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政府工作报告中，还提到了
“积极发展多种形式农业适度规
模经营，完善对家庭农场、专业大
户、农民合作社等新型经营主体
的扶持政策”。昨日上午，在电视
机前，河南新田地种植专业合作
社理事长李杰怀着激动的心情看
完了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直播，
写入报告的这一点，正是李杰参
加1月26日的座谈会时，当着总理
的面提出来的。

“不到一小时写完建议”

李杰回忆，参加座谈会的十多
天前，他突然接到河南省农业厅工

作人员打来的电话，邀请他到北京
参加一个会议，届时谈一谈农业工
作中面临的问题。“我经常参加一
些会议，也没太在意，过了几天才
得知，是参加总理主持召开的座谈
会，一下就懵了，太惊讶了。”

开会前要准备发言稿，李杰几
乎不用想，提起笔“刷刷刷”不到一
个小时就写完了自己的建议，“都
是我这几年创业中的所想所感，没
有空话套话，都是大实话。”

发言稿不用想，但想到要去中
南海开会，李杰却紧张得不行，甚
至在开会前两天晚上就睡不着觉。

“一方面是紧张兴奋，一方面是怕
说错话，毕竟我是代表全国农民参
加。”1月26日开会当天，会场的气
氛让李杰放松了下来，李杰回忆，
看到总理感觉很亲切，“因为总理
在我们河南任职多年，他对河南农
业也非常了解，说话非常和蔼可
亲。所以在那个环境中往那儿一
坐，所有的紧张瞬间就没了。”

“新型农民的代表”

作为全国唯一的基层农民代
表，李杰是那场座谈会8名代表中
最后一个发言的，在6分钟的发言
中，李杰希望政府在人才、专用设
备等方面加大对农民合作社的帮
扶。李杰回忆，听完他的汇报，总

理称赞他“是新型农民的代表”。
当天在发言中，李杰说，去年

他们合作社小麦亩产1260斤，比
荥阳平均亩产高出200斤左右。这
一点，引起了总理的关注。李杰回
忆，当天座谈结束以后，总理和大
家一一握手。轮到李杰时，他想到
总理曾在河南多年，一句“欢迎总
理常回河南”脱口而出。“总理握
着我的手，笑着说，河南的小麦平
均亩产量在1000斤左右，你们做
到亩产1200斤，不错，好好干。”

但是，全国那么多农民，为什
么偏偏选中李杰？李杰告诉成都商
报记者，他其实也一直在思考这个
问题，“可能觉得我是‘新农人’的
代表吧。”李杰认为，自己的合作社
主要做传统粮食的结构改良，比如
种植专用于制作面包的强筋小麦
和粗蛋白含量更高的优质玉米，取
得了不错效果，农民也直接受益。

目前，李杰的新田地种植专业
合作社已经插上了互联网+的翅
膀，“我们做了一个电子商务平台，
通过B2B的形式做农业生产资料。
还有一个原因是，我经常被农业部
邀请作一些农业方面的讲课，我听
说总理这次安排农业口代表的时
候，首先要求的是新型农业，可能
觉得我算是其中的代表吧。”
成都商报记者 邱峻峰 北京报道

昨日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
“发挥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和‘互
联网+’集众智汇众力的乘数效
应。打造众创、众包、众扶、众筹平
台，构建大中小企业、高校、科研
机构、创客多方协同的新型创业
创新机制。”当听到关于双创和

“互联网+”相结合以及促进制造
业升级的内容后，南京壹千零壹
号自动化科技公司创始人李获鼎
非常激动。

在李获鼎看来，创新非常关
键，但所有的创新和创意必须要
落到实处，这就需要制造业帮助
去实现，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这一
点，能减少不少小微企业的麻烦。

到了北京才知道要进中南海

李获鼎记得，参加总理座谈
会是1月26日的上午，那是他第一
次走进中南海见到总理。“一开始
接到消息，只知道要去北京参加
一个会，并不知道这个会的内容
是什么。”李获鼎回忆，他1月22日
左右接到一个电话，因为不是熟
悉的号码，他差一点挂断。

电话那头，对方自称是工信部
的工作人员，邀请他到北京参加会
议。而直到开会前夕，他到了北京，
相关工作人员才告知，要进中南
海，当着总理的面给政府工作报告
提建议。“当时我的心情可以用3个
词形容——意外、兴奋、紧张。”

3点建议源自创业问题

会议当天，总理的亲切和蔼让
一开始“腿都不知道怎么放”的李
获鼎放松了心情。李获鼎当天有6

分钟的发言时间，一共提了3点建
议：设立制造业专项产业基金；建
立规章制度促进高校职务发明产
业化；把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和制
造业连接到一起。最终，他的一句

