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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时评 DongfangShiping
“穿百姓之衣，吃百姓之饭，莫以百姓可
欺，自己也是百姓”。这是习近平同志曾经在
山东菏泽召开的一次座谈会上给区县委书记
念的一副对联的下联。这副在 330 多年前，
即康熙十九年由时任河南内乡县知县高以永
撰写的对联，而今由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再
次提起，足见其思想光茫的历史穿透性，并
彰显其积极的现实意义。
“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此
说恐怕是中国社会最早的民本思想。在大力
倡导“以人为本”的今天，习近平同志诵读
“自己也是百姓”这副对联，我想并非只是为
了训导和教育别人，他是把自己也包含在百
姓之内的。设若每个省、每个市、每个县、
每个乡的主政者都能自觉地认为“自己也是
百姓”，那么，所有的决策、施政都会从百姓

“自己也是百姓”
□汪长纬
的切身利益和感受出发，就不愁没有良好的
干群关系，更谈不上欺压和剥夺百姓，改革
发展中的任何问题都不难解决，社会和谐的
因素就会成百上千倍地增长，公平、民主、
正义就一定是我们社会的主旋律。
遗憾的是，相当多的官员，哪怕是一些
最基层的普通公务员，也大多以自己“不是
百姓”为幸事，而现实生活中的一些制度设
计和潜规则，更是官民界限分明。否则，你
无法理解像河南省泌阳县财政局副股长李振

祥这样的小吏，对邻居也居然口出狂言：我
有钱有人，整死你就像踩死个蚂蚁；更无法
理解像吉林辽源市环保局局长郭东波这样的
处级干部也敢怒气冲天地谩骂他人：“领导就
是要骑马坐轿！老百姓想要平等，臭不要
脸！”一旦为官，不论大小，哪怕是芝麻绿
豆，就不再认为自己是老百姓，这绝对是不
正常、不健康的思想意识。
然而，几百年前的封建官吏都认为“自
己也是百姓”，这应该让今天的不少官员汗

颜。正如习近平同志所言，“封建时代官吏尚
有这样的认识，今天我们共产党人应该比这
个境界高得多。”不过，欲达此境界既要靠思
想认识的提高，更要靠制度机制的保障，使
每一个官员都真真切切地感到，他这个职位
只是社会的一种分工，只有尽职尽责的义
务，绝没有凌驾于群众之上的特权，那么，
他才会真真切切感到“自己也是百姓”。否
则，百姓吃有毒食品，他却吃特供；百姓生
病可能因为“病房紧张”而躺在医院的走廊

里，但干部病房却空着；百姓买不起房，他
却几套、十几套甚至几十套地占着；百姓为
了温饱辛劳奔波，他却挥霍无度地公款消
费，他怎么会认为“自己也是百姓”呢？
明白了这一层，也就明白了要让官员真
正认为“自己也是百姓”，还有许多提高认识
和改革体制的工作要做。否则，只能是说说
而已。
数年前，我曾当面赞扬昔日校友、后来
官至大军区正职的一位将军，身居高位仍不
忘旧友，还能和普通群众打成一片。岂料他
回应说：“再大的官也是老百姓。”这话让我
很感动，今天回味起来依然温馨。假若各级
干部都能有这样的思想觉悟，无疑是整体官
员队伍素质的大进步，建成公平、正义、民
主的法治社会还会遥远吗？

谁是转型发展创新突破领军者？
第二届浦东年度经济人物评选启动
■本报记者 洪浣宁 浦东报道
昨天下午，中航租赁·第二届浦东年度经
济人物评选的大幕正式拉开，谁将成为 2013 年
度浦东经济转型发展的领军者、创新突破的先
行者、逆势而上的开拓者？
主办本次评选活动的浦东新区广播电视
台介绍，本届评选活动相比去年规模更大，入

