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版责编 周小雷 孟姣燕 责任校对 彭扬时事 ２０12年2月6日 星期一8

本社地址：长沙市芙蓉中路 广告经营许可证：湘工商广字００１号 广告部电话：（０７３１）8４３２６０２６、8４３２６０２４ 邮箱地址：4326042＠126．ｃｏｍ 零售：每份1元 昨日开印：2∶30 印完：6∶5０ 本报印务中心印刷

1月31日， 温家宝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
第六次全体会议 ， 决定将 《政府工作报告
（征求意见稿）》 发往各地各部门征求意见。
2月3日至4日 ， 温家宝到广东省走访企业 、
村庄， 考察人才市场和海关物流园区， 召开
座谈会， 听取基层干部群众对政府工作的意
见和建议。

农村办事要由农民作主
4日上午， 温家宝来到位于广州市城乡

结合部的白云区江高镇水沥村。 在讨论到村
里要开展的一些建设时， 温家宝说， 村里的
事务要坚持由村民作主， 一切相信农民， 一
切依靠农民， 依靠村民自治搞好农村社会管
理， 这是唯一正确的道路。 现在的问题是，
一些地方农民作主流于形式。 对涉及农民切
身利益的大事， 有的乡村干部一开始说老百
姓都是同意的， 但后来闹起事来发现老百姓
并没有同意。 因此， 农村办事要广泛听取农
民意见， 要由农民作主。 这是大道理， 要管

一切小道理。

耕地保护一寸都不能松
温家宝说， 城市建设要考虑郊区农业用

地， 不能让每一个城市都没有郊区， 都是高
楼大厦 ， 都是工厂 ， 然后吃菜都得从外地
运， 赶上冰雪天气， 菜就断了， 价格飞涨。
只有农业稳 ， 粮食产量稳定 ， 蔬菜产量稳
定， 物价才能稳定。 农田基本建设资金要给
郊区土地更大的比重， 支持农民把地养好、
养肥。

温家宝说， 我今天在耕地上是一寸都不
放， 一口都不松， 可以说寸步不让。 希望在
座的同志特别是干部能够理解。

农村要保持田园风光
在讨论到农村盖房、 发展乡村旅游等问

题时， 温家宝说， 谈到农民盖房， 这应该说
是政府工作的不足。 对农村盖房应该有统一
规划、 多种设计， 满足群众多样化的需求。

温家宝说， 农村发展旅游观光要坚持农
村的特色 ， 保持田园风光 ， 这是基本的取

向 。 办乡村旅游 ， 应该让游人住到农民家
里， 吃当地生产的农产品。 如果把农村搞得
像城里的公园一样， 还叫乡村旅游， 那是假
的。

稳定进出口政策
4日上午， 温家宝考察了广州白云国际

物流有限公司的业务办理大厅， 与物流和进
出口企业负责人座谈。

温家宝说， 面对严峻的形势， 企业要特
别注重提升竞争力， 包括加大研发力度， 培
育自主品牌 ， 调整出口结构 ， 开辟新的市
场。 进出口政策要总体保持稳定。 如果要做
调整， 也应当是鼓励性的多于限制性的。 这
个信息要尽快传递给广大企业。

温家宝特别强调， 现在欧洲面临债务危
机， 我们要从战略上考虑对欧关系， 维护国
家利益。 帮助稳定欧洲市场， 实际上也是帮
助我们自己。

毫不动摇把改革开放推向前进
4日下午， 温家宝来到白云电气集团公

司考察。 温家宝对在场的职工们说， 二十年
前 ， 小平同志不顾八十多岁的高龄来到广
东， 讲了许多语重心长、 发人深省、 具有深
远历史意义的话。 他明确告诉我们， 要坚持
改革开放不动摇， 不改革开放只能是死路一
条。 这些话我以为至今仍有强大的震撼力，
而且有着巨大的指导意义。 当前我们面临的
形势总体是好的， 但是世界政治经济形势变
化非常剧烈， 我们国内面临的挑战和困难不
少， 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依然是改革开放！
在经历三十多年改革开放的今天， 我们要继
续下定决心、 鼓足勇气， 毫不动摇、 永不停
顿地把改革开放推向前进， 特别是要有针对
性地做好改革开放的长期规划设计， 继续大
胆地试、 大胆地闯。

温家宝说， 改革开放必将贯彻整个现代
化进程， 只有改革开放才能走出一条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道路， 才能使我们的经济和社会
发生更大的变化， 给人民带来更多的实惠，
我们的民族才能在世界民族之林昂起头来，
坚强不倒。

