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学发展 成就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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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壮士断腕”的勇气———主动调低
经济增速、逐年缩减审批项目、强力推进节
能减排、密集出台减税减负……

这是自我加压 、 不断跨越的发展新
篇———努力提升经济发展质量、 不断强化
政府公共服务职能、 持续加大民生生态投
入、逐步提高东中西部发展协调性……

加，是为了发展；减，也是为了发展。加
减之间，凸显出10年来我国追求“更好发展”
的科学取向。

速度上主动做减法
质量上努力做加法

今年一季度， 我国经济同比增长8.1%，
增速较去年四季度8.9%的水平进一步放缓。
而根据年初的设定， 今年我国经济增速的
预期目标也 将 由 过 去 几 年 的 8%调降 至
7.5%。“十二五”期间，经济增速目标更是被
设定为7%。面对国际国内新的发展大势，中
国主动调低经济增速的举措引发广泛关
注。

就在经济增速放缓的同时， 经济结构
和发展质量得到进一步优化：近10年来，我
国第一产业占GDP的比重从15.1%下降到
10.1%的同时，第二产业占比从45.9%上升到
46.8%，第三产业占比从39%上升到43.1%。

数据显示 ，在出口 、投资和消费 “三驾
马车” 对经济发展的贡献中， 今年出口对
GDP的拉动作用将进一步降低， 消费则有
望成为经济发展的第一贡献力。

“2012年消费将成为经济增长的第一拉
动力 ，这是近10年来的首次 。”商务部研究

院专家认为。

节能减排“硬约束”
生态投入“大动作”

作为经济社会发展中一项主动 “做减
法”的指标 ，节能减排既是 “硬约束 ”，更是
“动员令”。几年前，节能减排作为约束性指
标首次写入我国“十一五”规划，明确规定5
年内将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降低20%左
右、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减少10%。

在为节能减排念 “紧箍咒 ”的同时 ，生
态建设和环保投入正不断做着 “加法”。10
年来，国家投入巨资先后实施了退耕还林、
天然林保护、京津风沙源治理、退牧还草等
生态工程，大力增加和恢复林草植被，水土
流失减少 ，风沙危害减轻 ，长江上游 、黄河
上中游等重点流域生态环境明显改善。

“无论从历史教训还是现实需要看，我
们都必须摆脱和抛弃黑色发展之路，寻求绿
色发展之路。”清华大学教授胡鞍钢认为。

东部增速相对放慢
中西部发展不断提速

从近年来的趋势看，就全国总体而言，
东部地区增速放慢、 西部和中部地区增速
较快的格局日益清晰。

2010年，东部地区国内生产总值占全国
的比重为53.0%， 比2005年下降2.5个百分
点； 东部地区固定资产投资占全国的比重
为41.7%，比2005年下降9.7个百分点 。中西
部地区及东北地区经济总量和投资占全国
的比重持续上升， 区域发展呈现出协调性
增强的趋势。

这一趋势既有内外部发展环境的客观
影响， 更源于近年来我国推进区域协调发
展的一系列举措：在鼓励东部发展的同时，
我国积极推进西部大开发、东北振兴、促进
中部地区崛起。

“一快一慢之间，反映出中国区域经济
形成了梯度发展。 从区域不平衡逐渐走向
平衡，全面 、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正
在得到体现。”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咨询
研究部副部长王军认为，过去30年，东部要
给中国经济发展闯出一条新路； 今后几十
年，中西部地区要为经济发展增添后劲。

审批项目不断缩减
公共服务职能不断增强

10年来， 我国全面清理审核行政审批
项目。 对国务院部门的审批项目先后进行
了5轮全面清理，逐项进行审核论证。同时，
各省（区、市）本级共取消调整审批项目3.6
万多项，占原有审批项目总数的68.2%。

与此同时， 各级政府在加强和改善宏观
调控、强化市场监管的同时，正着力在公共服
务职能上“做加法”，更加注重履行社会管理
和公共服务职能，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政绩考核评价机制也在各地不断探索和
完善。 不少地方政府在考核经济增速核心指
标的同时，增加了对人均可支配收入、环境保
护和生态建设、扩大就业、完善社会保障等其
他指标的考核，政府的服务功能日益凸显。

专家指出， 政府的主要职能是经济调
节、市场监管 、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 。审批
项目总数不断减少、 公共服务
职能不断强化的背后， 凸显出
我国政府职能转变迈出新的步

伐，着力解决经济调节“越位”、市场监管“缺
位”、社会管理“错位”、公共服务“不到位”等
问题。

减税减负持续推进
民生投入不断加大

今年一季度全国税收收入增长10.3%，
增幅创下近3年来新低，这与过去相当长一
段时间内我国税收收入增速达到20%乃至
30%形成鲜明对比。

“税收收入的下降与经济增速放缓有
一定关系，但未见得就是坏事。税收取之于
民、用之于民，减税减负、少取多予，这是我
国可持续发展的思路。”中国人民大学财政
金融学院教授安体富认为。

