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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穫「真金白銀」盼更公平有效
本報兩會調查：跟習大大說說我的「獲得感」

兩會兩會聚聚焦焦

營商環境改善 政企回歸正常
全國工商聯副主席徐冠巨委員指出，自全面深化改革以

來，最大的改革獲得感就是營商環境、經營環境比過去更好
了，政府做政府的事，企業做企業的事，「回歸到本來狀
態，現在應酬少了，很多政企之間的關係更單純了」。
建議，政府要着眼於「製造業立國」，通過改革提高標

準，優勝劣汰，鼓勵企業踏踏實實做好實體經濟。不能因為
產能過剩問題就放任一些製造業死掉，這樣不利於打好中國
經濟基礎。
港區全國政協委員、亞洲木薯資源董事局主席朱銘泉對於

營商環境的改善也有切身體會，「最近我在辦理一個商場的
投資項目手續時，明顯感覺到程序簡化了」，企業註冊制改
成登記制，使港商在內地投資更加便利。
朱銘泉還從今年兩會感受到了改革帶來的鮮明變化。他

說，應酬性的酒會取消了，一些官員的作風樸實了，代表委
員有更多時間參政議政，民眾的訴求越來越受到重視。
對於雲南省德宏傣族景頗族自治州州長龔敬政代表來說，

改革的獲得感是「真金白銀」的。日前中央改革出口退稅負
擔機制，由過去中央和地方分擔出口退稅改為全部由中央財
政負擔。龔敬政稱，這項改革每年為當地財政實實在在地省
下8,000萬元人民幣，可以把這筆資金投入到當地其他發展
建設中去。
今年李克強總理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明確提出，「發展

需要改革添動力，群眾期盼改革出實效，我們要努力交出一
份為發展加力、讓人民受益的改革答卷」。代表委員們期待
人民從今年改革中得到更多的獲得感。

兌現教育承諾 促進機會公平
河南大學校長婁源功委員說，去年推出促進教育公平的一

系列改革後，最切實感受到，貧困地區高考生的錄取率提高
了。2014年李克強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承諾，貧困地區農
村學生上重點高校人數要再增長10%以上。婁源功說，總理
的承諾得到兌現，河南不少貧困學生都得到了升學機會。

他希望，新一年中央給中西部教育更多支持。教育改革是
一個長期的過程，很多改革成果並不能一下子顯現出來。應
該改革一些慣性思路，促進中西部教育的發展。
婁源功舉例說，「一省一校」（即「211工程」院校一省
只有1所）政策「有點任性」，導致中西部地區一批基礎較
好、水平較高的地方高校得不到相應支持，甚至可能帶來新
的教育不公。中西部地區博士生招收指標與發達地區的差距
越來越大，發達地區個別學校博士生指標1,700多人，河南
省九個博士點招生指標加起來才三四百人。「按照每年指標
增長 2%的速度，河南基數這麼少，何時才能縮小差
距？！」因此在支持中西部教育時，應充分考慮到人口基
數，促進教育機會公平。

浮躁風氣改變 重視傳統文化
著名畫家何水法委員則提到，美術界這一年變化很大，去

基層體驗生活的畫家多了，躲在家裡畫照片的少了，官員掛
職美協、書協的現象得到有效清理，文藝界的「浮躁」風氣
改變了。過去地方政府的節慶活動，多請明星大腕，現在此
類活動的審批越來越嚴格，而且多代以群眾性的聯歡活動。
京劇表演藝術家、教育家孫萍委員稱，去年文藝座談會所

傳達出的對傳統文化的重視，讓她對堅守傳統文化有了定
力，相信自己的堅持是有意義的。談及今年的改革期待，她
說，去年北京藍天的天數增多了，但霧霾濃度卻加重了，空
氣有明顯的異味，希望今年能有所改善。此外，希望京津冀
一體化取得進展，北京交通擁堵狀況能有所改善，道路修建
質量和養護能有大力提升。
中國教育學會會長鍾秉林委員也坦言，教育改革下一步要