（据新华社广州2月5日电）

破解难题要靠改革开放
———温家宝总理就政府工作在广东听取群众意见

新华社记者 赵承

据新华社的黎波里2月4日电 中国商
务部工作组4日晚抵达利比亚首都的黎波
里， 实地考察和了解中国企业原在利项目
现状和企业受损情况， 并与利方就妥善解
决项目后续问题进行沟通。

据了解， 中国企业在利承接的基本上

是住房、 铁路、 电信等民生项目。 此前利
方曾表示欢迎中方参加利比亚重建。 中方
表示愿意支持中国企业发挥自身优势， 参
与利比亚重建， 进一步扩大和深化中利双
边经贸合作。

新华社南昌2月5日电 江西省第十一届
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2月5日选举鹿心社为
江西省人民政府省长。

据新华社杭州2月5日电 （记者 商意盈 张
和平） 记者从浙江省泰顺县政府获悉， 因涉嫌
刑事犯罪， 公安机关3日对温州立人教育集团
有限公司董事长董顺生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目
前该案件正在办理中。 同时泰顺县政府相关部
门表示 ， 目前该案所涉民间借贷数额尚在统
计， 涉及人数也尚未明确。

在去年爆发的温州民间借贷危机中， 立人
集团资金链出现断裂。去年10月31日，立人集团
召开“借款人代表大会”。董事会宣布，于去年11
月1日起停止支付所融资金和利息，进行资产重
组。据立人集团董事会当时披露的信息，立人集
团欠债规模约22亿元，涉及千人左右。

据了解， 温州立人集团成立于2003年， 注
册资本金3亿2千万元， 该公司旗下已有学校、
公司等共计36家。

中国商务部工作组抵达利比亚

据新华社上海2月5日电 5日， 华东理工大
学在全国六个城市设立自主招生考点； 刚刚宣
布退出 “北约 ” 自主招生联考阵营的复旦大
学， 当天下午也在苏浙沪三地的22个考点同时
举行俗称 “千分考” 的复旦水平测试。 2012年
高校自主招生开考。

据悉，今年高校自主招生考试的“高潮”将
出现在下周末，2月11日，“北约”“华约” 同时开
考，“卓越同盟”考试安排在2月12日。 其间还有
多所高校将以“独立自招”的身份组织考试。

高校自主招生开考
万人参加复旦“千分考”

鹿心社当选江西省省长

涉嫌民间借贷数十亿元
温州立人集团董事长被拘

据新华社德黑兰2月5日电 （记者 杜
源江 何光海 ）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副司
令侯赛因·萨拉米5日说， 伊朗将攻击任何
被用来军事打击伊朗的地点。

伊朗半官方的法尔斯通讯社当天援引
萨拉米的话说：“任何被敌人用来袭击伊朗
的地点都会遭到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攻击。 ”

伊朗外长萨利希4日在接受媒体采访
时说， 伊朗正准备应对西方所有针对伊朗
的计划， 甚至正准备应对最坏情形。 同一
天， 伊斯兰革命卫队陆军宣布开始在伊朗

南部举行军事演习， 并表示此次军演旨在
提升伊斯兰革命卫队应对威胁的能力。

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少将阿里·法达
维上月5日曾表示， 革命卫队海军将于2月
在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附近举行大规模
军事演习。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和伊朗军队是伊
朗武装部队的重要组成部分。 革命卫队约
有12.5万人，包括地面、空中和海上力量，它
还控制着约9万人的准军事力量———巴斯
基民兵。

将攻击任何被用来袭击伊的地点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

据新华社南京2月5日电 俗话说 “十五的
月亮十六圆”， 可龙年正月里的月亮却是 “十
五的月亮十七圆”。 中科院紫金山天文台研究
员王思潮介绍， 本月月亮最圆将出现在8日清
晨5时54分。

王思潮解释， 月亮围绕地球运行的轨道是
一个椭圆， 时近时远； 近时走得快一些， 远时
走得慢一些。 如果在上半个月快了， 就会准时
到达圆月的位置， 在十五圆； 如果慢了， 就会
“晚点”， 赶在十六或十七到达圆月的位置。

今年元宵月：
“十五的月亮十七圆”

3日前往亚霍里纳山出席会议的塞尔维亚总统
和克罗地亚总统被大雪围困， 直到4日才得以下山
回国。 图为2月4日， 在波黑萨拉热窝附近的亚霍
里纳山上， 铲雪车在清理路面积雪。 新华社发

“雪困总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