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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国关注的党的十八大代表名单近
日向社会公布， 代表产生的相关环节与
选举情况也通过新闻发布会向社会说
明。 公开透明的这一举措，从一个侧面反
映出十六大以来我们党治党治国从理念
到方式的新变化。

党的十六大以来的十年， 我国经济
快速发展，综合国力不断提升，人民生活
显著改善。 更重要的是，以科学发展为主
题、 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的
经济转轨、社会转型稳步推进，开启了我
国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新阶
段。

探寻十年成就辉煌的深层原因 ，不
难发现党务公开、 政务公开形成的巨大
力量。 公开透明的党务政务就像阳光和
空气， 是密切党同人民血肉联系的必要
途径， 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进步的重要

保证。
关注我国政治文明进程的人们都能

感受到一种悄然的变化， 这就是中国人
对国家和地方党务政务的关注度越来越
高，参与社会事务的热情越来越高，民主
意识、权利意识不断增强。 科学决策、依
法办事成为各级党政机关及其干部履职
的基本要求。 这些变化，正是党中央、国
务院积极推进党务政务公开的直接结
果。

十年来，中央党政机关、地方党委和
政府普遍建立新闻发言人制度， 开展多
种形式的新闻发布活动，征求决策意见、
通报工作进展， 回应群众关切。 政府网
站、 官方微博等也在公开透明中发挥着
越来越大的作用， 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
的沟通渠道不断拓宽。

公开透明让公民权利更有保障。 全
国各地群众踊跃参与电价、 水价等民生
用品的价格调整听证， 有序参与法律法

规等制定修改，网民意见征集屡创新高，
个税起征点稳步提升……种种变化 ，印
证着公民权利和利益关切更受重视 ，人
民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 、监督
权得到越来越多的尊重和满足。

公开透明的制度建设坚定有力。 从
《关于在全国乡镇政权机关全面推行政
务公开制度的通知》到《关于进一步推行
政务公开的意见》，再到 《政府信息公开
条例》，政务公开进入法制化轨道 ，不仅
形成了决策公开、信息公开、执法环节与
办事公开、 干部人事任免公开等全方位
格局，而且以政务听证、重大事项集体决
议、投诉举报、公开评议等更加丰富的制
度形式贯穿到治国理政的各个环节。

公开促进民主，公开凝聚力量。 十年
来推进党务政务公开的经验启示我们 ，
公开透明是中国共产党立党为公、 执政
为民的必然要求。 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
服务的宗旨，始终实现好、维护好 、发展

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就必须充分
相信人民，坚决依靠人民。 三十多年来改
革开放的成功经验启示我们，深化改革、
扩大开放，就要坚持不懈、积极稳妥地推
进政治体制改革，努力建设阳光政党、阳
光政府。 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做到取信于
民， 使我们党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
血肉联系， 始终得到人民群众的信赖与
支持。

当前， 我国正处于深化改革的攻坚
期、加快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 社会主
体更加多元，利益诉求更加多样，矛盾冲
突易发多发。 只有坚持推进党务政务公
开透明，才能顺民意、得民心、聚民力，万
众一心攻坚克难，推动改革发展。 努力拓
宽人民群众参政议政渠道， 积极创造条
件让人民群众监督党和政府的工作 ，我
们就一定能够汇聚起强大力量， 为全面
建设小康社会、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作出新贡献。 （新华社北京8月19日电）

■新华时评

公开透明凝聚奋进力量
新华社评论员

8月19日，位于黑龙江省抚远县的抚远车站建成，标志着中国最东端铁路———前（进镇）抚（远）铁路胜利完工。 前抚铁路全长
169.4公里，西起黑龙江省同江市前进镇，东至抚远县。 9月中下旬，该线路将全部投入运营。 图为已经完工的前抚铁路。 新华社发

中国最东端铁路完工

党的十六大以来， 我国深入贯
彻落实科学发展观， 坚持全面协调
可持续发展， 在经济保持高速增长
的同时， 推进文化建设， 促进物质
文明与精神文明共同发展， 在实现
社会全面进步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公共文化服务惠及13亿人民

党的十六大以来， 党和国家按
照公益性、 基本性、 均等性和便利
性的原则要求， 坚持以政府为主导、
以公共财政为支撑、 以基层特别是
农村为重点， 大力发展公益性文化
事业。 覆盖城乡的公共文化服务体
系框架基本建立。

