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月15日， 一批边防部队新战士在侵华日军南京
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悼念广场举行 “勿忘国耻， 牢
记使命， 矢志报国” 主题活动。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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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4日至15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
委、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来到浙江杭州、湖
州、嘉兴等地，调研经济运行情况。

温家宝指出，当前我国经济发展基本面
是好的，一些领域出现积极变化，保持经济
平稳较快发展具备不少有利条件。 同时也要
清醒地看到， 经济趋稳的基础还不牢固，经
济困难可能还会持续一段时间。 越是困难，
越要增强信心。 要按照中央统一部署，密切
跟踪分析形势，及时发现经济运行中的新情
况、新问题，并结合本地区、本部门实际，创造
性地开展工作。 我们有条件、有能力，也一定
能够实现今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

浙江是我国经济大省， 外向型经济发
达。尽管今年国际国内经济形势复杂严峻，
浙江第二季度国内生产总值仍同比增长
8%，比一季度提高0.9个百分点，经济运行

正呈现出“低开稳走向上”态势。
调研期间，温家宝来到网易公司、中控

科技集团、诺力机械公司、海信惠而浦电器
公司、 五芳斋公司和雅莹服装公司等企业
详细了解生产经营情况，并在企业里召开3
场座谈会。

温家宝说， 我此行的目的概括起来就
是八个字：增强信心，关注就业。今年以来，
我们按照 “稳增长 、调结构 、惠民生 ”的要
求， 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特别是欧债危机
带来的外需减少等不利影响， 采取了一系
列调控措施。一是加大结构性减税力度，特
别是推进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 并且将
试点范围扩大到10个省市， 实施一系列减
轻小微企业税费负担的政策措施。 二是实
施稳健的货币政策。 两次调低存贷款基准
利率， 并扩大利率特别是贷款利率浮动区
间，降低存款准备金率。三是在全国第二次
较大规模支持企业技术改造。 四是鼓励民

间投资。 出台了“新36条”的42个实施细则，
目前民间投资占整个固定资产投资比重提
高到62%，增长速度高于国有投资。 五是实
施“节能家电惠民工程”。 六是加大关系民
生的基础设施建设。 这些措施已经并将继
续对促进经济发展、结构调整、转变发展方
式和改善民生发挥重要作用。

座谈会上， 他还专门听取了浙江省和
杭州市、湖州市、嘉兴市就业服务部门以及
企业负责人关于就业状况的分析和建议。

在网易公司， 温家宝和一线员工亲切
攀谈。 听说企业今年新招收大学生700余
人，既有来自甘肃等中西部地区的，也有来
自广东等东部沿海地区的，温家宝说，只有
广聚人才， 企业才能发展。 企业要发展得
好，既需要负责人经营管理好，也需要广大
职工的辛劳付出。

一些企业负责人在座谈会上反映，最
近几年劳动力成本持续快速增长， 员工工

资年均增长15%左右，即便如此，还是有不
少人不愿做“蓝领”。

温家宝说， 在经济比较困难的情况下，
必须高度重视就业工作。要坚持就业优先的
战略，扎实推进稳定就业的工作部署。 一是
强化政府责任， 加强对就业工作的组织领
导。 二是鼓励企业稳定就业岗位，尤其对劳
动密集型企业和中小企业要给予特殊扶持。
三是做好重点群体的就业工作。要继续把促
进高校毕业生就业摆在首位。四是为劳动者
提供更加及时、便捷、有效的就业服务。五是
抓住缺工缓解的有利时机，大力开展职业技
能培训和创业培训。

调研期间， 温家宝听取了浙江省委省
政府的工作汇报， 并就当前经济形势和浙
江工作发表了讲话。 他还察看了太湖大堤，
在湖州市长兴县虹桥镇太湖村实地了解水
产养殖、 销售情况， 看望了湖州市白鱼潭社
区居民。 （据新华社杭州8月15日电）

我们有能力实现今年发展目标
———温家宝总理在浙江考察经济运行

新华社记者 张宗堂 张晓松

据新华社北京8月15日电 外交部发言人秦刚15日
在此间就日本内阁成员参拜靖国神社答记者问时表
示， 中方希望日方切实信守愿正视和反省侵略历史的
承诺， 以实际行动维护中日关系的大局。

