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陝西工作的十多年裡，趙正永赴革命
聖地延安調研的次數已經數不勝數。
2013新年前夕，剛剛履新陝西省委書記
的趙正永再次來到延安，重溫中國共產
黨的歷史，學習延安精神。趙正永曾多
次強調，要把延安精神繼承好、弘揚
好，踐行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根本宗
旨；和人民群眾的心貼得緊些、緊些、
再緊些，用延安精神建設好陝西。

趙正永指出，中國共產黨的宗旨是為人
民服務，工作體現為為人民服務，全心
全意為人民服務是共產黨人的核心價值
觀。廣大幹部一定要保持對人民的敬畏
意識、責任意識、服務意識、清正意
識，和群眾的距離近些、近些、再近
些，和群眾的心貼得緊些、緊些、再緊
些，把全部的心思和精力用在服務群眾
上。

從民眾不滿意處改起

今年陝西省兩會期間，趙正永多次提及
要繼承和弘揚延安精神，積極投身以為
民務實清廉為主要內容的群眾路線教育
實踐活動。他認為，為民務實清廉教育
活動的要求與延安精神的內涵是一致
的，實際上就是延安精神在新時期的發
揚。廣大幹部要從人民群眾不滿意的地
方改起，從人民群眾滿意的地方做起，
這樣才能推動陝西未來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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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建設西部強省，經濟建設是基礎。2011
年8月，時任陝西省省長的趙正永提出了

「拐彎超車」的發展理念，他認為，陝西與全國
先進地區相比雖有差距，但在能源、裝備製造
和科教等方面有很強的比較優勢，轉變發展方
式、調整產業結構是加快發展的大好時機。在
這樣一個拐點時刻，只要堅持「存量調結構騰
空間、增量優結構擴空間」的原則，把握好方
向、速度、平衡三者的關係，就完全可以在

「拐彎」中實現趕超。

GDP增速全國第五 步入升軌

2012年，陝西成功「超車」。全省實現生產總
值14,451億元，增長12.9%，GDP增速位居全國
第五，人均GDP逾6,000美元，經濟總量上升至
全國第16位。陝西發展已站在新的起點上，走在
上升通道，正在闊步邁入中等發達省份。

立足現在、 眼未來，趙正永認為，要促使經
濟科學發展，力爭在五年內實現生產總值、財
政收入和城鄉居民收入「三個翻一番」的目
標，這是陝西邁向全面小康的重要台階。陝西

發展的各項指標都高於全國平均水平，才能向
更高層次邁進。

2001年6月，趙正永從安徽調任陝西，歷任陝
西省委常委、政法委書記，省委副書記、省長
等職。十多年的時間裡，趙正永始終堅持持續
改善民生，將人民群眾對美好生活的嚮往作為
自己執政的奮鬥目標，致力讓三秦百姓生活得
更加自尊、自信、自強。

財政支出80%用於民生

陝南山區滑坡、泥石流頻發，災難帶給群眾無
盡的痛苦，時任陝西省長的趙正永鄭重承諾，
陝西自2011年開始啟動新中國成立以來規模最大
的扶貧避災移民工程，計劃用10年時間，螞蟻啃
骨頭，搬遷近280萬人，投資達1,300多億元。兩
年多來，陝南山區已有11餘萬戶山民喬遷新居。
而在陝北貧困山區，也有近2.5萬戶困難群眾搬
進了自己的新家。

不僅如此，陝西省還在全國率先實施以財政中
期預算為保障的民生八大工程，近兩年又把新
增財力和財政支出的80%用於民生，五年投入

9,255億元，公共財政框架初步形成，公共產品
體系日趨健全，保障特殊群體利益的長效機制
基本建立。城鄉居民收入年均增長14%和
16.9%，在全國排名前移了8位和2位，為陝西省
近20年最好水平，城鄉收入差距由4.07:1縮小到
3.6:1，發展成果更多地惠及全省人民。

