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名副總理 李克強居首

由於剛剛對國務院機構進行了改革，本屆內閣中，五
名新設大部的首長尤為令人關注。他們分別是工業

和信息化部部長李毅中、交通運輸部部長李盛霖、人力資
源和社會保障部部長尹蔚民、環境保護部部長周生賢以及
住房和城鄉建設部部長姜偉新。

五「大部」首長具專業知識

這五位大部首長皆經歷豐富，專業知識和綜合能力出
眾。如李毅中長期從事石油化工領域的工作，又有在國務
院負責過國有資產監督管理的經驗，任國家安全生產監督
管理總局局長期間卓有成效。李盛霖曾在基層工廠工作，
擔任過天津市長、國家經貿委副主任和國家發改委副主任
等職。尹蔚民是經濟學碩士，擔任過人事部部長等職。周
生賢是高級經濟師，曾在環境生態形勢嚴峻的西北工作，
又擔任過國家林業局局長和國家環保總局局長。姜偉新則
從事過房地產公司管理，曾任國家發展計劃委員會副主
任、國家發改委副主任等職。
觀察家認為，由於「大部制」改革不是簡單的機構撤

併，而是要推動政府職能轉變，為內地整個行政管理體制
改革探路，這些新部長能否走好第一步，將對其他部委的
改革產生重要的借鑒意義。

碩士博士多 包含領域廣泛

新一屆國務院組成人員共35人，是一屆相對年輕、學歷
很高的專家型內閣，許多人擁有碩士、博士學位，專業背
景也從此前比較集中的工程技術領域擴展到經濟學、法
學、政治經濟、農學、管理學、科學和哲學等領域。
如，商務部長陳德銘是管理學博士，衛生部長陳竺是醫

學博士，國家人口和計劃生育委員會主任李斌是經濟學博
士，外交部長楊潔篪是歷史學博士，農業部長孫政才是一
位農學博士。
全國人大代表、上海社科院院長王榮華說，新一屆內閣

多元的學術背景，更有助於增強國務院組成部門應對各種
複雜的綜合性問題。
新內閣中，有十餘位部長出生在新中國成立之後。此間

政治觀察家認為，這新部長與新中國同步成長，既經歷了
資源匱乏、貧困與社會動盪，又見證了改革開放30年來的
重大歷史事件，在熟悉基本國情的同時又是改革開放方針
的實踐者。

「海歸」「知青」部長經歷豐富

第二屆「溫內閣」專家背景強還體現在新班底中不少人
有留學海外的經歷，其中有四位部長是從歐美發達國家學
成歸來。外交部長楊潔篪曾就讀於倫敦經濟和政治學院；
教育部長周濟曾赴美國紐約州立大學機械工程系學習﹐獲
得碩士和博士學位；衛生部部長、無黨派人士陳竺曾留學
法國；屬民主黨派的科技部長萬鋼，也有留學德國以及長
時間在彼邦工作的經歷。
另一方面，新內閣中的科技部部長萬鋼，國土資源部部

長徐紹史，衛生部部長陳竺三人，有 相同的「知青」經
歷，且插隊時間均在1970年左右。
內地觀察家分析認為，豐富的經歷，使這一批領導者目

光遠大，能夠更堅定地推動改革開放，對國家的發展道路
有清晰的認識。而對於國外情況的熟悉，也有助於他們在
面對複雜的國內外形勢時能夠做出比較務實準確的判斷。
(副總理及國務委員簡介刊A11版、各部委首長簡介刊
A17、A19版)

【本報兩會報道組北京17日電】香港中聯辦主任高祀
仁，今日順利以高票當選全國人大華僑委員會主任委
員。因為候選人名單昨日已交人大代表醞釀，今日高祀
仁甫到主席台上，就成為鄰座代表關注的「焦點」。而
他本人也顯得心情靚靚，不時與代表們交流寒暄。
當得票數公佈後，高祀仁與左手邊就座的高洪代表熱

