》，加大统计违法违纪案件的查处力度，依法
保障统计数据的准确性，进一步提高政府统计公信力。

（上接第一版）团结鼓劲、凝聚力量的报告，听后深受
教育、深受启发、深受鼓舞。在过去的一年里，人民政
协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和作用，坚决贯彻落实中央各项决
策部署，齐心协力谋发展，尽心竭力惠民生，凝心聚力促
和谐，各项工作有特色、有创新、有亮点、有发展、有成效，
为妥善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
式、完成保增长保民生保稳定各项任务、推进祖国和平
统一大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刘伟说，我们一定要认真学习好、审议好、讨论
好、贯彻落实好全国政协常委会工作报告和提案工作报
告，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全国“两会”提出的各项
任务目标上来，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
道路；要自觉服务中心、服务大局，围绕加快转变经济
发展方式、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围绕加快推进山东
半岛蓝色经济区和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建设等重
点区域带动战略，围绕科学编制“十二五”规划，认真
履行职能，积极建言献策，努力为经济文化强省建设多
出好点子、多办实在事、多下真功夫；要坚持以人为
本、履职为民，围绕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
的利益问题开展政协工作；要积极推进创新，努力把创
新的理念和要求贯穿到政协工作的各个方面、各个环
节，不断提高政协工作的科学化水平；要加强“五位一
体”的政协自身建设，进一步提高政协委员队伍和机关
干部队伍的整体素质，不断开创政协工作的新局面。

十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４日上午在人民
大会堂举行新闻发布会，大会发言人李肇星介绍
了本次会议有关情况，并回答中外记者提问。

会议闭幕后温总理

将与记者见面

李肇星说，十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将
于３月５日上午开幕，１４日上午闭幕，会期９天
半。１４日会议闭幕后，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将
与中外记者见面并回答问题。

开幕会、闭幕会和其他各次全体会议接
受中外记者采访，一大批代表团的团组会议
也将向中外记者开放。这期间，还将在新闻
中心举行若干场记者会，组织若干场人大代
表、有关部门负责人的集体采访和网络访
谈，帮助联系和安排记者个别采访。

代表个人不直接处理问题

对于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监督工作，李肇

星说，今年的重点是推动落实中央重大决策
部署，促进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调整经
济结构，促进改善和保障民生，增强针对性
和实效性，提高监督水平，特别是在加强和
改进预算监督、专题调研和综合运用监督方
式上，将迈出新的步伐。

对于全国人大代表的职权问题，李肇星
说，人大代表是国家权力机关的组成人员，
代表人民的利益和意志，依法参加行使国家
权力。人大是通过会议集体讨论和决定问题
的，代表个人不直接处理问题，包括具体问
题和个案。人大代表无论是在会议期间审议
表决各项议案，还是在闭会期间反映人民群
众的意见和要求，其职权的行使都按照法律
的规定和程序进行。

城乡同比例选举条件具备

李肇星说，我国１９５３年制定的选举法，
是根据当时的具体情况规定的民主选举制
度。现在，城乡按相同人口比例选举人大代

表的条件已经具备，选举法修正案草案规
定，城乡按相同人口比例选举人大代表，以
更好地实现人人平等、地区平等、民族平等
的原则。相信这次选举法修改将扩大人民民
主、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为坚持和完
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
治提供制度保障。

国防费预算由全国人大审批

李肇星说，按国务院提请审查的预算报
告，２０１０年中国国防费预算为５３２１．１５
亿元，比上年预算执行数增加３７１．１６亿
元，增长７．５％。国防预算占当年全国财政
支出预算的６．３％，与前几年相比，国防
费增幅有所下降。增加的国防费主要用
于支持推进中国特色军事变革，提高军
队应对多种安全威胁、完成多样化军事
任务的能力，保障军队各项改革需要。中国
有限的军事力量完全是为了维护国家主权和
领土完整。

李肇星强调，中国政府按照预算法和国
防法，不断提高军费透明度，每年国防费
预算都纳入国家预算草案，由全国人大审
查批准，按规定程序下达各级、各部门执
行，并且接受国家和军队审计部门监督。

中国网民依法

享受网络交往自由

李肇星说，中国对网络依法进行管理。
中国网民依法享受网络交往的自由，也在法
律的框架内行使这项自由权利。

他说，乌鲁木齐“７·５”事件不是宗教问
题、民族问题，而是一起境内外“三股势
力”策划组织的打砸抢烧严重暴力犯罪事
件，给各族群众生命、财产都造成了极大的
损失。现在新疆的形势是稳定的，经济社会
发展在全面推进，人民的生活在不断改善。
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民族关系正在进
一步巩固和发展。

（据新华社北京３月４日电）

城乡拟同比选举 国防预算增７．５％
十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新闻发布会介绍有关情况

□ 本报记者 姜玉泰 贾瑞君 张国栋

去年的全国两会上，初次担任全国人大
会议发言人的山东老乡李肇星引来如潮好
评。 3 月 4 日 11 时在人民大会堂三层金色大
厅举行的十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新闻发布
会上，有“诗人外长”之称的李肇星以他特
有的睿智和幽默，再次倾倒了与会中外记
者。