“要把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和制造
业连接到一起，让更多好创意变成
好产品”被放上了新闻联播。

至于如何连接，李获鼎已经
找到了答案，那就是他所从事的
——“机器胶囊”。李获鼎提出的
建议，其实也是他创业以来所面
临的问题。身为一名80后，2013
年，李获鼎结束北漂回到南京创
业，当时他和团队准备制作一个
3D打印机，但找了很多大工厂，
对方根本不愿意来制作，“因为我
们就只做一个，大工厂面对的都
是成千上万的大订单，根本不会
专门给你来做这个。”

在当天的会议上，李获鼎谈
到，一个小公司不可能去买一个特
别贵、特别大的设备，另外一方面，
公司或工厂的设备有时候是闲置
的，因此需要一个平台打通供给和
需求，而“机器胶囊”——一个云工
厂平台，正好解决了这一问题。

全 国 人 大 代
表、复旦大学脑科
学研究院院长马
兰4日在接受记者
采访时表示，鉴于
脑科学的重要性
以及这一领域激
烈的国际竞争形
势，我国宜加速制
定和实施中国“脑
计划”。

“大脑是人体
的司令部，我们如
何感知世界，怎样
控制运动，乃至我
们的记忆、意识、
思想和智力是怎
么产生的，这些都
属于脑科学的研
究范畴。”马兰说。

马兰介绍，美
国早在2013年就发
布了“脑计划”，欧
盟和日本也在2013
年、2014年相继发
布了各自的“脑计
划”。面对激烈的
国际竞争，中国脑
科学家在有关部
委的领导下早在
2013年就开始酝酿
中国的“脑计划”，
就“脑计划”的意
义、内容等展开热
烈的讨论，不断取
得进展。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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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光祖：
绝不允许
高铁擅自乱涨价

全 国 人 大 代
表、中国铁路总公
司总经理盛光祖5
日在江苏代表团
全体会议审议政
府工作报告结束
后接受记者采访
时表示，目前没有
大规模调整高铁
运价的安排，铁路
部门对票价管理
非常严，绝不允许
擅自乱涨价。

对于旅客反映
15元盒饭数量不够
的问题，盛光祖表
示，铁路部门一直想
为旅客提供价廉物
美的食品，考虑增加
包子、馒头、三明治
的供应。此外，他表
示，12306购票体验
不错，也在不断改进
中。对于何时高铁会
开通Wifi，他表示，

“正在抓紧”。
据新华社

新变化

两会
动态

人大代表：
加快制定、实施
我国的“脑计划”

“报告中
有我的建议”
成都商报记者专访两位走进中南海的草根建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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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开幕，李克强总理作政府工作报告。这份报告在草拟之时，
总理在中南海召开了3次座谈会，分别听取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无党派人士代表、专家学者、
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体育界人士和基层群众代表等各方意见。

这些代表中，包括了来自河南荥阳的普通农民李杰和来自南京的80后创业者李获鼎。昨日，成都商报
记者专访了这两位草根建言者，听他们讲述走进中南海，和总理交流政府工作报告的故事。

南京80后创业者李获鼎：
双创和制造业连一起 能为小微企业减麻烦

河南农民李杰：
发言稿提笔就来“都是创业中的大实话”

昨日上午，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
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开幕，位于人民大
会堂北大厅的“部长通道”再次成为媒
体记者的新闻“战场”。在上午开幕会入
场前和散场后，包括国家工商总局局长
张茅，中台办、国台办主任张志军，教育
部部长袁贵仁，住建部部长陈政高，交
通部部长杨传堂，农业部部长韩长赋，
国家卫计委主任李斌等在内的7位部委
负责人在“部长通道”接受媒体采访，回
应各自领域的热点话题。

“部长通道”是全国两会上媒体的必
争之地，很多热点新闻也都产生于这里。

今年，仍然延续着前年以来由全国
人大新闻组工作人员引领部长受访的惯
例。当然，变化也在发生。全国人大新闻
组工作人员朱恒顺介绍，今年，主动想在

“部长通道”接受记者采访的部长越来越
多，他们已经提前和部委进行了沟通，希
望分批进入，以便让媒体采访到更多的
部长。朱恒顺表示，从目前的情况看，今
年部长们接受采访的次数会超过去年。