截至 “十一五” 末， 广播电视
村村通工程覆盖全部已通电行政村
和20户以上自然村； 国家级、 省级
美术馆实现向公众免费开放， 全国
所有公共图书馆、 文化馆 （站） 实
现无障碍、 零门槛进入……

各地也纷纷出台新举措， 努力
打造文化民生品牌。 广东在全国率
先开展 “流动图书馆”、 “流动博物
馆”、 “流动演出网” 三大文化流动
服务网络建设……

发展为了人民， 发展依靠人民，
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以人为本是
科学发展观的核心。 发展公益性文
化事业 ， 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
是惠及13亿人的 “文化民生”， 是满
足群众精神文化需求、 保障人民文
化权益的根本举措， 有利于促进人

的全面发展。

转变增长方式：
朝阳产业调整经济结构
2009年7月， 我国第一部文化产

业专项规划 《文化产业振兴规划 》
由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 这是
继钢铁、 汽车、 纺织等十大产业振
兴规划后出台的又一重要产业振兴
规划， 标志着文化产业已上升为国
家战略性产业。

文化产业属于 “资源消耗少、环
境污染小、经济效益高”的朝阳产业，
对扩大内需、增加就业等方面都发挥
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从而成为推进产
业结构转型升级、 转变经济发展方
式、推动科学发展的重要力量。

各地纷纷将文化产业作为产业
结构调整的着力点， 推进文化与旅
游、 创意、 高新技术等产业的融合，
实现了经济结构的进一步优化。

湖南将文化产业作为优先发展
的重点产业。湖南卫视收视率长期位
居全国省级卫视第一；湖南出版成为
地方出版实力三强之一；湖南原创动
漫总产量连续多年排名全国第一。

数据显示， 在北京、 江苏、 深
圳等地， 文化产业增长速度已超过
经济增速， 文化产业正在成为区域
经济中新的支柱产业， 使原有的经
济结构悄然发生变化。

（据新华社北京8月19日电）

从文化建设看科学发展

8月19日， 韩国庆尚北道地方政府在独岛 （日本称竹岛） 设立独岛守护
标志石， 以示韩国对这一岛屿拥有主权。 图为韩国行政安全部长官孟亨奎等
政府人员参加标志石的揭幕仪式。 新华社发

据新华社天津8月19日电 炎炎
夏日 ， 天津港中煤华能煤码头作业
现场， 今年已经57岁的 “孔祥瑞操作
队 ” 队长兼党支部书记孔祥瑞仍旧
奋斗在码头装卸一线 ， 现场指挥作
业 。 “码头生产喊破嗓子不如干出
样子”， 他所带领的天津港 “王牌之
师 ” 刚刚实现了装船作业过亿吨的
目标 ， 用行动践行了为我国港口发
展贡献每一份力量的庄严承诺。

作为人们熟知的全国劳动模范，
新时期知识型 、 技能型产业工人的
杰出代表， 孔祥瑞自从17岁参加工作
以来 ， 在天津港生产一线工作了40
年。 他常对徒弟们说： “生产现场就
是课堂， 同事就是老师， 要把死知识
变成活知识， 把活知识变成真本事。”

正是凭借钻研精神和创新意识，
他坚持边干边学， 学以致用， 先后组
织实施技术创新、 技改技革项目220
多项， 获得国家专利12项， 为企业创
造经济效益过亿元 。 从一名只有初
中文化的港口工人成长为一名享誉
全国的 “蓝领专家”。

孔祥瑞告诉记者： “我是一名共
产党员 ， 不仅要时时处处起到先锋
示范作用 ， 更要在关键时刻冲得上
去， 拿得下来。”

自从当上劳动模范后， 孔祥瑞从
后台走向前台 ， 他的事迹为更多人
所了解 。 但对于熟悉他的队友们来
说 ， 孔祥瑞还是过去那个对工作要
求近乎苛刻 ， 执迷于技术改造创新
的 “孔队”， 并没有太大变化。

孔祥瑞家住天津市区， 距港口有
40多公里 。 平常他总是第一个到码
头 、 又最后一个离开现场 。 去年夏
天， 他因为腰椎间盘突出住院， 此时
正值生产最繁忙的时候 。 他不顾医
生劝告， 病情稍微好转就坚持出院，
忍着腰痛回到队里坚持工作 。 在他
的带领下 ， 全队创出单班作业量突
破10万吨、 7月装船量突破288万吨的
生产历史记录。