浦东注重
非公企业工会建设

围候选人涉及行业广、国际化程度高，其中世
界 500 强跨国企业占半数以上，43 位入围者中
有 13 位为外籍人士。所有候选人的材料将由
上海社科院经济研究所进行统一的量化分析，
并更加深入地从投资额、纳税额、企业产值、利
润回报、创新突破、社会公益等多个方面的因
素给出基本判断。尤其是在评选规则上，
“不
以财富多寡和企业大小论英雄”，而是以“责

任”为评选标尺，在倡导正确财富观的同时不
以“利润至上”，更看重对人的价值的关注以及
对社会和环境的贡献。
为使评选活动更具权威性与公信力，主办
方再次邀请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中欧国际工
商学院院长朱晓明以及来自政府部门和企业
的一把手加入评选组委会。评委会将立足浦
东，以年度表现、创新引领、自强不息、行业影

响力等为评选规则，梳理浦东 2013 年度在金
融、航运、贸易、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等方
面的发展脉络和走向，聚焦经济人物群体，推
出最具责任感的企业。
当天，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邓捷为第二
届浦东年度经济人物评选活动揭幕。浦东新
区广播电视台制作的杂志《浦东经济人物》也
正式亮相。

上海迪士尼首幢建筑昨天结构封顶

建会数已超 4 万家
■本报记者 黄静 浦东报道
在浦东的工会组织中，87%建会单位为
非公企业，86%会员为非公企业职工，因此非
公企业成为了浦东各级工会的工作重心。今
年，新区总工会特别出台了《关于加强非公企
业工会规范化建设实施意见》，
加强非公企业
工会
“组织建设好、维权服务好、文化引领好、
促进发展好、经费管理好”等建设标准，取得
了良好的成效。
微创医疗是一家科技创新型公司，目前
全球每隔 30 秒就有一个患者在使用微创的
产品。
“公司发展如此快，也得益于工会开展
的劳动竞赛。”企业工会负责人说，公司制定
了为期 5 年的劳动竞赛总体规划，涉及制造
工艺、技术、方法的改进；攻克研发中的关键
技术和设备，
缩短研发周期等，涌现了一批创
新人才，如设计和制造支架的工人技师王常
春就获得了第二代药物支架的发明专利，每
年产生的销售额都在 5 亿元以上，目前累计
已产生销售额 15 亿元以上。
上海必胜客有限公司工会发挥了组织优
势，如针对困难职工，工会制定了关于大病、
特困经济补助详细政策，使每位职工都能在
遇到困难后得到救助。
新区总工会积极树立非公企业工会建设
先进典型，对考核验收达标的企业工会将授
予“浦东新区非公企业工会规范化建设达标
单位”牌匾和证书，选树 100 家非公企业作为
工会规范化建设示范单位，并将其与先进职
工之家、五一劳动奖状等荣誉评选相挂钩。
新区总工会通过加强规范化建设，不断
激发非公企业工会活力，增强工会组织凝聚
力和吸引力。截至目前，
全区非公企业建会数
已超过 4 万 3 千家。

■见习记者 李彦 浦东报道
在高楼大厦鳞次栉比的陆家嘴地区，位于
商城路上的波特营是一处颇有艺术气息的创
意园区，红砖房屋中透出的是欧洲建筑的经典
风格。如果你不了解波特营的历史，就很难想