昨日上午7：30，离大会开幕还有一
个半小时，“部长通道”旁就聚集了数百
家媒体，各自抢占有利位置，期待采访
到各部委的“掌门人”。

不同于前些年的“追访”，从前年开
始，全国人大新闻组为了维持现场秩
序，拉起了秩序线，并设立了采访台让
部长们接受媒体集体采访。同时也向记
者们承诺，会协调更多部长接受采访。

前年，在“部长通道”上，曾出现过
“部长排队等候答记者问”的情况。去年
，全国人大新闻组现场工作人员向媒体
承诺，会协调部长们分时间段进入人民
大会堂，主动“来访”，以便能更充分地
采访到更多部长。

今年这一情况也有了一定的改善，

经过沟通后，很多部长为了避免“撞
车”，也选择了分批进入“部长通道”，昨
天上午，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就有7位
部委负责人陆续走向采访区接受采访。

据两会新闻中心一位工作人员介
绍，今年两会开幕前，已经有七八位部
长委托部门的新闻办主任与大会新闻
中心沟通，了解媒体采访需求。他认为，
从记者“我要问”，到部长“我要说”，体
现出的是官员与媒体的互动越来越成
熟、越来越顺畅。

全国人大新闻组介绍，在“部长通
道”，前年各部委共接受采访18次，去年
20次，数量呈上升趋势，“部长愿意跟大
家沟通、互动，愿意接受采访，这种态度、
这种姿态是每年都有变化，都在进步”。

避免采访“撞车”部委“掌门人”分批入场

但是，并非所有部长都走“部长通
道”。全国人大新闻组现场工作人员介
绍，部长们入场基本上分三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是主席团成员的，或者
在主席台就座的不会走“部长通道”，比
如央行行长周小川。第二种情况是部长
是全国人大代表的，可以选择“部长通
道”入场，也可以跟所在代表团一同乘
车，从人民大会堂东门入场。第三种情
况就是列席的部长们，通常都会走北大

厅的“部长通道”。
按照近年来的惯例，进入人民大会

堂北门，过安检后，第二道门内会摆着
政府工作报告等文件材料，现场有工作
人员为大家发材料，再往里走，一条不
太宽的红地毯从入口处一直连接到大
会会场上二楼的台阶，紧挨着红地毯的
左手边会拉着媒体秩序线，在靠近大厅
中间位置摆着媒体采访台，部长可以从
红地毯上或右手边的通道入场。

并非所有部长都走“部长通道”入场

2008年设秩序线 第二年有了话筒
谈起这些年的“部长通道”变化，现

场多名工作人员表示，这些变化的目的
只有一个：给记者采访提供更多的方
便，同时也要让秩序不至于太乱，让部
长们能够按时开会。

工作人员介绍，早些时候现场比较
混乱，所以想了办法改进。比如，2008年，
提出要设立秩序线；2009 年，有了话筒
架；2010 年，开始请记者出来邀请部长
……“这些是形式上的变化，我们一直在
努力，跟部委沟通，希望部长们能够接受
大家的采访”。工作人员说，后来还是发
现有问题，记者邀约部长采访有时候会
不太雅观，“沟通之后决定通过我们的工

作人员引导部长过来接受采访”。
“从前年开始，今年是第三年了。”朱恒

顺表示，随着“部长通道”越来越受关注，对
工作人员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今年他还承
担起了代记者提一些热点问题的职责，

“主要是考虑到一些记者在很后边的位
置。当然，提的问题都是来自于你们，我们
不做这个准备，部委也不做这个准备。”

全国人大新闻组也表示，也有些部
长不接受采访是因为在两会期间要出席
本部委的专场记者会。据悉，与往年相
比，今年各部委的专场新闻记者会也非
常多，几乎每天都有专场新闻记者会。

成都商报记者 韩利 北京摄影报道

起草组发出报告征求意见稿约4000份，各方面提出
了1000条左右的意见，经过整理已尽可能吸收到政府工
作报告中。

政府工作报告起草组负责人黄守宏说，中国政府网
等单位发起了“我向总理说句话”的活动，截至3月1日共
收集6.1万余条留言，经筛选整理出的近600条都转给我
们。起草组对各方面的建议意见逐条研究，最大限度地吸
纳到报告中。

广纳
建议

新知识

说进步

李获鼎

李杰

“部长通道”

部长
通道

每年全国两会召开全体
会议时，人民大会堂北大厅都
是列席会议的国务院各部委
主要负责人进出会场的必经
之地。虽然短短不过100米，
但由于记者在这儿有可能捕
捉到最新消息、听得到权威声
音，因此被称为“部长通道”。

全国人大新闻组揭秘“部长通道”这些年的变化：

从记者“我要问”
到部长“我要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