滿足百姓上好學、接受良好教育的需求，一方面保證政府投
入，同時學校也要進一步改革，推動優質教育均衡化，才能
提升老百姓對教育改革的獲得感。
京劇藝術家梅葆玖委員則直言，去年「改革獲得感」最深

的是，中央反腐行動中一大批貪官落馬，今年他對中央如何
處理這些「老虎」最為期待，並希望政府把沒收的貪官贓款
用到民生建設中去。

2015年伊始，中

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下達了改革關

鍵之年的「硬指標」——「讓人民群眾有更多獲得

感」。所謂改革的獲得感，就是讓民眾從改革中獲益。本報在全國兩

會期間派出多路記者，訪問代表和委員、普通市民以及網友們，說說自己的「改革獲

得感」，吐吐槽，聊一聊期待。本報調查顯示，過去一年，中國民眾從鐵腕打「虎」、整肅官風、

簡政放權、工商登記、文藝反腐等領域體會到了「真金白銀」的獲得感，而對養老醫療、教育公

平、食品安全、環境保護等民生方面的改革產生了更強烈的期待，希望今年改革再接再厲，見到實

效，讓老百姓更有獲得感，對改革更有信心。

■香港文匯報記者 海巖、于永傑、馬靜、劉蕊、茅建興、李望賢 兩會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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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總書記在今年全
國兩會前夕提出「讓人民
群眾有更多獲得感」，得
到一片點讚。「獲得感」
這一承載着沉甸甸民意分
量的詞彙，無疑是今年中
國改革的關鍵詞，也將是

新一年改革成績單上的「硬指標」。
從過去所提「讓民眾分享更多改革紅

利」到今天的「讓人民群眾有更多獲得
感」，凸顯了一脈相傳的改革追求，無
論是真金白銀的收入增長，「十面霾
伏」的有效治理，「老虎蒼蠅」的給力
捕捉，還是養老、醫療、教育等具體而
微的民生保障……核心都是民眾對公平
正義、美好生活的嚮往。

分享改革紅利 獲得幸福感
2014年深化改革元年，在政府簡政放

權、工商企業註冊制度改革等紅利釋放
下，民眾可以生活得更「任性」一些
了，「獲得感」與日俱增。但對於一些
來自普通民眾的抱怨，不能充耳不聞。
去年改革成績單上列明了80項重點改革
任務基本完成，但不少人發覺，改革的
成果還沒辦法享受到，以至於發出疑
問：「為什麼教育改革了，我的孩子上
學更難了」，「為什麼戶籍改革了，我
還是只能在北京暫住」……，而總書記
所提「改革的獲得感」大概就是要消弭
這些質疑。

2015年全面深化改革關鍵之年，剩下
的都是多年啃不動的改革「硬骨頭」，
只有啃了「硬骨頭」，才能讓民眾真正
體嘗到「改革的獲得感」，才能分享到
改革的紅利，從改革中獲得
幸福感。今後
改 革 成 效 如
何 ， 「 獲 得
感」是一塊試
金石。

超八成網民：
民生改革最迫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舒寧 兩會報道）香港文
匯網近日發起主題為「向『習大大』說說我的改革獲
得感」的網絡調查，超過八成參與調查的網民表示，
醫療、教育、食品安全等民生改革最迫切。
在改革中都有哪些獲得感？有網民這樣說：「出
國更方便了，國家對公務員考核更嚴格了，可支配收
入多了，看病容易了，國企沒那麼牛了……」 有網
民對一些具體改革大加讚賞，一位網民在調查中留言
稱：「現在看醫生直接網絡掛號，辦證也是網絡預
約，隔天就搞定，確實有進步。」
不過也有不少網民直言，在落戶、買房、找工作
等方面仍無明顯受益。一些改革還沒到位，有網民留
言說，「要改革就要改善最基本的吃喝住行！」
網民「哲文李」則分析，部分改革獲得感不高，
可能有三點原因，一是政策再好主要是大城市受益；
二是官員「上有政策，下有對策」；三是改革不是一
蹴而就。
對於亟待推進的改革，參與調查的網友提出，大