■本报记者 陈洁 浦东报道

日前，
素有财经奥斯卡之称的第九届
“中
国最佳商业领袖奖”颁奖盛典在沪举行，包括
“年度企业公民奖”
“
、年度创新人物奖”
“
、年度
中国最佳人才管理奖”
等在内的各个奖项悉数
揭晓，
其中总部位于浦东的中国太平洋保险（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高国富成为本次财经
奥斯卡之星，
荣获
“年度中国最佳商业领袖奖”
。
围绕
“年度企业公民奖”
、
“年度创新人物
奖”、
“年度中国最佳人才管理奖”等奖项，凤
凰出版传媒集团董事长陈海燕、携程旅行网
董事局主席兼首席执行官梁建章、如家酒店
集团首席执行官孙坚榜上有名。
而“CEO评选出的年度最佳CEO奖”
则授
予了新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好，
“受众心目中的
年度最佳 CEO 奖”被欧莱雅集团执行副总裁
（分管亚太区）兼中国CEO贝瀚青收入囊中。
据悉，
本次活动首先通过寻找有规模、持
续增长，具备行业竞争力和领导力的公司，
并
在此基础上对公司的领导者进行一对一的访
谈，考察和评估其领导力。结合公司经营业
绩以及一把手的领导能力作为最终评判获奖
的标准。

浦东研讨
群众自治机制
■见习记者 曹之光 浦东报道

□迪士尼供图
■本报记者 郭久葳 浦东报道
上海迪士尼度假区内首幢面向游客的
建筑于昨天下午结构封顶，标志着上海迪士
尼度假区迎来又一项目开发里程碑。该封
顶建筑位于上海迪士尼度假区的零售餐饮

娱乐区内，并伫立在度假区中心湖畔的核心
区域。开园后，游客可以在其中享受丰富多
彩的餐饮和娱乐演出，更可一览壮丽的湖景
以及上海迪士尼乐园的标志性景点——奇
幻童话城堡。
零售餐饮娱乐区是世界各地迪士尼度

假 区 的 重 要 特 色 之 一 ，它 与 主 题 乐 园 和 世
界 级 的 酒 店 相 辅 相 成 ，为 游 客 带 来 丰 富 完
整的度假区体验。上海迪士尼度假区的零
售餐饮娱乐区紧邻具有神奇王国风格的主
题乐园，开业时将包含 4.6 万平方米的步行
区域。

舞动创意大旗的思考者
人物档案：孙业利，男，上海圣
博华康文化创意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他在文化创意产业方面成
绩斐然，
曾被市政府授予“上海市推
动创意产业集聚区发展十大领军人
物”称号。

高国富获评
最佳商业领袖奖

到它的“前身”其实是食品冷冻厂。让这个旧
间的碰撞，带给他很多灵感，也让孙业利深
厂房实现“大变身”的，是由孙业利领军的上海
切感受到创意产业的魅力。之后，他带领团
圣博华康公司。
队成功运作了像同乐坊、2577 创意大院等创
孙业利，上海圣博华康文化创意投资股份
意园区。
有限公司董事长、首席经济师。他曾攻读过古
接触创意产业 20 多年，孙业利创新思想的
典文学，获得英国工商管理硕士学位，从过政， 触角也延伸至徐州、武汉、青岛等地。在他看
经过商，这些阅历为他的事业积淀了丰厚的基
来，创意产业的本质不是简单的广告设计、搞
础。
搞演出、做做陶艺，而是用智慧和知识，让服务
如今，波特营已成为人们放松休闲的时尚
和产品增值。文化创意产业园地相继诞生，使
圣地，养生会所、服装定制、时尚音乐会所、艺
类似于圣博华康这样的运营商如雨后春笋般
术生活馆、个性酒吧等配套设施也是金融城白
地涌现，孙业利却不畏竞争，并乐意将自己的
领们修身养性的减压场所。孙业利打造的创
想法与同行分享。
“ 走自己的路，与同路者分
意园区虽然在功能和风格上都不尽相同，却都
享，在分享的同时，得到更多的启迪。”他经常
有着一个共性：用旧建筑，老厂房改造而成，并
这么说。
赋予其新颖时尚的规划和设计，使之成为潮流
为想要入驻创意园区的企业找机会，搭桥
和艺术人士趋之若鹜之地。
梁，这也是孙业利每天都在做的事。他提出的
“最专业的创意园区运营商”，孙业利这 “与商家共同成长的理念”确实让园区增值不
样评价他的团队。上海 2577 创意大院、陆家
少。每逢休息日，波特营创意园区里的拉亚汉
嘴波特营、上海音乐谷、浦东国际影视新天
堡餐厅就会人气爆棚，其实这个原先在台湾做
地 …… 仅 在 上 海 市 内 ，经 由 圣 博 华 康 咨 询 、 早餐的商家刚到大陆发展时曾几经碰壁。之
运营的园区就有 40 多个。用孙业利的话来
后，拉亚汉堡找到了圣博华康，孙业利认为商
说，他已经一头跳进了创意产业的这片海洋
家以“手工汉堡”作为卖点是个很不错的想法，
中。2004 年，孙业利在成功组织了上海首次
就和团队一起为其量身定做了营销计划、成长
国际创意产业发展论坛后，便投身于上海创
计划、加盟计划。入驻波特营三个月后，拉亚
意产业。论坛上各路文创产业名宿思想之
汉堡的业绩就逆袭了。孙业利说：“帮助入驻

