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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伊始， 上市公司将陆续推出
2012年企业年报， 反映企业盈利状况
以及对股民的回报。18日，国家统计局
公布了2012年主要经济数据，可谓“国
家年报”。解析这份“国家年报”可以看
出，发展的状况与预期目标基本吻合，
也给百姓带来了新的实惠。当然，其间
有喜也有忧。

2012年经济增长7.8%
经济增速、物价、就业、进出口，是

宏观调控的四大指标。 盘点这四方面
数据，基本可以把握全年经济形势。

国家统计局初步核算 ，2012年国
内生产总值接近52万亿元 ， 增速为
7.8%， 已达到并略微高出年初政府工
作报告确定的7.5%的增长预期目标。

在物价方面，2012年全国居民消
费价格总水平 （CPI）上涨2.6% ，涨幅

比上年回落2.8个百分点，低于年初物
价调控预期目标1.4个百分点。

就业形势也好于预期。 2012年末，全
国城镇就业人员比上年增加1188万人，
而年初预期目标是新增就业900万人。

出口形势相对不利。 全年出口比
上年增长7.9%， 低于年初有关部门确
定的10%的目标。 不过，四季度出口形
势有所好转。

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说 ，2012
年国民经济运行缓中企稳， 经济社会
发展稳中有进。 2013年中国经济会持
续稳健发展。

终结增速“七连落”
7.9%，2012年四季度中国经济同比

增速比上季度反弹0.5个百分点，终结了
此前连续7个季度的经济增速回落。

“国家年报”勾勒出了经济运行轨
迹： 一季度经济增速比上年四季度大
幅回落0.8个百分点，二季度回落0.5个

百分点 ， 三季度又回落了0.2个百分
点。反映在具体企业上，就是生产经营
面临巨大压力。

“外有欧盟、日本等传统市场需求
萎缩， 内有人民币升值和劳动力成本
飙升， 感觉2012年是国际金融危机以
来我们最困难的一年。”主营服装出口
业务的苏州恒润服饰有限公司董事长
俞敏说， 企业销售额进入新世纪以来
第一次出现萎缩。

到2012年最后一个季度， 经济增
速终于企稳回升。 而且从9月份开始，
月度经济核心指标工业增速已连续4
个月反弹。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咨询研究
部副部长王军判断，从短周期角度看，
目前企业进入补库存周期， 经济回升
势头可能会延续到今年一、二季度。

收入和保障水平有所提高
经济发展的最终目的是改善民

生。宏观经济的稳中有进，有利于百姓
就业、收入乃至社会保障的改善。

“民生改善有许多亮点。 ”马建堂
细数了2012年的民生新改善： 城镇居
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9.6%，农
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实际增长10.7%；基
本养老保险在城市和农村实现全覆
盖； 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和新农合
政府补助金额也都提高到240元；保障
房基本建成590万套……

值得注意的是，2012年城乡居民
收入的实际增速都 “跑赢 ”了GDP增
速。

“下一步，要一手抓科学发展，把
蛋糕做得更大； 另一手狠抓收入分配
改革，把蛋糕分得更好。从而使我们在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时候， 不只是居
民人均收入和GDP翻了一番，而且要
分配得更好， 中低收入居民的收入力
争要增加得更多一些。 ”马建堂说。

（据新华社北京1月18日电）

居民收入增速“跑赢”GDP
———解析2012“国家年报”

新华社记者 刘铮 王希 黄深钢

据新华社北京1月18日电 备受
关注的 《征信管理条例 》即将颁布实
施，中国人民银行将出台《条例》的相
关配套制度；此外，小额贷款公司、融
资性担保公司的评级工作也将启动。

央行副行长潘功胜在会议中指
出 ，《条例 》即将颁布实施 ，这标志着
我国征信业步入有法可依的轨道。 人
民银行将配合《条例》，出台相关配套
制度，加强征信监管。

据悉，为配合《条例》的实施，央行
将继续推动金融业统一征信平台建设，
并加强个人征信信息保护。

潘功胜还指出， 央行将推动小额
贷款公司、融资性担保公司开展评级
工作， 为商业银行提供决策参考，防
范银行及两类机构相关业务的顺周
期波动风险，建立两类机构发展的正
向激励机制。