更加注重改善民生， 更加注重让人民
共享发展成果。 遵循这一战略思路， 近年
来，国家采取了诸如取消农业税、多次上调
个税起征点、对小微企业所得税减半征收、
扩大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范围等一系列
减税减负举措，在税负领域让利于民。

减税减负的同时， 国家对民生的投入
力度正不断加大。 今年中央财政预算安排
用于与人民群众生活直接相关的教育 、医
疗卫生 、社会保障和就业 、保障性住房 、文
化方面的支出就达到13848亿元， 比上年增
长19.8%，较之往年更有明显增加。

“人是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中国（海
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指出，让发展
凸显以人为本，我国的发展之路将会走得更加
坚实。 （据新华社北京6月24日电）

据新华社大马士革6月23日电 叙利
亚外交部新闻发言人马克迪希23日表示，
叙利亚对邻国土耳其并没有敌意 ， 前一
天发生的土耳其战机在叙境内 “坠落” 事
件目前正在得到妥善解决。

土耳其总理府办公室23日发表声明，
确认22日在叙利亚领海坠毁的土耳其战机
是被叙利亚击落的， 并称将 “采取必要措
施” 应对这一事件。

据新华社布宜诺斯艾利斯6月23日电 国务院
总理温家宝当地时间23日下午乘专机抵达布宜诺斯
艾利斯， 开始对阿根廷进行正式访问。

在机场，温家宝发表了书面讲话。他说，中阿传
统友谊深厚。建交40年来，特别是2004年中阿建立战
略伙伴关系以来，双方高层交往频繁，政治互信日益
加深，经贸、文教、科技等领域友好交流合作成果丰
硕，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保持良好协调和配合。中国
政府一贯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阿关
系，愿以两国建交40周年为契机，同阿方共同努力，
增进双方互利友好合作，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

温家宝表示，我期待在访问期间同阿根廷领导人
就双边关系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
意见。我相信，此访将有助于两国扩大共识、增进互
信、深化合作，推动中阿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

温家宝访问阿根廷

新华社上海6月24日电 记者从复旦大学获悉，
著名数学家、 教育家谷超豪因病医治无效， 于2012
年6月24日1时8分在上海华东医院逝世， 享年87岁。

谷超豪是第八、 九届全国政协常委， 国家最高
科学技术奖获得者， 中国科学院院士， 中国科学技
术大学原校长， 复旦大学原副校长， 复旦大学数学
研究所名誉所长、 数学科学学院教授。

国家最高科技奖得主谷超豪逝世

据新华社北京6月24日电 记者24日下午从中国
地震局获悉， 24日15时59分在云南、 四川交界发生
的5.7级地震已造成2人死亡、 约百人受伤。 中国地
震局已就此次地震启动四级响应。

北京时间2012年6月24日15时59分， 云南省丽江市
宁蒗彝族自治县、 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盐源县交界
发生5.7级地震。震后，中国地震局立即启动四级响应。

据云南、 四川当地地震部门报告， 截至目前，
此次地震已造成2人死亡、 约百人受伤， 震区有房
屋倒塌， 云南省宁蒗彝族自治县永宁乡通讯中断。

滇川交界发生5.7级地震
中国地震局启动四级响应

据新华社拉萨6月24日电 记者从武警交通四支
队获悉， 川藏公路西藏芒康县境内海通沟段23日下
午发生大型泥石流灾害， 并已形成堰塞湖， 该路段
目前交通中断， 截至记者发稿时， 有100余台车辆
受阻， 300余人被困， 没有人员伤亡报告。

据担负川藏公路抢险保通任务的武警交通四支队介
绍，发生泥石流路段位于川藏公路318国道K3404公里处。

川藏公路发生大型泥石流
数百人被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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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加减之间看科学发展
新华社记者 陈二厚 王宇 朱立毅

土战机“坠落”事件
正得到妥善解决

叙利亚:

新华社北京6月24日电 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
家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将于6月29日至7月1
日赴香港出席庆祝香港回归祖国15周年大会暨香港
特别行政区第四届政府就职典礼。

胡锦涛将出席庆祝香港
回归祖国15周年大会
并出席香港特区第四届政府就职典礼

据新华社北京6月24日电 据新华社全国农副产
品和农资价格行情系统监测， 5月下旬以来全国鸡
蛋价格持续快速上涨， 6月中旬开始出现明显回落，
6月15日至6月24日， 鸡蛋全国日均价连续9天下降，
累计降幅为2.9%。

全国鸡蛋价格降势明显

6月23日， 比利时空军
在弗洛雷讷基地举行国际
航空表演， 纪念该空军基
地建成70周年 。 共有13个
国家的空军派出飞机参加
表演。

图为在比利时弗洛雷
讷空军基地， 一架瑞士空
军战斗机与 9架小型教练
机编队飞行。

新华社发

比利时举办
国际航空表演

据新华社开罗6月24日电 埃及最高
总统选举委员会主席苏尔坦24日宣布，穆
斯林兄弟会（穆兄会）候选人穆尔西成功赢
得总统选举决胜轮， 成为前总统穆巴拉克
下台后的首任埃及总统。

穆尔西当选埃及新总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