秦刚说， 靖国神社问题的实质是日本能否正确认识
和对待过去那段军国主义侵略历史， 是否能够尊重包括
中国在内的亚洲受害国人民感情。 日本能否真正做到以
史为鉴，吸取历史教训，与亚洲人民携手面向未来，主动
权掌握在日本自己手中。 我们希望日方切实信守正视和
反省侵略历史的承诺，以实际行动维护中日关系大局。

据新华社东京8月15日电 （记者 吴谷丰） 日本野
田佳彦内阁两名成员15日分别以个人身份参拜了供奉
着14名二战甲级战犯牌位的靖国神社。 这是民主党
2009年上台执政以来， 内阁成员首次参拜靖国神社。

这两名内阁成员分别是国家公安委员会委员长松
原仁和国土交通大臣羽田雄一郎。

当天上午， 由日本跨党派国会议员组成的 “大家
都来参拜靖国神社国会议员之会” 约50名成员和最大
在野党自民党总裁谷垣祯一也参拜了靖国神社。

据新华社莫斯科8月14日电 （记者 贺颖骏） 俄罗
斯总理梅德韦杰夫14日责成俄联邦航天署在一个月内
查出航天部门工作组织和航天产品质量监督的问题，
确定一系列航天发射失败的责任人。

梅德韦杰夫说， 俄罗斯已在1年半的时间里经历
了 7次航天发射失败 ， 损失了 10枚航天器 。 他说 ：
“必须确定谁应该为这一系列失败负责， 失误出在哪
里， 无论如何， 必须确定问题所有相关方的责任。”

据新华社北京8月15日电 全国 “扫黄打非” 办公
室、 中宣部、 新闻出版总署15日在京召开会议， 紧急部
署深化 “扫黄打非” 专项行动工作， 要求各地各部门自
8月下旬至10月下旬进一步深化打击非法出版物专项行
动、 集中整治淫秽色情出版物及信息专项行动 （以下简
称 “两个专项行动”）， 进一步加大依法打击力度， 为党
的十八大胜利召开营造良好的社会文化环境。

三部门要求， 各地各部门要进一步明确重点任务和
要求， 在深化 “两个专项行动” 中， 坚决查缴非法出版
物， 大力扫除淫秽色情音像制品和书刊、 网络淫秽色情
及低俗信息， 严查医疗广告类非法报刊， 遏制宣扬暴力
凶杀、 黑道帮派的 “黑道书籍”。

深化“扫黄打非”专项行动
中央三部门：

为十八大营造良好社会文化环境

据新华社北京8月15日电 （记者 陈炜伟 朱立毅）
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日前印发通知指出， 目前各地事故
调查工作进展不平衡， 个别地区未认真执行重大事故查
处挂牌督办有关规定， 事故调查进展缓慢。 安委办要求
进一步做好重大事故查处挂牌督办工作， 切实提高重大
事故调查工作时效。

据介绍， 2010年印发的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企
业安全生产工作的通知》 明确提出建立事故查处挂牌督
办制度。 近年来， 各地不断加大事故查处力度， 推动重
大事故查处工作更加规范、 责任追究更加严格、 事故结
案率逐步提高， 较好地发挥了事故查处在推动安全生产
工作中的作用。

为进一步做好重大事故查处挂牌督办工作， 安委办
要求， 要切实提高重大事故调查工作时效。 各地要健全
完善事故调查组成员单位之间的协作配合机制， 确保及
时提交事故调查报告。 逾期未提交事故调查报告的， 要
向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作出书面说明。

国务院安委办：
切实提高重大事故调查时效

据新华社北京8月15日电 （记者 王敏） 记者15日从
国家电网促进风电等新能源发展新闻发布会上获悉， 截
至目前， 我国并网风电达到5258万千瓦。 其中， 国家电
网调度范围并网风电达到5026万千瓦 ， 六年年均增速
87%； 2011年风电发电量706亿千瓦时， 年均增速96%。
我国已取代美国成为世界第一风电大国， 国家电网成为
全球风电规模最大、 发展最快的电网， 大电网运行大风
电的能力处于世界领先水平。