据新华社阿尔及尔1月17日电
阿尔及利亚官方通讯社18日报道 ，
据初步统计， 阿军方17日在天然气
田人质解救行动中共解救 650名人
质， 其中包括阿尔及利亚籍人质573
名， 其余为外国人质。

据报道 ， 阿军队17日下午开始
在东部伊利济省艾因阿迈纳斯市的
一个天然气田展开行动， 向关押人
质最多的气田生活区发起进攻 ， 动

用直升机及其他重型武器对武装分
子进行打击， 行动持续到当天晚间。
当地安全部门人士称， 目前仍有部
分人质和绑匪在气田处理工厂内 ，
具体人数不详， 军方试图通过和平
方式解决。 出于安全考虑 ， 当地的
天然气供应已被切断。

此次劫持人质事件中有130多名
外国人遭劫持， 其中半数以上目前
已获解救。

据新华社阿尔及尔1月17日电
（记者 黄健）据来自阿尔及利亚东南
部伊利济省艾因阿迈纳斯医院的消
息，军方在解救人质行动中共打死18
名武装分子。

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医院人员
告诉新华社报道员，军方的解救人质
行动共造成数十人死亡，其中包括18
名武装分子。 目前，医院正在对死者
的身份进行确认。

阿军方成功解救650名人质
打死18名武装分子

1月17日， 来自尼日利亚的国际支助团第一批部队士兵抵达位于马里首都巴马科的机场。 新华社发

据新华社北京1月18日电 为
适应形势发展变化， 保证国家法
律统一正确适用，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决定废止44件司
法解释和司法解释性质文件。

相关决定指出 ， 根据有关法
律规定和审判、 检察工作实际需
要， 最高法院、 最高检会同有关
部门 ， 对1980年1月1日至1997年
6月30日期间联合制发的司法解

释和司法解释性质文件进行了集
中清理。 决定废止在此期间制发
的44件司法解释和司法解释性质
文件。

据了解 ， 废止的司法解释和
司法解释性质文件从决定施行之
日即1月18日起不再适用， 但过去
依据这些司法解释和司法解释性
质文件对有关案件作出的判决 、
裁定仍然有效。

废止44件司法解释等文件

据新华社北京1月18日电 外
交部发言人洪磊18日在例行记者
会上表示， 日本在钓鱼岛问题上
突出军事色彩， 制造紧张气氛的
做法， 同本地区各国通过对话和
平解决争端的潮流格格不入。

有记者问， 近来中日双方在
钓鱼岛附近海域空域仍在持续对
峙， 一些媒体报道称双方可能擦
枪走火甚至发生军事冲突。 中方
对此有何评论？

洪磊说， 一段时间以来 ， 日
方在钓鱼岛问题上不断采取消极
行动， 出动自卫队飞机对中方飞
机的正常巡航飞行进行干扰。

“日方这种突出军事色彩 ，
制造紧张气氛的做法， 同本地区
各国通过对话和平解决争端的潮

流格格不入。” 洪磊说。
新华社北京1月18日电 外交

部发言人洪磊18日在例行记者会
上表示， 希望伊朗同六国尽快举
行新一轮对话。

有记者问 ， 据报道 ， 17日 ，
访问伊朗的国际原子能机构专家
组与伊方结束为期两天的对话 。
对话未见突破性进展。 中方对此
有何评论？

洪磊说， 中方注意到有关报
道 。 中方始终认为 ， 推进对话
合作是妥善解决伊朗核问题的
唯一正确途径 。 中方鼓励伊朗
与国际原子能机构进一步加强
合作 ， 也希望伊朗同六国尽快
举行新一轮对话 ， 致力于早日
取得进展。

外交部：

尽快举行新一轮伊核六国会谈
日在钓鱼岛制造紧张气氛

《征信管理条例》
配套制度将出台

据新华社喀土穆1月18日电
新华社记者从中国驻南苏丹大使
馆获悉， 南苏丹中部湖泊州首府

伦拜克18日发生激烈枪战 ， 20多
名中国工人被困在工地的建筑物
内， 幸好没有人员伤亡。

南苏丹发生枪战
当地中国工人无伤亡

本报1月18日讯 （记者 蔡矜宜）
在今晚进行的CBA联赛第24轮比赛
中， 青岛队通过加时赛主场以104比
101“绝杀”北京队，获得4连胜 。此役
过后，“御林军”北京队惨遭3连败。

