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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到有家媒體報道，一個公民要出國旅
遊，需要填寫『緊急聯繫人』，他寫了他

母親的名字，結果有關部門要求他提供材料，證
明『你媽是你媽』！」總理的話音剛落，會場頓
時笑聲一片。
「這怎麼證明呢？簡直是天大的笑話！人家本
來是想出去旅遊，放鬆放鬆，結果呢？」李克強
說，「這些辦事機構到底是出於對老百姓負責的
態度，還是在故意給老百姓設置障礙？」

簡政放權改革待進一步深化
李克強講述的第二個故事，發生在海南：一位
基層優秀工作者參與評選全國勞模時，僅報送材
料就需要蓋8個章，結果他跑了幾天也沒蓋全，最
後還是省領導特批才得到解決。
「蓋完章他當場就哭了。」總理講到這兒費解
地發問，「老百姓辦個事咋就這麼難？」他因此
總結道，近兩年來，簡政放權、放管結合、轉變
政府職能的改革雖然取得了明顯成效，但必須看
到，現有成果與人民群眾的期盼還有不小距離，
需要進一步深化改革。

民之所望施政所向政府職責
總理講的第三個故事，發生在兩星期前的福建
考察期間。當時，李克強在廈門主持召開部分台
資企業負責人座談會，一位台商代表告訴總理，
他在大陸營商最大的困難，不是優惠政策不夠，
而是知識產權得不到足夠保護。

「研究出來一個東西，馬上就有人模仿，打官
司、找政府，沒人給解決！」昨日在常務會議
上，李克強說，「我們現在的確存在這樣的問
題：政府一些『該管的事』沒有管到位，但對一
些『不該管的事』，手卻『伸得特別長』！」
李克強說，當前，社會上下已形成一個共識：

釐清政府和市場的界限是經濟體制改革的關鍵，
簡政放權是「牽一髮而動全身」的改革。
「民之所望、施政所向，對老百姓負責的事

情，就是政府應當履行的職責！」總理擲地有聲
地說。

要從全局審視轉變政府職能
除了講當下故事，總理也談及歷史。在今年的
《政府工作報告》中，總理提出「大道至簡，有
權不可任性」。他昨日在常務會議上進一步闡釋
說，中國歷史上，但凡一個時代的政治比較
「簡」，讓老百姓休養生息，就會被後世稱為
「盛世」。而中國歷史上的若干次重大改革，其
主線都是「刪繁就簡」。
「所以，我們要從全局審視簡政放權、放管結
合，它不僅是在推動政府職能轉變，也是當前穩
增長、頂住經濟下行壓力、激發大眾創業、萬眾
創新的重要方式。」李克強說。
會議確定進一步簡政放權、取消非行政許可審批

類別，把改革推向縱深。李克強要求，各部門不能「放
空炮」，更不能「糊弄了事」，要堅決打破部門利益，
保質保量完成會議確定的各項任務。

國務院終結非行政許可審批
李克強痛斥某些機構：要民眾證明「你媽是你媽」是笑話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葛沖北京報道）國務院總理李
克強昨日下午在北京分別會見馬來西亞上議長阿布．扎
哈和歐盟委員會副主席、歐盟外交與安全政策高級代表
莫蓋里尼。在會見莫蓋里尼時，李克強表示，中方願與
歐方加快推進以准入前國民待遇和負面清單模式的雙邊
投資協定談判，發展更緊密的貿易投資關係，共同反對
貿易保護主義。在氣候變化問題上加強溝通與協調，努
力走出一條可持續發展的路子。

會大馬議長：願加強發展戰略對接
在會見阿布．扎哈時，李克強表示，中方高度重視發
展同馬來西亞的友好合作關係，願同馬方加強各領域交
往與合作。
他指出，中馬都將發展作為第一要務，在鐵路、公
路、電力等基礎設施建設方面合作前景廣闊。中方願同
馬方加強發展戰略對接，開展產能合作。
李克強強調，東盟是中國周邊外交的優先方向。中方

樂見東盟早日建成共同體，希望馬方作為東盟輪值主席
國，為推動中國－東盟關係發展作出新貢獻。
阿布．扎哈表示，馬方願加強交流與合作，把馬中關
係和東盟－中國關係提升到新水平。