烈地聊了起來，表情甚為愉悅。高洪亦滿臉笑容地向高
祀仁真誠道賀。

高主任精心安排記者拍照

獲悉香港中聯辦主任高祀仁今天高票當選全國人大華
僑委員會主任的消息後，小記立刻駐守港區人代下榻的
北京飯店，守候高主任歸來。
高主任素來親和友善，他見小記久等，即揚開燦爛笑

容，「任影唔嬲」。小記恭喜他高票當選，他笑 連番

向小記道謝。被問及如何兼顧香港中聯辦和華僑委員會
兩項工作時，他笑 說：「工作都要做好。」雖說後來
高主任一概以禮貌的「謝謝」來回應小記的追問，但見
小記一手拿錄音機，一手拿相機，手忙腳亂地不知如何
下手拍照，也立即應小記要求，轉過身來，給予充分時
間和機會，讓小記得以「有相交差」。
一見香港中聯辦副主任彭清華和新當選全國人大常委

的范徐麗泰走過身旁，高主任更伸出雙手，拉住彭副主
任和范太，一人站一邊，為小記製造了一張「世紀合
照」，讓小記不禁笑逐顏開，感謝高主任的精心安排。
問到彭主任、范太今晚會否請高主任吃飯慶賀他高票

當選，幽默的彭主任笑說：「今晚有人請他了，輪不到
我們請呀！」范太也說：「我們沒有機會啊！」但彭主
任不忘加上一句：「我已經恭喜過他了。」

■本報兩會報道組北京17日電

回良玉張德江王岐山同任副總理 五國務委員俱是新人

人大今日（18日）議程
■上午9時 閉幕會

1.表決關於政府工作報告的決議草案

2.表決關於2007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計劃執行情況
與2008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計劃的決議草案