趙正永表示，「拐彎超車」需要埋頭苦幹，
但最終目標是讓三秦人民過得更好，真正實現
和諧陝西。

俗語說，安居才能樂業。趙正永主
政陝西以來，陝西的保障性安居工
程建設連續兩年位居全國前列，中
低收入群體住房困難得到明顯緩
解。2012年，陝西省保障房建設完成
投資784.74億元，新開工41.77萬套，
竣工31.08萬套。

研政府回購 以房養老

隨 保障性住房建設的不斷推
進，有人提出希望變化保障性住房

的戶型和面積，擴大保障房的群眾
覆蓋面。趙正永明確表示「不
行」。他表示，保障性住房是政府
提供的公共產品，這些住房專為沒
房住的貧困人口而建，並非「改善
型」住房。他同時亦透露，陝西正
在探索住房回購政策，爭取在「十
二五」的後兩年推出，讓老百姓實
現以房養老。對於以房養老的政
策，趙正永是這樣解釋的，比如每
戶人家擁有一套住房，到60歲的時
候，政府可以按照市場參考價格回
購住房。到時候你的兒子和孫子都
有房，不需要你傳給他，這樣房屋
的價值就可以供你養老。

據了解，由於陝西的貧困人口較
多，目前陝西保障房建設按城鎮人
口23%的面展開，陝西「十二五」
期間將建210萬套保障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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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騰盛世千般瑞，蛇舞九州萬象新。
新春到來之際，謹向各位網友拜年，衷心
祝願緊跟中國夢的步伐，實現自己心中的
夢。」蛇年新春佳節之際，陝西省委書記
趙正永通過人民網和陝西省政府官方信息
微博，向全省人民和廣大網友拜年，並希
望網友在新的一年繼續「給力」，引發網
友紛紛轉發和評論。

聽民聲，知民情，趙正永不僅經常下基
層了解民生疾苦，還對網絡、微博等新媒
體表示了極大的興趣。今年1月，在陝西
省宣傳部長暨精神文明工作會議上，趙正
永明確表示，自己在新浪、騰訊都開了微
博，每天睡前都會打開微博，關注一下和
陝西有關的帖子，還經常在網上回覆網民
反映的問題。他並提倡全省的宣傳幹部通

過微博等新媒體，多發「正聲音」，多貢
獻「正能量」。

早在2010年，時任陝西省長的趙正永在
接受媒體採訪時就表示，自己非常喜歡上
網，也熟悉諸如「拍磚」、「灌水」等網
友們經常使用的網言網語。
「網絡是我們聯繫群眾的一個重要渠

道，網民的意見、建議都應該引起我們的
高度重視。」趙正永說，自己每天都堅持
上網處理公務，了解最新的重大新聞及網
友評論。

自稱是「一名網民」的趙正永，多次通
過網絡媒體與網民直接交流，這也讓三秦
百姓多了一個能辦事的「網友」。在新媒
體環境下，趙正永還將回覆網友留言作為
他聯繫群眾的主要方式之一。
在趙正永的重視和支持下，從2010年6月

至今，陝西省政府共計辦理網友致趙正永
留言2,800餘條，網絡問政水平位居全國
前列。虛擬的網絡空間已經成為三秦百姓
信任的「實體平台」。

對於陝西這片土地，趙正永有 獨特的
感情。「這裡厚重的歷史和文化，熏陶我
的人格和思想，讓我成熟和堅定；這裡革
命的傳統和精神，不斷洗滌我的心靈，讓
我終生受用；這裡質樸淳厚的三秦父老，
有恩於我，讓我勵精圖報。我的身心、我
的情感已傾注於陝西的山山水水。」去年
12月，中央決定任命趙正永為陝西省委書
記，在主持會議時他動情地講述了自己對
陝西的感情。

趙正永表示，他自2001年6月到陝西工
作，一直用心、用情、用智去工作，無私
無畏、夙夜奉秦。回首這11年多的工作生
活經歷，他充滿幸福和自信。他並感謝大
家對他的信任和支持，表示將緊緊依靠大
家，把家鄉建設得更美更好。