比赛一开始，青岛队开局不利，首

节就落后11分，但次节他们三分球9投
8中，单节打出41比17的高分，奠定了
13分的领先优势。在马布里的带领下，
北京队在末节一度反超比分， 但很快
就被麦迪的跳投命中化解。 比赛结束
前14.8秒北京队落后3分， 李学林三分

球命中，将比赛拖入加时。
加时赛， 青岛队丹尼尔斯内线连

得4分，北京队莫里斯2罚全中、马布里
上篮得分还以颜色， 两队战成101比
101。最后时刻，丹尼尔斯左侧命中三
分球，青岛队以104比101“绝杀”对手。

加时赛“绝杀”北京 CBA青岛4连胜

（紧接1版④） 5年来， 按照 “维护
核心、 服务中心 、 凝聚人心 、 加
强自身建设 ” 的工作思路 ， 省政
协各专委会为推进湖南科学发展
和富民强省作出了应有贡献 。 其
中， 省政协经科委关于科学构建
公路交通网络 、 产业结构调整 、
能源保障体系建设等建议被吸纳
进湖南 “十二五 ” 规划 ； 省政协
人资环委推动 《湖南省林产品质
量安全条例》、 《湖南省小型农田
水利条例 》 等我国首部地方性法
规出台 ； 省政协文教卫体委围绕
文化强省 、 医疗卫生事业健康发
展 、 教育事业均衡发展 、 全民健

身事业等积极建言献策 ； 省政协
社法委推动食品安全监管 、 统筹
城乡发展 、 完善城乡低保制度 、
洞庭湖生态经济区发展等调研成
果转化 ； 省政协民宗委围绕武陵
山片区区域发展献计出力 ， 推动
武陵山片区开发上升到国家战略
层面 ； 省政协文史委为非物质文
化遗产保护和利用情况 、 辛亥革
命文物保护与利用等作出贡献 ；
省政协港澳台侨外事委就加快湘
台服务贸易发展 、 维护侨资 （侨
属 ） 企业合法权益等开展调研 ，
并引导委员为湖南希望工程 、 扶
贫工程等捐款捐物上亿元。

（上接1版⑤）
胡彪强调 ， 去年12月 ， 中共

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了改进工作
作风、 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
中共湖南省委也出台 《关于改进
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规定 》，

对各级领导干部进一步改进工作
作风提出一系列明确要求 。 全省
各级政协组织和广大政协委员要
紧密结合自身实际 ， 认真学习规
定 ， 领会精神 ， 把握实质 ， 努力
把规定的各项要求落到实处。

（上接1版①）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讲话中

指出 ， 实现党的十八大提出的到
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
目标， 必须实施科教兴国战略，把
科技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
心位置。

温家宝强调，要深化科技体制
改革，坚持把科研的重点放在产业
发展前沿，以企业为主导深化产学
研结合，下大力气攻克核心技术和
关键技术，争取在高技术产品研发
和市场开拓上取得重大突破。 要瞄
准关系全局和长远发展的战略必

争领域 ，加强基础研究 、前沿先导
技术研究，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新
的动力源泉。 要努力营造各类创新
主体平等竞争的政策环境，形成崇
尚科学、遵循规律、尊重知识、尊重
人才的良好风尚。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国务院
副总理李克强在会上宣读了 《国务
院关于2012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
的决定》。

王小谟代表全体获奖人员发
言。

2012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共
授奖330个项目和7位科技专家。

（上接1版②）
许又声要求，切实增强继续改

革的勇气， 提振继续改革的信心，
凝聚各方面的力量，推动文化体制

改革不断取得新进展、新成效。
会上， 长沙等8个全省文化体制

改革先进地区，华声在线等59家先进
单位，薛伯清等62位先进个人受表彰。

（上接1版③）
其余7席则被湖南农大、 长沙

理工大学、 三一重工等瓜分。 湖南
农大主持完成的 “水田杂草安全高
效防控技术研究与应用” 项目， 解
决了我国南方稻田杂草的安全高效
防控现实难题， 在水稻产区推广应
用 34408 万亩， 获经济效益73.39
亿元， 社会 、 生态与经济效益显
著。 长沙理工大学主持完成的 “沥
青路面状态设计法与结构性能提升