3.表決關於2007年中央和地方預算執行情況與2008年
中央和地方預算的決議草案

4.表決關於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工作報告的
決議草案

5.表決關於最高人民法院工作報告的決議草案

6.表決關於最高人民檢察院工作報告的決議草案

7.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講話

8.第十一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講話

全國人大會議閉幕

新一屆國務院組成人員名單
姓名 職務 贊成票 反對票 棄權票

溫家寶 總理 2926 21 12

李克強 副總理 2925 10 7

回良玉 副總理 2921 11 10

張德江 副總理 2903 30 9

王岐山 副總理 2909 23 10

劉延東 國務委員 2891 35 16

梁光烈 國務委員 2935 4 3

馬凱 國務委員 2796 110 36

孟建柱 國務委員 2906 28 8

戴秉國 國務委員 2909 17 16

馬凱（兼） 國務院秘書長 2798 117 27

部委組成人員
姓名 職務 贊成票 反對票 棄權票 原任

楊潔篪 外交部部長 2927 14 1 楊潔篪

梁光烈（兼） 國防部部長 2926 11 5 曹剛川

張平 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主任 2897 31 14 馬凱

周濟 教育部部長 2477 384 81 周濟

萬鋼 科學技術部部長 2918 17 7 萬鋼

李毅中 工業和信息化部部長 2875 53 14 （新設）

楊晶 國家民族事務委員會主任 2936 2 4 李德洙

孟建柱(兼) 公安部部長 2914 26 2 孟建柱

耿惠昌 國家安全部部長 2937 3 2 耿惠昌

馬馬文 監察部部長 2919 16 7 馬馬文

李學舉 民政部部長 2937 3 2 李學舉

吳愛英 司法部部長 2924 15 3 吳愛英

謝旭人 財政部部長 2908 23 11 謝旭人

尹蔚民 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部長 2928 9 5 （新設）

徐紹史 國土資源部部長 2918 14 10 徐紹史

姜偉新 住房和城鄉建設部部長 2906 25 11 （新設）

劉志軍 鐵道部部長 2692 211 39 劉志軍

李盛霖 交通運輸部部長 2928 8 6 （新設）

陳雷 水利部部長 2938 4 0 陳雷

孫政才 農業部部長 2895 37 10 孫政才

周生賢 環境保護部部長 2903 25 14 （新設）

陳德銘 商務部部長 2923 15 4 陳德銘

蔡武 文化部部長 2896 28 18 孫家正

陳竺 衛生部部長 2891 35 16 陳竺

李斌 國家人口和計劃生育委員會主任 2933 6 3 張維慶

周小川 中國人民銀行行長 2756 156 30 周小川

劉家義 國家審計署審計長 2933 6 3 李金華

新一屆人大九專委主任委員
■財政經濟委員會：石秀詩 ■民族委員會：馬啟智
■法律委員會：胡康生 ■內務司法委員會：黃鎮東
■教育科學文化衛生委員會：白克明
■外事委員會：李肇星 ■華僑委員會：高祀仁
■環境與資源保護委員會：汪光燾
■農業與農村委員會：王雲龍

李克強守候通道 感謝各常委

高祀仁掌人大華僑委員會

【本報兩會報道組北京17日電】中國十一屆
全國人大一次會議將於明天閉幕。大會除將通
過政府工作報告等決議草案外，連任總理的溫
家寶還將在會後會見中外記者，並回答記者
問，這將是溫總理自2003年首任總理以來的第
6次「中外記者會」。這不僅是本屆全國人大會
議的「煞科戲」，也將成為備受海內外媒體關
注的「重頭戲」。
明日人大閉幕會的主要議程只剩下表決通過

政府工作報告、2008年年度計劃、2008年年度
預算、全國人大常委會工作報告、最高人民法
院工作報告、最高人民檢察院工作報告等6個
決議草案。預料，這些決議草案均將全部獲得
通過。
16日，當新任國家副主席習近平宣布溫家寶

為新一屆中國國務院總理時，會場持續半分多
鐘雷鳴般的掌聲，即是全體代表對溫總理的褒
獎和敬意。

預料明日的記者會，親民而不失睿智的溫家
寶將會再次受到國際媒體的矚目，並將回答各
地記者攸關國計民生、中國外交、兩岸關係、
港澳等問題，盡展中國總理平實、儒雅的領袖
風采。

人大今閉幕 溫總開記者會

A9 責任編輯：黃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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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家寶與李克強握手，祝賀李氏出任副總理。 路透社

【本報兩會報道組北京17日電】第二屆

「溫內閣」今日下午順利產生。溫家寶總

理提名的新一屆內閣成員，在今天舉行的

十一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第七次全會上，

全部獲得通過，並隨即獲國家主席胡錦濤

正式任命。四位副總理為李克強、回良

玉、張德江、王岐山，其中除回良玉是

連任外，其餘三位均是從地方大員中產

生。五位國務委員劉延東、梁光烈、

馬凱、孟建柱、戴秉國，悉為新人；

而27個部長職位也各有所屬。

【本報兩會報道組北京17日電】萬眾矚目的中國新一屆
政府內閣今日揭曉，重頭戲是表決溫家寶總理提名的國務
院副總理人選。
四位當選的國務院副總理在表決過程中表現各異。李克

強自開會後就面向台下端坐，表情平靜，當聽到自己高票
當選的結果時，才露出一抹不易察覺的微笑。連任國務院
副總理的回良玉整場會議中都寡言少語，在聽到自己票數
時亦未有特別表現，一直抱 雙手端坐。張德江在工作人
員宣讀選票時，瞇 眼看 左前方的大熒幕，似乎想看清
每位當選者的票數，而王岐山雖然也偏頭盯 左側大熒

幕，但表情同樣平靜。

劉延東一身靚衫搶眼

新當選的國務委員劉延東今日身穿寶藍色西裝，領子上
還別有一枚玉蘭花的胸針，一身靚衫的她在主席台上格外
搶眼。也許是出於女性的矜持，當劉延東聽到自己的票數
時馬上不自覺地低下了頭，對工作人員的唱票也似乎心不
在焉。當全場都為她的當選鼓掌時，劉延東本人拍手的速
度還進一步減緩，好像有些不好意思。
今日當選國務委員、國務院秘書長的馬凱，似乎對選舉