三个“T”的问题不值得担忧

法国观点周刊记者抛给了李肇星一个看
似非常复杂的问题：“目前在中国和西方之间
似乎有误解加深的现象，主要是涉及所谓的三
个‘T’的问题，也就是贸易问题、台湾问题和
涉藏问题。这样的一种现象对于中国、西方和
整个世界的未来来说都是让人担忧的。”

李肇星表示“非常感谢来自有着悠久文
化传统的法兰西的记者提出这样一个重要问
题，给了我一个很好的发言机会”，接着作
答：中国也是一个有着悠久文化历史传统的
国家。在很早很早以前，有一个人老是担心
“天要塌下来”，所以睡不好觉也吃不好
饭，顾虑重重，这就是中国成语“杞人忧
天”的由来。我个人认为，你说三个“ T ”
的问题，不值得担忧，也没有任何理由担
忧。我们需要做的是，根据《联合国宪章》
规定的原则，主权国家之间相互尊重，互不
干涉内政。根据世贸组织的规则，在贸易方面
坚持公平、合理、平等、互利。所以，这些问题是
不难解决的，是不值得担忧的。

“有些谎言香喷喷”

在回答西藏问题时，李肇星严肃起来：
西方个别政客忽视西藏的历史，忽视西藏是
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忽视从 1959 年
西藏实行民主改革以来，西藏经济社会发
展、人民生活改善取得的巨大成就，而偏听
偏信一个叫做“达赖喇嘛”的人的话，那是
他们自己对问题缺乏了解或者学习西藏的历
史和现状不够的问题。

“西方个别领导人尽管工作很忙，自己
国家的人民有那么多事要干，但是他们还是
抽出时间去见达赖喇嘛，我们无法理解，中
国人民听到这些消息也非常气愤。你给他讲
事实真相，他又自我辩解说，达赖是一个宗
教人士。其实不是，他是一个政治流亡
者。”李肇星语带讥讽，“有的人就信达赖
的甜言蜜语，他说他也不赞成西藏独立，你

不赞成西藏独立，为什么要搞个‘大藏区’
呢？为什么要成立和保持流亡政府呢？还有
一个虚假的‘宪法’呢？”

李肇星又给提问的法国记者介绍起了诗
歌：为了帮助你看清楚一些谎言，我推荐你

读几首诗。西藏一个著名的爱情诗人叫仓央
嘉措，他是六世达赖喇嘛。在一首诗中，他
非常深刻地指出，有些谎言往往看起来是非
常艳丽的、闻起来是香气喷喷的，所以要千
万注意。

兄弟拥抱时

递上匕首，用心何在

在谈到台湾问题时，李肇星表示，台湾问
题涉及中国的核心利益，涉及包括海峡两岸中
国人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的民族感情。应该不
难理解一个简单的事实，就是大陆和台湾同属
一个中国，实际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
的一部分。这么点事，这么简单，对某些西方政
客来讲，怎么就这么难记呢？利用台湾问题干
涉中国内政，干扰中国的和平统一大业，伤害
中国人民的民族感情，是坚决不能接受的。

李肇星又形象地比喻：现在我们海峡两
岸的中国人，他们情同手足、血浓于水，正
在进行友好交流，扩大和加强友好交往的时
候，个别国家向台湾出口先进武器，这就像
弟兄两个人正在拥抱的时候，有人给其中一
方递上一把匕首，用心何在？

当志愿者介绍世博台湾馆

发布会上，李肇星称，他刚刚去过上
海，看了世博园的建设工程和进展情况，发
现准备工作进展一切顺利。“上海世博会将
给各国、各地区、各有关国际组织在经济贸
易、国际金融等方面的交流与合作，提供一
个非常好的机会和平台。”

李肇星还主动当志愿者介绍上海世博园
里的台湾馆。他说，台湾馆的位置是在园区的
A 片区，它的旁边是世博园艺中心，它的西侧
是世博轴，东侧是尼泊尔馆，南侧跨临中国国
家馆，省区市馆，香港馆和澳门馆。

吃穿住三件事最重要

在回答记者关于房价的问题时，李肇星
说，中国人传统的生活中，有三件事最重要：吃
饭、穿衣、住房子，所以你说的住房问题、房地
产业问题很重要。国家一系列促进房地产业健
康发展的政策、措施取得了积极成效，有的城
市房价过高，上涨过快，已经引起政府高度重
视。2010 年 1 月，国家出台了促进房地产市场
平稳健康发展的一系列宏观调控政策。

发布会进行到最后，终于轮到澳大利亚
记者提问，当他声明“我的问题可能比较复
杂”后，李肇星依然不忘调侃：“谢谢你提
出的复杂问题，我就喜欢和朋友们一起讨论
复杂问题，如果问题都这么简单，还需要像
你这样资深的记者来参与讨论吗？”

