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6

２０14年 3月
甲午年二月初六

中国高铁总里程占世界一半

星期四
民生七问会客室

新闻热线：96258

1问：农民能否与市民领一样的养老金

华声在线（湖南在线）：www.voc.com.cn

今日 20 版

19 版

第 23275 号

长沙旅游收入瞄准1200亿

出版

7版

14 版

十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在京开幕
习近平李克强俞正声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等出席
李克强代表国务院作政府工作报告 张德江主持大会
2014 年 经 济 社 会 发 展
的主要预期目标： 国内生产
总值增长7.5%左右，居民消
费价格涨幅控制在3.5%左
右，城镇新增就业1000万人
以上， 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
在4.6%以内，国际收支基本
平衡， 努力实现居民收入和
经济发展同步。加强对增长、
就业、物价、国际收支等主要
目标的统筹平衡。
新 华 社 北 京 3 月 5 日 电 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第二次会议5日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开幕。近3000
名全国人大代表肩负人民重托，履行宪法和法律赋予
的神圣职责。
人民大会堂万人大礼堂布置简朴、 气氛热烈。主
席台帷幕中央，国徽高悬。
大会主席团常务主席、 执行主席张德江主持大
会。大会主席团常务主席、执行主席李建国、王胜俊、
陈昌智、严隽琪、王晨、沈跃跃、吉炳轩、张平、向巴平措、
艾力更·依明巴海、万鄂湘、张宝文、陈竺在主席台执
行主席席就座。
习近平、李克强、俞正声、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
和大会主席团成员在主席台就座。
十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应出席代表2983人。
今天的会议，出席2932人，缺席51人，出席人数符合
法定人数。
上午9时，张德江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二届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开幕。 会场全体起立，
高唱国歌。
张德江在主持会议时表示，3月1日晚， 一伙暴力
恐怖分子有组织、有预谋地在云南昆明火车站制造了
严重的暴力恐怖事件， 穷凶极恶地滥杀无辜群众。我
们对暴力恐怖分子的罪恶行径表示强烈谴责，对不幸
遇难群众表示沉痛哀悼，对遇难者家属和受伤群众表
示亲切慰问。我们要坚决依法严厉打击各种暴力恐怖
犯罪活动，坚决维护法律的尊严和权威，坚决保障人
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随后，全体与会人员为遇难群
众默哀。
根据会议议程，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代表国务院向
大会作政府工作报告。他指出，2014年政府工作的总
体要求是：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
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全
面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二中、 三中全会精
神，贯彻落实习近平同志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坚持稳
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把改革创新贯穿于经济社会发展
各个领域各个环节， 保持宏观经济政策连续性稳定
性，增强调控的前瞻性针对性，全面深化改革，不断扩
大开放，实施创新驱动，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
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道路，加快转方式调结构
促升级，加强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着力保障和改
善民生，切实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大力推进社会主
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
明建设，实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
政府工作报告共分三个部分：一、2013年工作回
顾；二、2014年工作总体部署；三、2014年重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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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到了湖南的改革强音”

湖南代表团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
审议政府工作报告 万钢到会听取意见 徐守盛杜家毫等出席
向中外媒体开放
本报北京 3月 5日电（记者 蒙志军 唐婷）
今天下午，湖南代表团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湖
南厅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审议政府工作报
告。根据大会安排，今天的全体会议向中外
媒体开放。
受国务院委托，全国政协副主席、科技
部部长万钢到会听取意见。代表团团长徐守
盛，副团长杜家毫、于来山、谢勇出席会议。
参加会议的还有：李江、张剑飞、赖明勇、康
为民、游劝荣、赵永平、黄伯云等。
会议由于来山主持。代表们踊跃发言。
徐守盛代表在发言中说，李克强总理所
作的政府工作报告，充分体现了党的十八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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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和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治国理政的新
思想新论断新方略，准确回应了国内外关注
的重大问题，充分体现了稳中求进、改革创
新的总要求，充分展示了过去一年我国各项
事业发展的新进展新成绩，关于今年工作的
部署针对性、指导性、操作性都非常强，是一
个求真务实、催人奋进的好报告。去年以来，
党中央、国务院审时度势、保持定力、深处着
力、精准发力，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稳中有进、
稳中向好，实现了良好开局，取得举世瞩目
的成就。去年，湖南认真贯彻中央各项决策
部署，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
精神特别是视察湖南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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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为新华社发