結果十分重視。儘管在工作人員宣讀其他官員得票數時正
襟端坐，但一聽到自己名字便立即扭頭盯住大熒幕，察看
自己的得票數及台下代表們的反應。在所有副總理、國務
委員名單公佈後，政治局委員、廣東省委書記汪洋立即伸
手向鄰座的張德江、劉延東道賀；隨後再次利用會議間隙
與張德江交流起來。
新任國務院第二把手的李克強，在大會結束離場時，專

門等候在通道內，與同為政治局常委的吳邦國、溫家寶、
賈慶林、李長春、習近平等一一握手表示謝意，展現了謙
虛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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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清華（左）和范徐麗泰（右）祝賀高祀仁高票當選全
國人大華僑委員會主任委員。 本報記者 攝

■劉延東(右)在昨日會議上與汪洋交談。
中新社

法體育部長：反對杯葛京奧

外交部籲有關國家
尊重事實明辨是非

三天損失萬元
冒險開門營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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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新聞T O P  N E W S

拉薩街道暢通 2成店舖復開
部分農貿市場復業 路口佈警民眾增安全感

【本報特派記者拉薩17日電】17日是拉

薩3月14日發生打砸搶燒破壞活動之後第

一個正常工作日，市面逐漸恢復正常。拉

薩市市長多吉次珠今日表示，今天起拉薩

市區內主要路段通行順暢，各機關企事業

單位正常上班，各大中小學正常上課，拉

薩市區的部分農貿市場已經恢復經營，市

區各街道具備條件的店舖也已陸續開門營

業。與此同時，政府有關部門正在為受災

嚴重的個體工商戶和群眾發放救

濟品。

記者今日看到拉薩各條街道都可以通行，只是部分會限
制出租車和三輪車，從東郊步行到西郊約10公里，觀察到
大約有兩成左右的商店正常經營。早晨８點半左右前往拉
薩各大中小學採訪，拉薩市區內的各大中小學正常上學。
位於北京中路上的吉朋崗小學，除了幾十名因為路段被封
堵不能及時前來上學的學生外，全校千五餘名學生基本到
校。此外，西藏大學也正常開課。

保障所有社會用電
14日以來的騷亂給拉薩電力供應造成嚴重影響，西藏自

治區電力公司董事長王慶華表示，經過電力公司員工的全
力搶修，拉薩電網目前供電正常，所有社會用電得到保
障。
拉薩市電業局副局長簡曉彬說，電業局對變電站等重點

設施加強值班和保護工作，搶修隊員立即趕赴現場維修故
障線路，共出動1,000多人次，車輛10台次，搶修人員冒
生命危險對朵森格路、宇拓路等電力設施損壞嚴重的區

域進行搶修。

目前電力職工實行24小時值班，保證有故障隨時搶修。

事件中無外國人受傷
從西藏自治區外事辦公室獲悉，拉薩發生極少數人進行

打、砸、搶、燒破壞活動以來，沒有發生一例外國人因此
事件受到人身傷害的情況。
西藏自治區外事辦公室主任巨建華說，西藏自治區政府

高度重視保護在藏工作的外國專家、外國留學生以及外國
遊客的生命財產安全，並通過協調民航、鐵路、公路等交
通部門為他們離藏提供便利。同時，對於在藏遊客，將協

調旅遊部門採取調整旅遊線路，提供安全服務等措施，保
障他們的人身安全。

軍警頻查證 市民理解
拉薩有1,400輛的士，昨日僅有400輛左右出車，今天大約

增加一倍。抓捕暴徒進入關鍵時期，每個路口都有軍警站
崗，例行檢查行人證件，出租車需停車出示證件，並打開
尾箱查看。雖然走1公里左右就要被檢查兩三次證件，給市
民增加些許麻煩，但大家都能夠理解。「希望盡快抓到暴
徒，我們的生活才能恢復平靜。」路人王先生稱。

【本報特派記者拉薩17日電】西藏首府拉薩的局勢逐步
回復平靜，當局今日再次限令參與暴亂的暴徒在星期二午
夜前自首，自首者可獲從輕處理，而限期屆滿後，將予以
嚴懲。另外，西藏電視台昨日播出兩名涉嫌參與暴亂男子
的照片，公安廳發出通緝令追緝兩人歸案。

