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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板塊的設立說明有這樣一句話：「民之所
望，施政所向」。這源於今年3月 5日國務

院總理李克強在他的第一個政府工作報告中的承
諾：「民之所望是我們施政所向。要牢記責任使
命，增強憂患意識，敢於擔當，毫不懈怠，紮實
有效解決問題，決不辜負人民的厚望。」

「民之所望，施政所向」
中國互聯網信息中心調查報告顯示，截至
今年6月，中國網民規模達6.32億。「問政
於網」越來越成為問政於民的重點和新常
態。
在中國政府網上，一位網名「明明德」
的高中生提出，山東考生上北大清華的
難度是北京考生的幾十倍，強烈建議收
回京、滬等地考生的「高考特權」，各
大名校按照考生人數比例向各省投放
招生指標。
「明明德」的留言得到了主管部門
教育部的回覆。在承認歷史和自然等
原因導致省際間高考錄取存在差距
的前提下，教育部回覆表示，自
2007 年以來，部屬高校累計調出
3.3萬名計劃投向中西部及入學機

會偏低的地區。
未來還將進一步推動優質高教資源公平、合理
配置等，並對相關政策進行了解釋。
就在教育部回覆「明明德」的留言不久，8月
29日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會議審議通過了《關於深
化考試招生制度改革的實施意見》，其中明確提
出「要改進招生計劃分配方式，提高中西部地區
和人口大省高考錄取率，增加農村學生上重點高
校人數，完善中小學招生辦法破解擇校難題」。
「明明德」以及數以萬計的中學生將從中受益
甚至可能改變命運。

網民留言最關切教育
根據中國政府網對7月網民留言的分析，所有

建言內容中，排名前十的領域分別是教育、衛生
計生、公安、勞動社保、行政體制改革、工業和
信息化、外交國防、發展改革、城鄉建設、紀檢
監察，留言的數量都在100條以上。
國家行政學院教授汪玉凱表示，從定期與網民
交流互動到常態化的建言收集，與總理的溝通大
門隨時敞開，百姓任意書寫，從打造溝通渠道的
形式創新到建言－辦理的網絡問政新常態，充分
體現了黨和政府更加注重民聲、民望的施政理
念。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報道，今年4月，中國水
電駐安哥拉的員工周效國得知總理李克強即將
訪問安哥拉，十分振奮。
北京時間 4 月 16 日凌晨 2 時 46 分，他通過

「我向總理說句話」欄目提交了自己的留言，
寄出了自己的期待。
「總理，你好！我叫周效國，2011年北京大學葡
萄牙語專業畢業，在中國水電參加工作，目前長駐
安哥拉。在中水電的平台上，走向國際市場，實現

着『走出去』的中國夢。
欣聞5月份你將出訪安哥拉，這邊幾家大型國企

的年輕一代，都非常振奮。希望在你訪安期間，能
夠有一次青年見面會。」
留言被送到了總理辦公室。
5月8日，李克強如期訪問安哥拉期間，周效國
受邀參加海外民生座談會，並作出了發言。會上李
克強總理與他親切握手交談，那一刻，這位80後
的小伙子夢想成真！

香港文匯報訊 中國政府網常設的一
個的欄目——「我向總理說句話」，備
受網民稱讚。網站承諾，「你有真知灼
見，我們天天在線。」「一些好的意見
建議將被直接送到總理的辦公桌上」。
不必驚訝，一些網民已經得到了回覆！
8月開始，一些部門的回覆在欄目中出
現。看到這樣的民意訴求通道，許多網
民興奮不已，大家紛紛感歎總理的親民
之舉。
「我向總理說句話」與論壇貼吧的

「吐槽」不同，這裡的留言有更加「高
大上」的出路——經工作人員整理，每
月將綜合網民建言情況送總理辦公室。
網民「舜耕山下淮河邊」享受到了財
政部的「貴賓式服務」。在問及營改增
能否向生活服務業擴容時，財政部的回

覆第一句話是：「尊敬的網民『舜耕山
下淮河邊』，你好！」而在解答了疑問
之後，還留下了財政部有關部門的電
話，可以繼續撥打諮詢。

既有個人訴求又有建言獻策
根據中國政府網對7月網民留言的分

析，43%的留言是表達個人訴求，31%
的留言提出了各類意見建議，揭發控
告的也有4%。此外，留言的主題還有
表達感情、政策諮詢、突發事件等。
而在所有建言內容中，排名前10的領
域分別是教育、衛生計生、公安、勞
動社保、行政體制改革、工業和信息
化、外交國防、發展改革、城鄉建
設、紀檢監察，留言的數量都在100條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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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理留言板
網絡問政新渠道