并网风电超过5000万千瓦
我国成世界第一风电大国

据新华社北京8月15日电 记者15日从国家食品药品
监管局了解到 ， 《药品安全 “黑名单 ” 管理规定 （试
行 ）》 将于2012年10月1日起施行 。 对于因严重违反药
品、 医疗器械管理法律、 法规、 规章受到行政处罚的生
产经营者及其责任人员的有关信息， 将列入 “黑名单”，
通过政务网站公布， 接受社会监督， 并实施重点监管。

规定明确， 符合七种情形之一、 受到行政处罚的严
重违法生产经营者， 应当纳入药品安全 “黑名单”。 其
中包括生产销售假药、 劣药被撤销药品批准证明文件或
者被吊销 《药品生产许可证》、 《药品经营许可证》 或
《医疗机构制剂许可证》 的； 未取得医疗器械产品注册
证书生产医疗器械， 或者生产不符合国家标准、 行业标
准的医疗器械情节严重， 或者其他生产、 销售不符合法
定要求医疗器械造成严重后果， 被吊销医疗器械产品注
册证书、 《医疗器械生产企业许可证》、 《医疗器械经
营企业许可证》 的等。

规定明确 ， 生产销售假药及生产销售劣药情节严
重、 受到十年内不得从事药品生产、 经营活动处罚的责
任人员， 也应当纳入药品安全 “黑名单”。

药品安全“黑名单”制
10月1日起实施

据新华社北京8月15日电 （记者 胡浩） 卫生部15日
发布 《结核病防治管理办法 （修订征求意见稿）》， 面向
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征求意见稿规定， 医疗卫生机构对
相关从业人员、 入学新生进行健康体检时， 应当将肺结
核检查纳入体检项目。

修订稿主要修订的内容包括提出各级卫生行政部门
应当加强结核病防治网络建设， 逐步构建结核病定点医
疗机构、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分工明
确、 协调配合的防治服务体系； 明确各级医疗卫生机构
在耐多药肺结核防治、 结核菌/艾滋病病毒双重感染防
治和流动人口肺结核患者管理中的职责等。

修订稿要求， 相关从业人员、 入学新生进行健康体
检时， 应当将肺结核检查纳入体检项目， 其中包括从事
结核病防治的医疗卫生人员； 食品、 药品、 化妆品从业
人员； 《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 规定范围内的从业人
员； 各级各类学校、 托幼机构的教职员工及学校入学新
生； 接触粉尘或有害气体的企业人员； 乳牛饲养业从业
人员； 其他易使肺结核扩散的人员。

肺结核拟纳入相关人员体检项目
包括食品等从业人员和入学新生

1年半7次发射失败
俄追究航天发射事故责任

据新华社伊斯兰堡8月15日电 巴基斯坦官员15
日称， 巴基斯坦当天释放了55名因在最近几个月非法
进入巴基斯坦水域而遭巴方拘留的印度渔民。

巴基斯坦官员称， 巴基斯坦南部港口城市卡拉奇
的一座监狱已释放了这些渔民， 这是巴基斯坦的善意
举措， 被释放的印度渔民中有3名青少年。

由于巴基斯坦和印度两国间的水域没有明确界
限， 因此两国时常因为对方渔民进入本国水域而逮捕
彼此的渔民。

巴基斯坦官员同时表示， 希望印度能对巴基斯坦
此举有所回应， 释放被关押在印度的巴基斯坦渔民。

据巴基斯坦官员称， 除这55名被释放的印度渔民
外， 还有82名印度渔民被关押在巴基斯坦监狱中， 约
有120名巴基斯坦渔民被关押在印度监狱中。

巴释放55名印度渔民

勿忘历史
日本两名内阁成员参拜靖国神社
中方希望日方
正视和反省侵略历史

经济困难可能还会持续一段时间

入夏以来，气候极端异常，病虫害偏重发生。 目前各
地作物正处于产量形成的关键时期， 也是病虫防控的重
要时期。 图为8月15日，河北省廊坊市农业局技术人员在
安次区北旺乡相士屯村指导农民灭粘虫。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