活佛譴責達賴 籲政府嚴懲帶頭歹徒
另據中新社17日電：16日晚間，達賴在境外召開新聞發

布會，發表完全不符合實際的言論。對此，西藏宗教界人
士紛紛表示強烈譴責和憤慨。
拉達·阿旺丹增活佛說「這些穿 袈裟的人根本不是真

正的僧人」，「完全違背佛教的教義」，他呼籲「政府盡快
對此次破壞活動中帶頭鬧事的不法分子給予嚴厲的懲罰。」
甘丹寺強仔扎倉活佛仲滾·土登塔杰表示，體現西藏文

化最集中的地方就是寺廟，對寺廟的保護和維修就是對藏
族文化最好的保護。他說，近年來，政府投入巨額資金，
維修寺廟和古文物建築，同時還恢復格西拉讓巴學位考學
制度，這些都充分表明中國政府對西藏文化的保護。

佛協西藏分會副會長洛桑巴·赤來曲桑表示，西藏連續
保持十八年的穩定，長期以來，政府貫徹和執行黨的民族
宗教政策，為了保護寺廟，政府投入巨額資金，對僧人給
予了生活上的照顧和無微不至的關懷。
直孔窮倉·洛桑強巴活佛說：「這起破壞活動是達賴集

團一手策劃的，是一起嚴重的打砸搶燒事件，我本人希望
政府給這些分裂分子嚴厲的打擊。」

班禪譴責兇徒：危國害民違佛教
得知14日拉薩發生打砸搶燒嚴重危害社會秩序的事件

後，第十一世班禪額爾德尼．確吉傑布15日表示，堅決反
對一切分裂祖國、破壞民族團結的行為。他說，這些人的
行徑不僅危害了國家和人民的利益，也違背了佛教的宗
旨，並表示堅決擁護黨和政府在拉薩採取的一切措施。希
望拉薩的事態能夠盡快得到平息，保持社會的穩定，讓人
民群眾過上安定祥和美好的生活，讓宗教界和信教群眾過
上正常的宗教生活。

■今日拉薩街頭逐漸恢復正常，各路口有防暴裝備的
軍警檢查路人證件。 本報特派記者拉薩 攝

■17日，拉薩市環衛工人清掃江蘇路路面，運走被燒
毀的汽車殘骸。 中新社

■西餐廳的女老闆李莉(右)希望拉薩局面早日平安。
本報特派記者拉薩 攝

■17日，拉
薩市區各大
中小學生走
進校園。目
前，拉薩局
勢已經趨於
平靜。

中新社

【本報特派記者拉薩17日電】李莉是位於拉薩西郊距離
布達拉宮大約500米處的一家名叫格蘭陽光西餐廳的老
闆，她在昨天就已經恢復營業，「我相信政府能夠保障我
們的安全。」李莉說道。李莉的店面在十字路口的拐角，
兩側全部是玻璃櫥窗，沒有捲簾門防護。記者問及此次事
件對今後是否有影響？她說，「肯定有的，這三四天營業
額損失1萬多元，現在就盼望早點恢復正常。」
記者走訪七八個商家，都表示明天會照常開門營業下

去，「只是要多加小心」。記者在拉薩從東郊步行到西
郊，大約10公里，觀察到大約有兩成左右的商店正常經
營。只是開門營業的商家都把鐵質的捲簾門略向下合攏，
並時刻有人在門口左右打望，一有異常可以隨時拉下捲簾
門躲避。

五港旅行團取消
【本報訊】受到拉薩局勢影響，原定本月出發往拉薩的

5個本港旅行團，需要取消行程，涉及150人。旅遊業議會
總幹事董耀中表示，已經收到當地接待單位通知，由於擔
心不能提供良好服務，以及不能保證旅客的人身安全，要
求本港暫時不要出團到當地。至於何時才能夠恢復開辦旅
行團前往西藏，董耀中說，會密切和西藏方面聯絡。
他又說，已報團的旅客，可以保留團費半年，半年內再