技术及工程应用” 项目， 系统开展
了新建与改建沥青路面设计技术的
研究， 成果自1997以来在我国公路
沥青路面的建设与改造中得到全面
应用 ， 直接经济效益 10.56亿元 。
三一重工主持完成的 “混凝土泵车
超长臂架技术及应用”， 研制出以
86米臂架泵车为代表的9大系列超
长臂架混凝土泵车， 近3年销售99
亿元， 利税45亿元， 出口69个国家
和地区。

（紧接1版⑥）2011年，长株潭地区实现地
区生产总值8307.7亿元， 占全省经济总
量的42.2%；环长株潭城市群实现地区生
产总值15483.6亿元，占全省经济总量的
78.7%；湘南地区、大湘西地区地区生产
总值比2007年分别增长1.7倍、1.6倍。

交通、 能源等一批基础设施建设得
到加强。 仅高速公路，2012年全省就新
开通16条， 全省高速公路通车里程达
到3969公里，新增7个出省通道，凤凰、
蓝山等18个县 （市、区 ）实现首次通高
速公路 ，全省 “2纵5横 ”的高速公路骨
架网基本形成。

2012年，全省财政收入高达2931.8亿
元，是2007年的2.61倍。 财力增长为稳增
长、调结构、惠民生提供坚强后盾。

工业发展转向“精耕细作”
近年来， 全省坚持把新型工业化作

为富民强省的第一推动力，大力实施“四
千工程”，着力构建多点支撑产业发展新
格局，一批新的工业增长点正在形成，产
业转型升级步伐加快， 高加工度工业快
速发展，工业经济在外部环境极其复杂、
市场需求持续低迷的情况下，取得“质”、

“量”齐增的不俗业绩。
2012年1至11月， 全省规模工业完成

工业增加值增长14.6%， 比全国平均增速
高4.6个百分点；机械装备制造业、电子信
息制造业分别增长14.4%、34.9%，比全国平
均水平分别高6.2个、23.3个百分点。

从企业效益看，2012年1至11月，规模
以上工业企业累计完成工业增加值
7626.64亿元，累计实现主营业务收入同比
增长15.2%， 盈亏相抵实现利润1087.03亿
元，增长7.7%。通用航空、工业机器人、3D打
印、可持续建筑等新兴产业加速发展。

目前， 湖南工业领域拥有机械、石
化、食品、有色、轻工、冶金、建材、电子信
息8大千亿产业以及工程机械、 电工电
器、汽车3个千亿子产业；长沙工程机械
产业集群、 岳阳石化产业集群年产值均
过千亿；长沙经开区、长沙高新区、株洲
高新区相继跻身千亿产业园区。 五矿有
色成为我省首家营业收入过千亿企业，
华菱、中联等企业稳步向千亿企业迈进。
通过加大自主创新， 一系列重大关键技
术得到突破， 一大批具有行业领先水平
的新产品相继投产并走向国际市场。

为推动工业发展上质量， 近年来，我

省工业发展由“大干快上”转向“精耕细
作”，着力强化产业支撑点，切实壮大工业
增长点；更加注重质量和效益，更加注重
优化结构，更加注重创新驱动，更加注重
两型发展，全省工业经济步入可持续发展
阳光大道。

国家工信部最近出具的评价报告显
示，湖南工业发展质量成长性良好，工业
发展活力、运行绩效等排名靠前，稳定增
长、竞争力、结构优化、技术进步、两化融
合等要素具有一定比较优势，属于“最具
潜力”省份。