晤歐盟副主席：改革思路推進合作
在會見莫蓋里尼時，李克強表示，保持良好的中歐關係，

對本地區乃至世界的和平、穩定與繁榮都將產生積極影響。
希望雙方不斷增進理解與互信，擴大各領域務實合作。
李克強指出，中國正以改革開放推動經濟穩定增長。
歐盟也推出了投資計劃。中歐發展戰略有效對接，以改
革的思路推進合作，可以創造更大增長空間，實現互利
共贏、多贏。
莫蓋里尼說，歐方願同中方以建交40周年為契機，
拓展經濟合作，加強人文交流。歐方領導人期待與李克
強總理共同主持第17次歐盟—中國領導人會晤。雙方
可以在應對氣候變化等全球性挑戰上加強協調合作。

總理籲中歐加快投資協定談判

■李克強昨日在中南海紫光閣會見歐盟委員會副主席莫
蓋里尼。 記者葛沖 攝

香港文匯報訊 中國紅十字會第十次
全國會員代表大會昨日在京閉幕。據中
新社報道，中國紅十字會十屆一次理事
會根據《中國紅十字會章程》，聘請中
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家副主席李源潮
為中國紅十字會名譽會長。
中國紅十字會十屆一次理事會同時聘

請全國政協副主席韓啟德為中國紅十字
會名譽副會長；選舉全國人大常委會副
委員長陳竺為中國紅十字會會長。
閉幕會上，中國紅十字會新任會長陳
竺講話。
大會審議通過了《關於中國紅十字會

第九屆理事會工作報告的決議》、《關
於中國紅十字事業2015－2019年發展規
劃綱要的決議》和《關於修改中國紅十
字會章程的決議》。

中方打通中尼生命通道
香港文匯報訊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昨日
在例行記者會上介紹中方援助尼泊爾抗震救災最
新進展時透露，截至6日中午，中方武警交通部
隊在尼作業已打通了約30公里的中尼公路。
據中新社報道，華春瑩介紹說，截至3日，中

方三支醫療隊在尼累計巡診2,234人次，救治傷員
969人，培訓醫務人員714人次，並協助尼方制定
了災後衛生防疫技術方案。中國政府第二批360
噸救援物資將於6日下午啟運，預計4天內運抵尼
泊爾。中國軍方100噸緊急救援物資於5月2日、
3日運抵尼泊爾。應尼方請求，中國軍方三架
米－17直升機於6日上午赴尼執行空運救援任
務。中方武警交通部隊在尼作業順利，截至6日
中午，已打通了約30公里的中尼公路。

香港文匯報訊 第八屆中美政黨高層對話昨
日在北京舉行。全國政協副主席、中聯部部長
王家瑞出席並致辭。據中新社報道，在為期一
天的對話中，中美政黨圍繞「法治與中美各自
未來發展」的主題，就各自執政理念、政策主
張和發展戰略交換看法，就各自反腐與法治社
會建設及舉措、管黨治黨相關做法坦誠交流。
中美兩國企業家還舉行圓桌會，就深化經貿合
作深入探討。
王家瑞表示，當前國際形勢和中美各自國內

形勢都發生新的變化，兩國各自國內改革和經
濟社會發展取得新的進展。期待通過本屆對話
與美國民主、共和兩黨代表坦誠深入交流，增

進了解和信任，為構建
中美新型大國關係發揮
積極作用。
美國兩黨代表表示，

美中兩國共處於一個充
滿活力、機遇和挑戰的
時代，兩國政黨持續開
展坦誠對話，介紹各自
發展道路和理念，探討
廣泛領域合作，共同應

對全球性挑戰，對於美中兩國、美中關係乃至
世界的和平發展都具有重要意義。

美民主共和兩黨50餘人出席
中紀委、中宣部、國務院法制辦等部門負責

人以及美國前貿易代表羅納德．柯克，前退伍
軍人事務部長、共和黨全國委員會前主席吉姆
．尼科爾森率領的美國民主黨、共和黨代表團
等共50餘人出席。
本屆對話恰逢中美政黨高層對話啟動五周

年，雙方共同回顧了對話機制的發展歷程和取
得的顯著成效，一致表示將繼續努力，為中美
構建新型大國關係作出更大貢獻。

中美政黨高層在京對話
聚焦反腐法治社會建設

■■第八屆中美政黨高層對話在京舉行第八屆中美政黨高層對話在京舉行。。 新華社新華社

香港文匯報訊 印度總理莫迪將
於下周四（5月14日至16日）對
中國進行三天正式訪問。據新華
社報道，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昨
日在例行記者會上表示，中方願
同印方共同努力，通過印度總理
莫迪訪華，推動中印面向和平與
繁榮的戰略合作夥伴關係不斷取
得新進展。