（本报北京 3 月 4 日电）

李肇星妙语迭出———

“中西误解加深”是杞人忧天

□ 本报记者 董卿 赵琳 魏然

收入分配问题成为政协委员热议的话
题。由于牵扯到方方面面的利益，收入分配
改革势必推进艰难。如何啃下这块难啃的
“硬骨头”？ 3 月 4 日，多位全国政协委员
谈了自己的想法。

“抽肥补瘦”改变分配格局

被称为“中南海问策”的财政部财政科
学研究所所长贾康委员认为，应该通过财税
政策的努力和其他方面的制度建设，消除社
会成员在消费方面的“后顾之忧”，让老百
姓在收入分配中切得更大的“蛋糕”。

贾康分析，中国储蓄率高的一个重要原
因是，为了应对以后可能面对的养老、子女
教育、医疗、住房这些方面的“后顾之
忧”，相当大一部分低中收入阶层需要尽可
能多地增加储蓄。但从数据来看，近几年国
民收入分配中企业的收入明显提高，对此应
该做出一定的政策调节。一些大型企业，特

别是有垄断特征的国有大型企业，在整个国
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近年来明显提高。

“这样一来，工资就不能完全反映职工
的真实收入，职工得到的报酬也不完全是由
他付出的劳动所决定的，与有投资收益的企
业家、高管等高收入群体的收入差距也在进
一步拉大。”贾康建议，在垄断行业、大型
企业上缴国有资产收益方面，国家应该做出
进一步的实际调控。然后通过财政的再分
配，强化社会保障，改进民生，让居民能在
收入“蛋糕”中切得更大的份额。”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张小济委员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政府可以调节政府
部门、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的工资水平。
“我并不赞成政府干预一次分配，否则又会
重回计划经济时代。”

分层次征收个税

“是否可以通过提高个税起征点来实现
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也是两会热议的话题。
上世纪 90 年代中国财税改革的参与者刘克崮

委员认为，提高个税起征点并不是提高民众
收入最根本的方法。“多年来一再提出要提
高个税起征点，是因为经济发展和通货膨胀
的压力，钱越来越不值钱了，我认为这不是
收入分配改革最应该关注的问题。”

“现在个税起征点提到 2000 元以上，需
要缴纳个税的工薪阶层只有 30% 。 70% 工
薪阶层因为收入偏低，不需缴纳所得税。”
贾康委员说，“不提高收入，只提高个税起
征点，对工薪阶层来说，并没有得到实际的
好处。”因此单纯谈提高个税起征点没有意
义。贾康认为，个人所得税改革不应仅停留
在工薪所得费用减除标准的上调上，而应在
综合改革上迈出实质性步伐。“从减税方面
看，我觉得空间已经不大，如果能够得到一
个配套的改革，我认为可以在偏低收入者中
继续考虑减税，而对高收入阶层应该提高税
负，要更多发挥再分配功能。”他向记者透
露的改革方案是：不动起征点，对低收入阶
层适用 1% 的税率，对中等收入阶层适用 5%
的税率，而在此之上的较高收入阶层的再增
加征税力度。

推进第三次“分配”

被称为“中国首善”的江苏黄埔再生
资源利用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陈光标委
员认为，应该尽快推进第三次“分配”体系
建设，鼓励富人捐资建立慈善性基金，按国
际通行办法免除其捐款所得税，通过发展慈善
事业，缓解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

第三次分配的主要内容是慈善捐赠，包括
扶贫、助学、救灾、济困、解危、安老等形式。“富
人应该缴纳遗产税，比率至少应为 60% 。”陈
光标认为，这样既为不愿让钱财压垮后代，也
为老百姓得到富人的财富帮助提供了制度保
障。“国有企业家年薪在 100 万元以上的，都应
该征收相关的税费。国家还应该出台相关法
律、制度来监督，防止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现
象，堵住漏洞，监管好财产转移。”
“收入分配改革要真正实现全体国民合理

分享国家发展的成果，必须多管齐下，从初次分
配、再分配与第三次分配同时下手。”张小济说。

（本报北京 3 月 4 日电）

■聚焦全国两会·重点关注

单纯提高个税起征点没有意义
贾康委员认为，不提高收入，只提高个税起征点，对工薪阶层来说，并没有得到实际的好处

大运河通航
应上升到国家行为

■代表委员大家谈

将低碳经济
纳入“十二五”规划

□记者 房贤刚 报道
3 月 4 日，出席十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

议预备会的李肇星遭到媒体记者的围堵，在
警卫人员的帮助下，他终于突出重围。

□新华社发

新闻发布会结束后，李肇星被记者包围。

■核心提示■
◆“西方个别领导人尽管工作

很忙，自己国家的人民有那么多事

要干，但是他们还是抽出时间去见

达赖喇嘛，我们无法理解，中国人

民听到这些消息也非常气愤。你给

他讲事实真相，他又自我辩解说，

达赖是一个宗教人士。其实不是，

他是一个政治流亡者。”

◆个别国家向台湾出口先进武

器，这就像弟兄两个人正在拥抱的

时候，有人给其中一方递上一把匕

首，用心何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