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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世贸组织
2001年11月10日，在卡塔尔多哈举行的世界

贸易组织（WTO）第四届部长级会议通过了中国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法律文件， 标志着我国终于成
为世界贸易组织新成员， 我国对外开放事业进入
一个新的阶段。

1986年7月10日，中国正式提出关于恢复在
关贸总协定缔约国地位的申请。1995年，世贸组
织取代关贸总协定， 中国复关谈判也转为入世
谈判。1997年8月， 中国与新西兰签署了世贸组
织市场准入谈判的双边协议， 新西兰成为第一
个与中国结束双边谈判的西方国家。1999年11
月， 中美两国就中国加入世贸组织问题达成双
边协议， 这是中国进入WTO的关键性一步。
2000年5月， 中国与欧盟就中国加入世贸组织
问题达成双边协议。2001年9月，中国与墨西哥
结束了关于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双边谈判，至
此全部完成了与世贸组织成员的双边市场准入
谈判。

2001年11月10日，在卡塔尔多哈举行的世界
贸易组织第四届部长级会议通过了中国加入世
贸组织的法律文件， 标志着经过15年的艰苦努
力，中国终于成为世贸组织新成员。同年12月11
日，我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成为其第143个
成员。

加入世贸组织， 充分展示了我国顺应经济全
球化潮流、主动参与国际竞争与合作的积极姿态。
加入世贸组织， 为我国赢得了更加良好的国际环
境，有力地促进了对外开放，促进了经济体制改革
和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 有利于增强我国经济
发展活力和国际竞争力， 总体上符合我国的利益
需要。

� � � � 2002年11月，中共第十六次
全国代表大会提出， 要在21世纪
的头20年，使我国低水平的、不全
面的、发展很不平衡的小康，发展
到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
小康社会。

1979年，邓小平在会见日本
首相大平正芳时，第一次用“小
康之家”四个字来描述我国现代
化的阶段性目标。1982年 9月，
中共十二大正式提出到20世纪
末要使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
1987年10月， 中共十三大正式
提出我国经济建设的战略部署

大体分三步走：第一步，实现国民
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一番，解决
人民的温饱问题；第二步，到20
世纪末，使国民生产总值再增长
一倍， 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
第三步，到21世纪中叶人均国民
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
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
现代化。

到20世纪末， 我们胜利实现
了现代化建设“三步走”战略的前
两步目标， 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
了小康水平。 中共十六大明确提
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

标，这就是：我国要在本世纪头二
十年，集中力量，全面建设惠及十
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
会，使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
全、 科教更加进步、 文化更加繁
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
殷实。

中共十六大确立的全面建设
小康社会目标， 是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全面
发展的目标， 是与加快推进现代
化相统一的目标， 符合我国国情
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 符合人民
的愿望，意义十分重大。

� � � � 2003年10月， 中共中央、国
务院正式印发《关于实施东北地
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的若干
意见》，制定了振兴战略的各项方
针政策， 吹响了振兴东北老工业
基地的号角。

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是新
中国工业的摇篮。 随着改革开放
的不断深入， 老工业基地的体制
性、结构性矛盾日益显现，进一步
发展面临着许多困难和问题。

党中央、 国务院高度重视东
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的改革和发
展。中共十六大报告强调要“支持
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加快调整

和改造”。2003年10月，中共中央、
国务院下发关于实施振兴东北地
区等老工业基地战略的若干意
见， 标志这一战略正式实施。12
月， 国务院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
业基地领导小组成立。

此后， 中央先后在东北地区
实行了一系列促进振兴的优惠政
策，振兴战略得到进一步展开。

经过努力， 东北地区等老工
业基地振兴战略取得初步成效。
一批重大项目顺利实施， 一批重
点老企业的技术水平有了显著提
高。 资源开发补偿机制和衰退产
业援助机制日益形成。 国有经济

战略性调整和国有企业改制改组
步伐逐步加快。 东北地区开始呈
现出差异化发展、 协作分工的良
性态势。

在此基础上，2007年8月，经
国务院批复的《东北地区振兴规
划》发布，提出经过10年到15年的
努力，实现东北地区的全面振兴。

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战略是
着眼于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
标全局的一项重大举措， 是中央
继建设沿海经济特区、 开发浦东
新区和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之
后， 加快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又
一项重大战略决策。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

科学发展观
2003年10月，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坚持以人

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
科学发展观正式提出以后， 为了使党的高级干部更好地领

会和贯彻这一思想，2004年2月， 中共中央在中央党校举办省部
级主要领导干部“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专题研究班。2004年3
月10日，在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上，胡锦涛对科学发展
观的深刻内涵和基本要求作了进一步阐述， 提出要坚持以人为
本、全面发展、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

2007年10月，中共十七大对科学发展观的时代背景、科学内涵、
精神实质和根本要求作了全面系统的概括。报告指出：“科学发展观，
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
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大会还将科学发展观写入党章。2012年11月，
中共十八大把科学发展观确定为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

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以人为本，全面、协调、
可持续的发展观，是我们党对二十多年来改革开放实践经验的科学
总结，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律认识的深化，反映了中国共产党
对发展问题的新认识，体现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迫切要求。同时，
也是我们党对执政规律认识的进一步深化，是党的执政理念的一次
重要升华，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均为新华社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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