中國領導人將會見
華春瑩說，此訪是莫迪總理就
任後首次訪華，也是習近平主席
去年9月訪印以來兩國間又一次重
要高層互動。習近平主席、李克
強總理、張德江委員長等中國領
導人將與莫迪總理會見、會談，
就雙邊關係以及共同關心的問題
深入交換意見。除北京外，莫迪
總理還將訪問西安和上海。
她表示，中印是兩個最大的發
展中國家和重要的新興經濟體，

近年來兩國關係保持健康穩定發
展的良好勢頭，逐步探索出一條
互利共贏、合作發展同時照顧彼
此關切、妥善處理分歧的相處之
道。
「我們願同印方共同努力，通

過此訪增進兩國戰略互信，深化
務實合作與人文交流，加強在重
大國際地區問題上的溝通協調，
推動中印面向和平與繁榮的戰略
合作夥伴關係不斷取得新進展，
攜手實現共同發展與繁榮。」華
春瑩說。

莫迪下周來華莫迪下周來華
將訪京滬陝將訪京滬陝

■莫迪 資料圖片

■中國紅十字會第十次全國會員代表大
會一連兩天在北京舉行。 新華社

李
源
潮
獲
聘
中
國
紅
會
名
譽
會
長

李
源
潮
獲
聘
中
國
紅
會
名
譽
會
長

■■國務院確定進一步簡政放權國務院確定進一步簡政放權、、取消非行政取消非行政
許可審批類別許可審批類別。。圖為市民在山東濟南市政務圖為市民在山東濟南市政務
服務中心辦理公章刻製備案業務服務中心辦理公章刻製備案業務。。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 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克強昨日在北

京主持召開國務院常務會議，確定進一步簡政放

權、取消非行政許可審批類別，把改革推向縱

深。據中國政府網消息，會上，李克強總理一連

講了三個故事，痛斥某些政府

辦事機構。他費解地發問：

老百姓辦個事兒咋就這麼

難？政府給老百姓辦事為啥

要設這麼多道「障礙」？

「你媽是你媽」，這怎麼

證明呢？簡直是笑話！

所謂「非行政
許可審批」，是
指由行政機關及
具有行政執法權
的事業單位或其
他組織實施的，
除依據法律、法
規和國務院決定
等確定的行政許
可事項外的審批
事項。在法律規
定中，它被列為
「不適用於《行
政許可法》的其
他審批」，一度
被代指為「制度
後門」和「灰色
地帶」。
■中國政府網

為創業創新清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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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昨日在
北京召開的國務院常務會議指出，今年要
繼續深入推進簡政放權、放管結合，加快
轉變政府職能，破除阻礙創新發展的「堵
點」、影響幹事創業的「痛點」和市場監
管的「盲點」，為創業創新清障、服務。
會議指出：
1. 進一步取消和下放各部門審批事項，

公開所有保留審批事項的流程，壓縮審批
時限。同時取消200項以上中央指定地方
實施的審批事項。公佈省級政府部門和承
擔行政職能的事業單位權力清單。
2. 制定並公開企業投資項目核准及強制

性中介服務目錄清單，簡化報建手續，加
快在線審批監管平台建設。
3. 完成減少職業資格許可認定任務，研

究建立國家職業資格目錄清單管理制度。
着力解決「考培掛鈎」等問題。

4. 深入推進收費清理改革，加快取締和停
止執行沒有依據、越權設立或擅自提高徵收
標準、擴大徵收範圍的收費基金，公佈全國
性、中央部門和單位及省級收費目錄清單。
5. 推進商事登記便利化，實現「三證合

一」、「一照一碼」，開展企業簡易註銷
登記試點，建設企業信用信息公示「全國
一張網」。創新監管，改進服務，讓企業
和群眾享受改革新紅利、增添獲得感。
會議決定，按照依法行政要求，在去年

大幅減少各部門非行政許可審批事項的基
礎上，徹底取消這一審批類別。分類清理
剩餘的非行政許可審批事項，對中小企業
信用擔保機構免徵營業稅審批等49項予以
取消，對保健食品註冊審批等20項按程序
轉為行政許可，對其他不直接涉及公眾或
具有行政確認、獎勵等性質的事項調整為
政府內部審批或通過權力清單逐一規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