修《食品安全法》、改革異地醫療保險報銷制度、改
革異地高考政策等亟需落實。網民「走神的火花」則
說出更多人的心聲和期待，「希望政府杜絕口惠而實
不至的拍腦袋政策，真正為民着想」。

海
巖

百姓吐槽 期待「獲得感」
銷售主管：
創業更易醫保太少

私營老闆：
辦事效率待提高

去年的公車改革
是好事，體現中央
消除特權、打擊腐
敗的決心。但身為
老百姓，參與不進
去也看不見，對於
改革成果無法核
實，難免抱有懷疑
感，按照總書記的話說，這叫沒有獲
得感。
建議政府把公車、私車通過車牌區別

開來，公車有自己的車牌。只要公車上
路，大家一眼就可以瞧出來，一來方便
群眾監督，二來讓群眾能看到公車改革
的成效，對改革就會更有信心。

現在官員作風
問題明顯改善，
大酒店裡少了官
員的身影，這給
我的感覺最明
顯。官員不去
了，很多大酒店
降價吸引老百
姓，現在公司聚會經常光顧大飯
店，員工們感覺自己的福利好了，
工作熱情也比以前高很多。
至於改革不滿意的地方，官員作

風還有待改進，辦事效率低。去年
為了給我剛出生的兒子辦戶口本，
我媽跑了十幾趟。

退休職工：
公車掛牌方便監督

國家鼓勵個人創業，
工商登記放寬政策的改
革就挺好的。去年我去
工商局辦理了個體營業
執照，想在上班之外做
點小生意。從申請辦理
到拿到執照，沒收一分
錢，而且流程簡單，一
天就拿到個體營業執照。而且月銷售額3
萬以下不用交稅，確實給我帶了一筆可觀
的額外收入。
目前最希望解決的是看病難問題，看病
拿藥太貴，生病了不敢看，醫療保險報銷
太少，農村合作醫療和城鎮醫療保險報銷
相差一倍，建議嚴格控制醫院藥品的價
格。

不久前，政府出台
機關事業單位養老保
險制度的改革，我們
的養老保險制度與社
會企業養老保險制度
併軌，這是為了體現
公平。但作為一個改
革切身利益相關者，
我有些擔憂。雖然國家承諾改革之後
我們的養老保險水平不會降低，但我
的養老保險從國家財政劃到社會體
系，10年甚至20年以後，養老保險水
平是否還能保持不變，希望有更多可
靠的措施來保障，讓我們的養老生活
無後顧之憂。

機關職工：
盼可靠措施保養老

打拐志願者：
落戶不敢收禮了
我是一個尋找拐賣兒童

的志願者。過去只要收到
錢，地方派出所就會給被
拐來的孩子落戶口，戶籍
制度改革後，戶籍管理規
範了，現在這種現象有所
改變，沒人敢收禮隨意落
戶了。今年兩會上也有委
員關注拐賣兒童的犯罪行
為，買方會受到刑事處
罰，今後非法買賣兒童的
現象可能會減少。
■記者 海巖、田一涵，

實習記者 任芳頡、
許一傑 兩會報道

■銷售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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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北京傳真

■退休職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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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職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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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區全國政協委員、亞洲木
薯資源董事局主席朱銘泉。

于永傑 攝

■雲南省德宏傣族景頗族自治
州州長龔敬政。 馬靜攝

■全國政協委員、河南大學校
長婁源功。 本報河南傳真

■全國政協委員、京劇藝術家
梅葆玖。 于永傑 攝

■全國政協委員，京劇表演藝
術家、教育家孫萍。于永傑攝

■北京昨日春
光明媚，氣溫
轉暖，為全國
「兩會」服務
的禮儀小姐在
天安門廣場列
隊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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