出發，或改往其他地方，他們亦可取回團費，但要繳交
300元手續費。據他們了解，暫時未有收到本港旅客在當
地求助。

■拉薩電網供電正常，電力職工24小時值班隨時搶
修，保障居民用電。 法新社

■17日，武
警西藏總隊
醫院醫護人
員在拉薩街
頭為群眾送
醫送藥。

新華社

滬市西藏概念股重挫
【本報訊】據中廣新聞網17日消息：受到西藏騷亂的影

響，在上海股市掛牌的西藏概念股，重挫其中又以觀光股
跌得最慘。
市場分析師說，西藏騷亂衝擊投資人信心，今天上海股

市一開盤，西藏概念股紛紛不支倒地，科技、製造、貿
易、所有行業，無一倖免，跌幅都在7%以上，其中又以
經營觀光的（西藏聖地）跌得最慘，（西藏聖地）一開盤
就被摜壓，很快就跌停鎖死，上海股市有單日10%的漲跌
幅限制。

【本報訊】據新華社17日電：外交部發言人劉建超今日
表示，拉薩發生打砸搶燒嚴重暴力犯罪事件，這是由達賴
集團有組織、有預謀，精心策劃和煽動，境內外「藏獨」
分裂勢力相互勾結製造的。他呼籲有關國家尊重事實，明
辨是非。
劉建超說，這些不法分子的行徑根本不是什麼「和平示

威」，而是暴力犯罪。他們濫殺無辜，手段殘忍，激起西
藏各族人民極大憤慨和嚴厲譴責。西藏自治區有關部門依
法予以處置，完全是為了維護社會穩定，維護國家法制，
維護西藏各族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在整個處置過程中，
執法人員保持了極大克制。
中國政府堅定不移地維護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促進西

藏發展穩定，保護西藏各族群眾的生命財產安全。

六港傳媒記者被要求離藏
【本報訊】本港最少6家電子傳媒記者，17日早在拉薩

被要求離開。香港記者協會對此表示不滿，認為違背去年
1月起實施的《北京奧運會及其籌備期間港澳記者採訪辦
法》，憂慮西藏當局的做法給人掩蓋事實的感覺，不利國
家的開放形象。

外電稱藏人在京示威
【本報訊】法新社引述目擊者和活躍分子稱，大約50名

西藏人周一晚在北京海淀區的中央民族大學外示威，警察
在場，他們部分人點起洋燭，但未有衝突。
另據中央社報道說，中國要求印度不讓流亡藏人越境返

回西藏。

【本報訊】法國體育部國務部長拉波特周一表明，他
強烈反對因西藏而杯葛北京奧運的建議。他表示，沒有
理由杯葛，法國代表團在八月到北京參賽時也不會有象
徵性的杯葛行動。
英國奧委會主席克萊格周一重申，該會支持參加八月

在北京的奧運會。他表示，聯合國、非政府的人權組織
較英國奧委會更有資格發表有關人權的意見。
日前，國際奧委會主席羅格則明確反對因西藏事件杯

葛北京奧運。

美東華人讚執勤人員克制
另據中通社消息：美國東部部分僑領、學者以及社會

各界人士16日在紐約舉行會議，嚴厲譴責達賴集團破壞
西藏社會穩定的陰謀，並對中國執勤人員對滋事暴徒保
持巨大克制給予高度讚賞。
在這次由紐約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主辦的座談會上，

與會人士一致認為，「藏獨」分子在中國兩會召開期
間，在拉薩街頭進行瘋狂的打、砸、搶、燒等破壞活動
是「有預謀、有計劃、有組織的暴力行動」，企圖「通
過擾亂西藏社會的穩定與繁榮來達到干擾北京奧運會順
利舉行的罪惡目的」。
新華社報道，美中商貿總會主席喬立華認為，這起暴

力事件發生在全球華人都希望中國能夠成功舉辦奧運會
的敏感時刻，「我們對此要保持高度的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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