民生阳光洒向三湘四水
“让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 更有尊

严！ ”这是省委、省政府对全省人民的庄严
承诺，是坚持不懈改善民生的奋斗目标。

为了这一庄严承诺，省委、省政府在
努力做大财政“蛋糕”的同时，更加注重
分好“蛋糕”，大力推动民生财政建设，加
大民生投入、提高民生保障标准、扩大民
生保障范围、完善民生保障机制。

翻开日渐厚实的“民生账本”，这一
组数据让7000多万湖湘百姓心里倍感温
暖 ：2012年全省涉及民生的支出达到

2694.7亿元， 占财政支出的比重由2007
年的58.4%提高到66%。

政府为民生多花钱，就是为了让老百
姓多得实惠。 近年来，我省相继提高了
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人均补助标准 、城
乡低保人均补差等10多项经费标准 ；
扩大了新农保、 国家基本药物制度等
政策实施范围。 妇女两癌 (乳腺癌、宫
颈癌 )、农村重性精神病、终末期肾病、
耐多药肺结核等大病救治费用， 由财
政负担的部分大幅提升。 城乡居民谈起
看病、住院，说得更多的不是花了多少钱，
而是政府报销了多少。

为民办实事稳步推进。连续多年，全
省实施一系列民生工程： 解决农村饮水
不安全问题， 改扩建乡镇卫生院和敬老
院，建设农家书屋，城镇零就业家庭实现
动态就业援助，城市低保对象月均补助，
城镇廉租住房建设……

改善公共交通、 加大保障性住房
建设、 建立健全粮食直补、 实施农村
“一事一议 ”财政奖补 、提高企业退休
人员养老金……在科学发展、 以人为
本的执政理念下，民生日渐改善，幸福
指数不断提升。

本报1月18日讯（记者 蔡矜宜）北
京时间18日， 美国自行车名将阿姆斯
特朗在电视采访中承认，他在全部7次
环法赛夺冠的过程中都服用了禁药。

访谈中，美国著名主持人奥普拉
单刀直入问阿姆斯特朗：是否服用过
禁药？ 是否在7届环法自行车赛中都
曾经服药？阿姆斯特朗均给出了“YES
（是的）”的肯定回答。

现年41岁的阿姆斯特朗于1996年
被确诊患有睾丸癌 ， 痊愈后重返车
坛。从1999年起，他奇迹般地在环法自
行车赛上连续7年夺冠。

阿姆斯特朗承认
7次环法赛夺冠
均服用禁药

本报1月18日讯 （记者 蔡矜宜）
北京时间17日晚， 国足在先失1球的
情况下， 凭借赵旭日和于海的进球以
2比1逆转西班牙圣费尔南多队， 获得
赴西班牙拉练的首场胜利。

圣费尔南多队是西班牙第三级别
联赛球队。 国足主帅卡马乔在本场比

赛的首发阵容中调配了多名主力出
战。 但比赛的首粒进球依然是对方攻
入，第11分钟，圣费尔南多队中场球员
罗迪尔在禁区内一连串的盘带后，起
脚射门，率先打破僵局。比分落后的国
足开始加快进攻节奏，20分钟后，赵旭
日在禁区外一脚怒射，扳平比分。

下半场， 双方开始大面积换人。
圣费尔南多队换上多名主力球员， 国
足也换上马竞青年队小将徐新。 第72
分钟， 徐新在中场将球转移给右路空
当处的于海， 面对出击的对方门将，
于海稍做调整后将球挑进空门， 以2
比1锁定胜局。

西班牙拉练 国足逆转对手获首胜

1月18日， 在澳大利亚网球公开
赛女单第3轮比赛中， 中国选手李娜
以2比0战胜罗马尼亚选手克尔斯泰
亚， 晋级下一轮。 新华社发

据新华社仰光1月18日电 （记
者 张云飞） 缅甸总统府18日发表
新闻公告说 ， 缅甸国防军将从当
地时间19日早上6时起停止在克钦
邦迈扎央地区的军事行动。

公报说 ， 为了民族和解 ， 政

府正在与所有少数民族武装进行
和谈 ， 首先争取实现停火 ， 进而
实现永久和平 。 因此 ， 政府依然
愿意与克钦独立军进行和谈 ， 也
希望克钦独立军负责人与国防军
进行对话。

停止克钦邦军事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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