「我向總理說句話」直通李克強辦公桌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網近日報道，中國有6億多網民，每年全中國兩會召開前，總理

都要和網民進行對話。然而要跟總理對話，或許不必再等到兩會。從3月起，中國政府網

開設「我向總理說句話」常設板塊，「一些好的意見建議將被直接送到總理的辦公桌

上」。這讓中國網民的電腦桌與政府總理的辦公桌的距離從未如此之近。目前，一些網民

已經得到了回覆。

民意訴求通道 網民大讚親民

山西今年22廳官落馬
職位補缺陸續展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馬宇鳳太原報道）在中國今年反腐風暴中最多高官落馬的山西
省，有關職位遺缺近日陸續開始補充。山西晉中市常務副市長劉志宏已接替張秀萍晉
中市委副書記一職，張秀萍是於今年4月被帶走調查。今年以來，山西全省至少有22
名廳局級官員被查落馬（見表）。
在8月12日，山西省委組織部就發布公示公告，現任晉中市委常委、副市長劉志

宏，擬任市委副書記。公示期為時7天。而據香港文匯報初步統計，今年以來山西至少
已有29名地市級以上官員落馬（其中7人是省級官員），這些落馬官員遺留下的職位
已開始陸續獲得補缺。

山西今年落馬廳局級官員
姓名 曾任職務 變動時間
丁雪峰 呂梁市市長 2月20日
胡彪 朔州市水務局原局長 2月24日
任雲峰 山西省政府機關事務管理局局長 2月24日
安俊生 山西省地質勘察局原局長 2月24日
高世寶 朔州經濟開發區管委會主任 3月3日
謝克敏 山西省監察廳副廳長 3月6日
楊森林 山西省紀委常務副書記 3月6日
張波 太原民營經濟開發區管委會主任 3月18日
吉久昌 忻州市委常委、組織部長 4月13日
王曉林 山西省人大城環委原主任 4月13日
王志民 山西省政府副秘書長 4月13日
張寶玉 太原市國土局局長 4月13日
李華中 山西省交通運輸管理局局長 4月13日
張秀萍（女） 晉中市委副書記 4月16日
楊曉波（女） 高平市長 4月30日
郭忠實 山西省直機關工委副書記 4月30日
靳瑞林 大同市原副市長 5月15日
張中生 呂梁市原副市長（已退休） 5月29日
段建國 山西省交通廳廳長 6月15日
張保 長治市市長 8月18日
李華中 山西省交管局局長 8月18日
柳遂記 太原市公安局長 8月27日

巴音朝魯任吉林省委書記 王儒林另有任用
李小鵬主持山西省政府黨組會議 擁護中央查違紀官員決定

巴音朝魯簡歷
年齡：59歲（1955年生）
籍貫：蒙古族，內蒙古鄂托克前旗人
學歷：在職研究生學歷，經濟學碩士
主要工作經歷
1976年起 內蒙古伊克昭盟委組織部

幹事；科長
1985年起 伊金霍洛旗（縣）委副書記、旗長；旗委書記
1991年起 共青團內蒙古自治區委副書記、書記
1993年起 團中央書記處書記；團中央書記處常務書

記、全中國青聯主席
2001年4月起 浙江省副省長
2003年12月起 浙江省委常委、寧波市委書記、市人大常委

會主任
2010年8月起 吉林省委副書記，省委黨校校長；省政協主

席；吉林省省長
2014年8月31日吉林省委書記
十七屆中央候補委員，十八屆中央委員

王儒林簡歷
年齡：61歲（1953年生）
籍貫：河南濮陽
學歷：吉林大學經管學院國民
經濟計劃與管理專業畢業，經
濟學碩士
主要工作經歷
1991年4月起 四平市委副書記
1992年10月起 通化市委副書記；市長；市委書記
1998年1月起 吉林延邊朝鮮族自治州委書記
1998年4月起 吉林省委常委、延邊州委書記
2001年1月起 吉林省委常委、政法委書記
2001年11月起 吉林省委常委、常務副省長
2004年12月起 吉林省委常委、長春市委書記
2007年5月起 吉林省委副書記、省委黨校校長
2009年12月起 吉林省代省長；省長
2012年12月起 吉林省委書記
十七屆中央候補委員，十八屆中央委員