李克强说，过去一年是本届政府依法履职的第一
年，任务艰巨而繁重。面对世界经济复苏艰难、国内经
济下行压力加大、自然灾害频发、多重矛盾交织的复
杂形势，全国各族人民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
中央领导下，从容应对挑战，奋力攻坚克难，圆满实现
全年经济社会发展主要预期目标，改革开放和社会主
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令人瞩目的重大成就。
李克强说，过去一年，困难比预料的多，结果比预
想的好。一年来，我们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统筹
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坚持宏观政策要稳、微观政策
要活、社会政策要托底，创新宏观调控思路和方式，采
取一系列既利当前、更惠长远的举措，稳中有为，稳中
提质，稳中有进，各项工作实现了良好开局。
李克强指出，我们清醒认识到，前进道路上还有
不少困难和问题。这些问题，有的是发展过程中产生
的，有的是工作不到位造成的。对存在的问题，政府要
先从自身找原因、想办法。民之所望是我们施政所向。
要牢记责任使命，增强忧患意识，敢于担当，毫不懈怠，
扎实有效解决问题，决不辜负人民的厚望。
李克强说，2014年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预期目标
是：国内生产总值增长7.5%左右，居民消费价格涨幅
控制在3.5%左右，城镇新增就业1000万人以上，城镇
登记失业率控制在4.6%以内， 国际收支基本平衡，努
力实现居民收入和经济发展同步。加强对增长、就业、
物价、国际收支等主要目标的统筹平衡。
李克强从9个方面报告了2014年的重点工作：推
动重要领域改革取得新突破；开创高水平对外开放新
局面；增强内需拉动经济的主引擎作用；促进农业现
代化和农村改革发展； 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
化；以创新支撑和引领经济结构优化升级；加强教育、
卫生、文化等社会建设；统筹做好保障和改善民生工
作；努力建设生态文明的美好家园。
李克强还就政府自身改革建设，民族、宗教和侨
务工作，国防和军队建设，香港、澳门发展和两岸关系，
以及我国外交政策作了阐述。
李克强在作政府工作报告时还针对3月1日晚发
生在云南昆明火车站的严重暴力恐怖事件表示，要坚
决打击一切亵渎国家法律尊严、挑战人类文明底线的
暴恐犯罪，确保广大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共同建
设平安中国。
根据会议议程，大会印发了国务院关于2013年国
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2014年国民经济
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的报告、国务院关于2013年中央
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与2014年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
的报告，提请审查批准。
在主席台就座的还有：马凯、王沪宁、刘延东、刘奇葆、
许其亮、孙春兰、孙政才、李源潮、汪洋、张春贤、范长龙、
孟建柱、赵乐际、胡春华、栗战书、郭金龙、韩正、杜青林、
赵洪祝、杨晶、常万全、杨洁篪、郭声琨、王勇、周强、
曹建明、令计划、韩启德、帕巴拉·格列朗杰、董建华、
万钢、林文漪、罗富和、何厚铧、张庆黎、李海峰、苏荣、
陈元、卢展工、周小川、王家瑞、王正伟、马飚、齐续春、
陈晓光、马培华、刘晓峰、王钦敏，以及中央军委委员
房峰辉、张阳、赵克石、张又侠、吴胜利、马晓天、魏凤和等。
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梁振英、澳门特别行政
区行政长官崔世安列席会议并在主席台就座。
出席全国政协十二届二次会议的政协委员列席
大会。
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 解放军及武警部队、
各人民团体有关负责人列席或旁听了大会。
各国驻华使节旁听了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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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明显成效，这是党中
央、国务院各项决策部署在湖南实践结出的
硕果，充分彰显了中央决策的科学性、指导
性。总结一年的实践，我们深刻体会到，推动
各项事业的发展，必须始终坚持中央的正确
领导，坚定不移地与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
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必须始终坚持发展
第一要务， 集中精力面向经济建设主战场；
必须始终坚持一张好的蓝图干到底，突出问
题导向，强化底线思维，始终坚持真抓实干，
坚决反对“四风”，着力服务基层，在转变作
风中推动工作落实。
（下转 5 版 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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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媒体聚焦湖南代表团
——
“开放日”
本报记者 蒙志军 唐婷 贺佳
开放的湖南吸引了无数关注的目光。3
月5日下午， 湖南代表团在北京人民大会堂
湖南厅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审议政府工作
报告。根据大会安排，此次会议向中外媒体
开放。来自96家中外媒体的120多名记者，把
话筒和镜头对准了来自湖南的全国人大代
表们。
下午4时40分，在代表发言告一段落后，
湖南代表团代表集体接受了中外媒体采访。
作为中部省份，湖南全面深化改革的重
点和难点是什么？人民日报记者的提问紧扣
“改革”主题。
“在改革的路上，我们将不折腾，不走
偏，不退缩。”徐守盛表示，根据党的十八届
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湖南已先后制定出
台了《实施意见》和《工作要点》，对当前和今
后一个时期的改革目标、任务、路径进行了
明确，今年将围绕关系全省、覆盖全局、造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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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的重大问题，打响几个重点战役，着力
推进深化国有企业改革、 剥离部门所办企
业、政府机构改革、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财政
预算改革、建立统一的公共资源产权交易市
场、建设统一招投标平台、农村土地确权颁
证和经营权有序流转、法治湖南建设、两型
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事业单位改革等重
要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
“改革就 是 要 革 自 己 的 命 ”，徐 守 盛 坦
言， 推进改革最大的难点是突破利益固化
的藩篱，克服部门利益的掣肘，其难度和阻
力可想而知。“但我们坚信， 有中央的坚强
领导，有人民群众的参与支持，我们一定能
自我革新、攻坚克难，毅然决然推进各项改
革。”
中央第十巡视组前不久向湖南反馈了
巡视意见，如何看待巡视意见中提出干部超
职数配备、违规用人等方面问题？中央电视
台记者就此提问。
（下转 5 版 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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