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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电视台记者#您多次讲改革是中国最

大的红利! 最近在一些主要网站上"好多网友

都在讨论这句话"也有足够的期待! 现在中国

改革已经进入了深水区"深水区的改革相当困

难"可能会触及到一些利益群体"甚至可能形

成对改革的阻力!在这种情况下怎么通过改革

来释放红利#对下一步推进改革您有什么样的

考虑# 着力点主要在哪些方面#

李克强# 我之所以说改革是最大的红利!

是因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还在完善过程

中! 靠改革进一步解放生产力还有巨大的潜

力!让改革的红利惠及全体人民还有巨大的空

间"改革贵在行动!喊破嗓子不如甩开膀子"我

们要坚持市场化的改革方向! 如果说到重点!

那就是围绕我前面讲的三项任务!去推进能够

牵一发动全身的改革"

推动经济转型要注意发挥财政# 金融#价

格改革的杠杆作用!推动公开#透明#规范#完

整的财政预算制度改革!这可以使人民更有效

地监督财政收支#优化支出结构!更多向民生

倾斜"在金融领域!要推进利率#汇率市场化改

革!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提高直接融资的比

重!而且要保护投资者!尤其是中小投资者的

合法权益" 我们还要用开放来带动转型!重点

是进一步开放服务业"当然!中国的贸易!包括

商品的贸易!未来几年都会继续增长!这对世

界是一个巨大的机会!对于中国企业也是在公

平竞争当中提升企业层级的好机会"

改善民生离不开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我

们应当敢于直面城乡# 区域这两个最大的差

距"特别是直面有八亿多农民和五亿市民之间

的涉及人口最多的城乡差距!采取措施!逐步

使其缩小" 还要推动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逐

步提高统筹的层次!使医疗#养老保险的异地

报销#异地接续能够逐渐实现!这也有利于劳

动力的流动"

要推动促进社会公正的改革! 不断地清理

有碍社会公正的规则!而且要使$明规则%战胜

$潜规则%" 同时!推动民营资本顺利有效地进入

金融#能源#铁路等领域!还要推进社会领域的相

关改革!促进社会的纵向流动"比如说!现在高等

院校里农村的学生比例偏少!我们要逐步提高比

例!让更多勤奋好学的农村孩子更有希望"

当然!改革既要突出重点!也要统筹协调"

我们要推进各个领域的全面改革!要推动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前进"

至于你刚才说到改革进入了深水区!也可

以说是攻坚期!的确是因为它要触动原有的利

益格局" 现在触动利益往往比触及灵魂还难"

但是!再深的水我们也得趟!因为别无选择!它

关乎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前途"这需要勇气#智

慧#韧性"所幸的是!这些可以从我们的人民当

中去汲取!使改革迈出坚实的步伐"

台湾联合报记者#近年来"两岸关系获得

了很大的发展"请问您对未来进一步推动两岸

关系和平发展有什么样的规划和愿景#新形势

下两岸关系的机遇和挑战在哪里#

李克强#两岸同属一个中国!居住在两岸

的是骨肉同胞"$同胞%这个词#这个理念在中华

文化当中是根深蒂固的!我认为这也是中华民

族五千年生生不息的根源"所谓$打断骨头连着

筋%!同胞之间#手足之情!没有解不开的结"

我们高兴地看到!这些年两岸关系向着和

平发展的方向迈进!两岸合作的成果在不断扩

大" 我想!只要坚持一个中国!维护同胞之情!

两岸关系发展的空间和潜力巨大"

我们应该充分利用当前的机遇!而且使未

来的机遇不断地扩大"新一届政府将会履行上

届政府所做的承诺!并且要努力寻求合作的新

的推动支点"在推动大陆进一步开放和发展当

中!会更多地考虑台胞的福祉和利益!我们愿

意与台湾共享发展的机遇"

大陆和台湾是我们共同的家园!两岸要一

道把这个家园维护好#建设好!使其花团锦簇"

我想!花好总有月圆时" 也请你转达我对台湾

同胞真诚的问候和祝福"

新华社记者#当前社会上有很多关于城镇

化的讨论"也出现了不同的声音! 有人认为城

镇化是现代化进程自然而然的结果"所以没有

必要主动去推进!也有人担心随着城镇化的推

进"会有很多农民失去土地"进而形成一个新

的阶层"城市贫民阶层! 不知道总理怎么看#

李克强#这又是一个大问题!我尽量用短时

间来回答这个问题" 你刚才讲到了社会上对城

镇化有许多议论!我大都听到了!也很关注"因为

中国的城镇化规模之大为人类历史所未有!不仅

对中国的发展很重要!而且会影响世界" 这些议

论#担心!我想都是为使城镇化的路走得更好"

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必然趋势!也是广大农

民的普遍愿望!它不仅可以带动巨大的消费和

投资需求!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其直接作用

还是富裕农民#造福人民" 我在农村调研的时

候!经常和农民们聊天!他们在谈到对未来生

活的愿望时! 不少人用一句简洁的话来表达!