“没有完美的个人， 只有优秀的
团队。” 作为党支部书记、 队长， 他
注重每个员工的发展和成长， 把 “发
展港口、 成就个人” 的企业文化理念
传递给每一名员工。 无论工作多忙，
他都要抽时间与班组长及一线员工
交流 ， 并利用业余时间走遍队里每
一个家庭， 温暖每一名员工， 在队里
形成了强大的凝聚力。

新华社供本报专稿 印度内政部一名发言人18日说， 最
近广泛传播、 涉及穆斯林群体报复东北部居民的手机短信
息和互联网图片系伪造， 源头在巴基斯坦。

这名发言人说： “经检查和核实， 我们可以负责任地
说， 涉及东北部地区谣言的短信息来源于巴基斯坦。” 他以
安全原因要求媒体不公开姓名。

巴基斯坦方面暂时没有回应印方的指责。
印度多个地区近来传言， 由于东北部阿萨姆邦部族居民

与穆斯林群体冲突， 其他地区的穆斯林打算报复阿萨姆邦
人。 一些经社交媒体和手机传播的图片显示多名受害者惨
状， 加剧民众恐慌情绪。 不少在西部和南部务工的东北部
居民纷纷返乡。 以南部主要城市班加罗尔为例， 每天有数
以千计人离开， 火车站人满为患。

一些印度媒体18日报道， 超过3万名东北部居民离开东
部和南部城市。 政府谴责有人故意造谣， 呼吁东北部人不
要离开并承诺保证安全。

路透社报道， 阿萨姆邦部族居民与当地穆斯林群体冲突
持续大约一个月， 致70多人死亡、 大约40万人流离失所。

据新华社东京8月19日电 （记者 吴谷丰） 日本9名右翼
分子19日上午非法登上中国钓鱼岛。

日本广播协会电视台报道说， 日本海上保安厅巡逻船上
的海上保安官确认， 当地时间7时30分许 （北京时间6时30
分）， 9名日本右翼分子登上了钓鱼岛。

据日本媒体报道， 由跨党派国会议员组成的 “保卫日本
领土行动议员联盟” 8名成员、 地方议会议员及右翼团体成
员共约150人18日晚分乘21艘船只， 从冲绳县石垣港出发 ，
于19日上午抵达钓鱼岛海域。

本月3日， “保卫日本领土行动议员联盟” 以举行二战
遇难者慰灵仪式为由， 向日本政府提出了登上钓鱼岛的申
请。 日本政府没有批准这一请求。

据新华社北京8月19日电 外交部发言人秦刚19日就日
本右翼分子登上钓鱼岛答记者问时说， 中方对此表示强烈
抗议， 敦促日方停止损害中国领土主权的行动。

秦刚说， 日本右翼分子的非法行径侵犯了中国领土主
权。 外交部负责人已向日本驻华大使提出严正交涉， 表示
强烈抗议， 敦促日方停止损害中国领土主权的行动。

他说， 日方应切实处理好当前问题， 避免严重干扰中日
关系大局。

日9名右翼分子非法登上我钓鱼岛

中方表示强烈抗议

印称巴传谣造恐慌
“蓝领专家”孔祥瑞：

“喊破嗓子
不如干出样子”

十八大代表风采录

本报8月19日讯 （记者 蔡矜宜）以
球会友， 青春无敌。 今天上午，2012年
“明德·南山杯”海峡两岸高中男子篮球
邀请赛在长沙市明德中学热烈开幕。

本次邀请赛由长沙市学生体育协
会主办、长沙市明德中学承办，共有海
峡两岸12所中学的球队参加。 据介绍，
本届比赛采用循环赛制， 将举行42场
球赛，至8月29日结束赛程，是迄今为
止海峡两岸间规模最大、水平最高、赛
程最长的高中男子篮球赛事。

参赛的12所学校中，有6所来自台
湾地区 ， 分别是台北市松山高级中
学 、新北市南山高级中学 、桃园县光
启高级中学 、宜兰县宜兰中学 、台南
县新荣高级中学和高雄县三民高级
家商。 来自大陆的参赛学校有：长沙
市明德中学、长沙市麓山国际实验学
校 、西安交大附属中学 、南京市第九
中学、 沈阳市第三十一中学以及深圳
南山北师大附属中学。

比赛期间， 赛事组委会还将组织
“中华传统体育文化教育校长论坛”和
“篮球之夜”两岸学生联欢晚会两个主
题活动。

海峡两岸
高中男篮赛开幕

科学发展 成就辉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