蔣超良簡歷
年齡：57歲（1957年生）
籍貫：湖南汨羅
學歷：湖南大學（原湖南財經學院）畢
業，西南財經大學經濟學碩士，高級經濟師
主要工作經歷
1996年4月起 中國人民銀行銀行司副司長
1997年3月起 人行深圳分行行長兼國家外匯管理局深圳分局局長
1998年11月起 人行廣州分行行長兼國家外匯管理局廣州分局局長
2000年6月起 人行行長助理兼辦公廳主任、黨委辦公室主任
2002年9月起 湖北省副省長
2004年5月起 交通銀行董事長、黨委書記
2008年9月起 國家開發銀行股份有限公司黨委副書記、副

董事長兼行長
2011年11月28日起 農行股份有限公司黨委書記，提名執行董事
2011年12月 農行股份有限公司黨委書記、董事長
2014年8月31日吉林省委副書記，提名為吉林省長候選人
中共第十八大中央候補委員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報道，據新華社消息，中共
中央決定：巴音朝魯任吉林省委書記；王儒林不再
擔任吉林省委書記、常委、委員職務，另有任用。
中央並決定：蔣超良任吉林省委副書記，提名為吉
林省省長候選人。而在另一方面，有多名省級官員
因涉違法違紀被查的山西省，省長李小鵬8月30
日下午主持召開山西省政府黨組（擴大）會議，會
議指出，中央紀委網站公布對山西省委常委、統戰
部長白雲，副省長任潤厚涉嫌嚴重違紀違法進行組
織調查，再次展示了黨中央對深入推進反腐敗鬥爭
的決心。山西省委、省政府堅決擁護中央決定。
今年59歲的巴音朝魯，曾任團中央書記處書

記，2001年調往浙江任職，先後出任浙江省副省
長，浙江省委常委、寧波市委書記等職；2010年
8月調任吉林省委副書記、省政協主席等職；2013
年任吉林省省長。

今年61歲的王儒林一直在吉林省工作，從1991
年起，先後在四平、通化、延邊等州市出任領導職
務，2001年起任吉林省委常委、政法委書記；省
委常委、長春市委書記；省委副書記等職，2010
年獲選為吉林省長。

蔣超良任吉林省委副書記
至於獲任命吉林省委副書記的蔣超良則長期從事

金融財經工作，先後任職中國農業銀行、中國人民
銀行、交通銀行、國家開發銀行，2011年底任農
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而據《人民日報》報道，8月29日中央紀委網

站公布了山西省委常委、統戰部長白雲，副省長任
潤厚涉嫌嚴重違紀違法接受組織調查。8月30日，
山西省委表態，堅決擁護中央決定，自覺在思想
上、政治上、行動上與以習近平同志為總書記的黨

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積極配合中央紀委搞好案件調
查工作，無論什麼人、什麼地方出現腐敗現象和腐
敗分子，都要堅決反對、堅決清除。
山西省委認為，中央對白雲、任潤厚涉嫌嚴重違

紀違法進行組織調查，再次表明黨中央堅持黨要管
黨、從嚴治黨的鮮明立場和有腐必反、有貪必懲的
堅強決心。各級領導幹部都要從發生在身邊的腐敗
案件中深刻汲取教訓，不斷增強黨性，堅定理想信
念，認真履行一崗雙責，切實加強黨風廉政建設，
防微杜漸、拒腐防變，嚴格管好自己、親屬和身邊
工作人員。
8月30日下午，山西省政府黨組書記、省長李

小鵬主持召開山西省政府黨組（擴大）會議。省政
府黨組表示，堅決擁護中央決定，堅決在思想上、
政治上、行動上與以習近平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
保持高度一致，將積極配合相關調查工作。

■中國政府網「我向總理說句話」網頁截
圖。 網上圖片

■「我向總理說
句話」留言頁
面。 網上圖片

■周效國通過「我向總理說句話」提交留言，在李克強
訪安哥拉期間成功受邀與總理見面。 網上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報道，今年4月，中國水 着『走出去』的中國夢。

留言板牽線 80後異國見總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