说是$希望过上和城里人一样好的日子%"这在

过去对农民来说是奢望"现在中国城镇化的大

门给农民打开了! 农民可以进城从事二三产

业!而留在农村的!通过适度规模经营!也可以

增收致富" 现在每年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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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万农民转移到

城镇!这是必然的趋势"

我们强调的新型城镇化!是以人为核心的

城镇化" 现在大约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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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农民工!使他们中

有愿望的人逐步融入城市!是一个长期复杂的

过程!要有就业支撑!有服务保障"而且城镇化

也不能靠摊大饼!还是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

镇协调发展!东#中#西部地区因地制宜地推

进" 还要注意防止城市病!不能一边是高楼林

立!一边是棚户连片" 本届政府下决心要再改

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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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户以上各类棚户区! 这既是解决城

市内部的二元结构! 也是降低城镇化的门槛"

尤为重要的是!新型城镇化必须和农业现代化

相辅相成!要保住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保

护农民利益"

城镇化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会带来经

济和社会深刻的变化!需要各项配套改革去推

进" 在推进过程中!还会遇到并且必须解决各

种问题" 听说这次两会期间!关于城镇化的建

议和提案已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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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件了! 还在统计之中!我

们将会认真地一一研究!使城镇化能够积极稳

妥地向前推进"

法国费加罗报记者#现在环境污染和食品

安全"包括北京的空气质量状况"已经成为严

重的问题! 请问"中国政府在保持经济增长的

同时"能否解决这些问题# 并且中国的公众和

舆论是否可以更多地监督政府在这方面的措

施#

李克强#我前面讲!要打造中国经济的升

级版!就包括在发展中要让人民呼吸洁净的空

气!饮用安全的水!食用放心食品"刚才记者先

生讲到!一段时期以来!北京#实际上中国东部

比较大范围出现雾霾天气! 我和大家一样!心

情都很沉重" 对这一长期积累形成的问题!我

们要下更大的决心! 以更大的作为进行治理"

特别是对重点地区! 对已经查明的人为因素!

要限期治理!对于水污染#土地污染的状况!要

摸清底数!坚决地进行整治"

至于食品安全!可以说是天大的事!直接

关系到人们的生活质量和身体健康!政府应该

对假冒伪劣和黑心食品坚决进行查处!并且让

不法分子付出昂贵的代价"

我还担心的是!粗放的发展方式能不能加

快得到转变" 我曾经说过!绿水青山贫穷落后

不行!殷实富裕环境退化也不行" 我们需要进

一步创新发展理念!推动科学发展" 一是不能

再欠新账!包括提高环保的门槛&二是加快还

旧账!包括淘汰落后产能等" 政府应当铁腕执

法#铁面问责" 我们不能以牺牲环境来换取人

民并不满意的增长"

这里很重要的是! 不论是污染的状况#食

品问题!还是治理和处置的效果!都要公开#透

明!让公众#媒体能够充分#有效地加以监督!

这也是形成一种倒逼机制!来硬化企业和政府

的责任!也可以增强人们自身的防护意识" 既

然同呼吸#就要共奋斗!大家都尽一把力"政府

则是要以更大的决心来让人民放心"

中国日报记者#刚才您谈到了很多改革的

目标和举措"我们一直十分关注中国劳教制度

的改革! 我们想知道"劳教制度改革有没有一

个时间表#

李克强#请允许我简要地回答你" 有关中

国劳教制度的改革方案!有关部门正在抓紧研

究制定!年内有望出台"

凤凰卫视记者#我注意到一个细节"您在

回答问题的时候"双手打手势有
03

多次! 这一

幕让我印象深刻"想起了
((

年前采访时任河南

省长的您展现出来的自信和睿智!我想问的是"

两年前您到访香港"带去了中央政府的大礼包"

未来有哪些新的举措#另外"我也是安徽省籍的

人"但我是一个出生在台湾$工作在香港$在过

去十多年来一直穿梭在两岸三地的华文媒体

人! 我身旁的人万分渴望对您本人有进一步的

了解"能不能借这一个机会"谈谈从政生涯一路

走来从最基层到最高层您个人的情怀!

李克强#刚才记者先生提醒我!手势多了!

引起人们的注意力!就可能不太注意听我回答

问题的内容了"不过你刚才讲的三地都是容易

引起我情感的问题"

我记得前年到香港访问!宣布中央政府支

持香港繁荣# 推动两地深化合作的一系列政

策!你们把它比喻为$大礼包%倒是很形象" 不

过这个$大礼包%的干货要一个一个地打开!用

好#用足!还需要两地共同努力"现在已经取得

了一些效果!中央政府会尽力去推进"

我访港的时候!深感$一国两制%下的香港

充满活力!香港同胞勤劳#智慧!香港社会包

容#开放#充满活力!内地和香港合作空间还很

大" 凡是有利于港澳同胞福祉增加#内地和港

澳合作深化#维护港澳长期繁荣的事!中央政

府都会尽心尽力地去做"

你问到我个人经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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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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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高考后! 我是在田头锄地时得到

高考录取通知消息的"

正是改革开放改变了我们国家的命运!使

亿万农民脱贫!也使许许多多的人出现了重大

的人生转折"现在改革的重任落到了我们这一

代肩上!我们要尽力使改革的红利惠及全体人

民!使老年人安度晚年#年轻人充满希望!使我

们的国家生机勃勃"

我没有更多的时间来讲述个人的经历!我

想说的是!在我个人的经历中!从读书#做事#

文化熏陶当中!悟出一个道理!就是行大道#民

为本#利天下"这九个字不是什么典籍的原话!

是我的心得" 我坚信!做人要正#办事要公!才

能利国利民" !下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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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和副总理张高丽%刘延东%汪洋%马凯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与中外记者见面$并回答记者提问& 这是

记者在采访&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