企业开辟新的成长空间，和他们一起成长，就
是我们的价值。”这也是他口中说的从“招商”
到
“造商”的转变。
每天的新挑战带给孙业利的除了压力，还
有脑海里迸发的新火花。
“我打算出一本‘创意
之邦’的书，里面会有很多创意产业的小故
事。”他说，最开始是创意产生园区，那就是“创
意制邦”，但是未来一定要打造“创意智邦”，使
创意产业在形成一个“邦”的概念上，达到一个
智慧的高度。

19 日下午，浦东举办主题为“让群众
满意——充分发挥党组织在群众自治中作
用”专题论坛，围绕积极发挥基层民主协
商、健全基层党组织领导、完善基层群众自
治机制展开讨论。
在合庆镇，“1+1+X”工作法让村民民
主意识有了很大提高。第一个“1”，即党组
织的领导；第二个“1”，即一本 《村民自治
章程》，是依据“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制定
的村民自治大纲；“X”，即具体的“实施细
则”，是村里的各项办事准则和规章制度。
合庆镇党委副书记严俊杰说，过去农村权利
集中在村干部，易造成干群对立，如今村村
有自治章程，村里大事小情都要在村民大会
进行民主表决。
大团镇金石村推行了与“1+1+X”工
作法有异曲同工之妙的“四议两公开”工
作法。按照“村党支部提议、村委会商
议、党员大会审议、村民代表会议或村民
会议决议、决议公开、实施结果公开”的
规范流程办事，纾解了村里的矛盾。而退
休干部戴珠凤在塘桥社区贵龙苑居民区设
立的“戴老师议事厅”，凡是居民有生活琐
事和服务需求，都可来此议一议，也成为
浦东基层“协商民主”的成功样板。区委
组织部副部长周奇透露，群众自治工作在
浦东已经积累了丰富经验，下一步将继续
推进这项工作，更好搭建村居协商议事平
台，培育基层自治骨干。

轨交 10 号线二期
环评第二次公示
■本报记者 黄静 浦东报道
上海轨道交通 10 号线二期规划开建，届
时将连接起上海自贸区和虹桥商务区。日
前，10 号线二期进行环评第二次公示。根据
公示，
该线计划于 2017 年建成通车。
轨道交通 10 号线二期起自一期终点站
新江湾城站北端（不含），至外高桥保税区的
基隆路站，线路沿淞沪路过黄浦江后，
再沿港
城路至基隆路站，途经杨浦、浦东 2 个行政
区，全长 10.08 公里，共设置 6 座车站，即国帆
路站、双江路站、高桥西站、高桥站、港城路站
和基隆路站。
10 号线二期与一期的连接，形成了一条
连接浦东与浦西的过江通道，将极大地满足
北部地区市民的出行需求，同时也串联起了
虹桥枢纽、虹桥商务区。公示透露，10 号线
二期计划于 2017 年建成通车，届时所选车辆
将采用与一期一致的 A 型车，运营时间预计
为 5 时至 23 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