在陝工作生活十多年來，趙正永已經把
陝西當成自己的家鄉。他在去年全國兩會
期間接受採訪時曾表示，陝西是自己的另
外一個家鄉，是他離不開的地方，而且是
他最後落腳的地方，是他最後的家鄉。

情傾三秦山水
認作最後家鄉

趙正永簡歷
1951年3月生，安徽馬鞍山人，1968年11

月參加工作，1973年11月加入中國共產黨，

中央黨校研究生學歷。現任中共陝西省委書

記、陝西省人大常委會主任。

在安徽工作期間，趙正永歷任安徽省馬鞍

山市委副書記、安徽省黃山市委書記、安

徽省公安廳廳長、安徽省委政法委書記等

職。2001年6月調任陝西，歷任陝西省委常

委、政法委書記，省委副書記、省長等

職。

中共十五大、十六大、十七大、十八大代

表，中共十八屆中央委員，十一屆全國人

大代表，十二屆全國人大代表。

經典語錄
★民生永遠是最大的主題。一切的發展都

是為了人、依靠人、發展人、人共享。

★從群眾不滿意的地方改起，從群眾滿意

的地方做起，最終目標是讓群眾滿意。

★力爭為陝西人民多幹事、幹實事、幹成

事，興陝富民。

★陝西的宣傳隊伍有10萬人，如果大家都

在網上開個微博，每個人每天發兩條信

息，每天就是20萬條信息。我們把這些

信息用來關心人、鼓舞人、幫助人，這

麼多正能量聚集在一起，那我們這個社

會不是會越來越好嗎？

近年來，隨 國家西部大開發戰略的不斷深入推

進，作為橋頭堡的陝西趁勢而起。特別是在中共陝西

省第十二次黨代會上，確立「三強一富一美」（經濟

強、科教強、文化強、百姓富、生態美）的奮鬥目標

之後，陝西的發展逐漸邁向更高的層次。對於已經在

三秦大地生活了十幾年，並將陝西做為最後故鄉的省

委書記趙正永來說，「三強一富一美」不僅僅是一個

目標，同時更沁透 他對陝西這片土地的獨特感情。

在2012年成功實現「拐彎超車」之後，趙正永對於實

現這一目標更加充滿了信心，在他看來，目前陝西平

穩快速發展的態勢，完全可以支持把發展的步子邁得

更大一些，全面建設西部強省，其時已至，其勢已

成。 ■香港文匯報記者 劉娟、李陽波、張仕珍

更快「拐彎超車」
造福三秦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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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設西部強省大勢正成

正
2012年，陝西加大保障性住房建

設力度，完成投資784.74億元，新

開工41.77萬套，竣工31.08萬套，

成為縣城和重點鎮建設的最大亮

點。

千方百計促進就業，新增城鎮就

業42萬人，大學生初次就業率超過

80%，農村勞動力轉移就

業689萬人。

社會保障體系逐步完

善，城鄉居民基本養老保險參保

1,693萬人，參保率98.1%，環衛工

人、出租車司機和靈活就業人員納

入了社保體系。城鄉居民基本醫療

保險覆蓋面達97%，住院報銷、補

助比例均超過70%。

切實保障教育投入。全年教育

支出693億元，佔財政支出的

20.8%。新建、改擴建幼兒園325

所。營養改善計劃、蛋奶工程、

家庭經濟困難寄宿學生生活費補助

等政策惠及277.9萬人。

積極構建新型救助體系，城鄉

低保最低保障標準分別提高20元

和180元，農村五保集中和分散供

養最低標準分別提高1,000元和

700元。在全國首家出台惠民殯葬

救助和公益性公墓建設舉措，25

個縣區進行了公益性公墓建設試

點。

弘揚延安精神 心貼基層民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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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正永調研引漢濟渭工程。

■延安革命紀念館。 資料圖片

■陝西鳳縣安居工程：和諧花園。

■陝西省委

書記趙正永

■陝西推進「三強一

富一美」（經濟強、科

教強、文化強、百姓

富、生態美）的強省

目 標 ， 順 勢 快 速 發

展。圖為西安大雁塔

北廣場。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