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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台北
!"

月
!#

日电 台湾长荣航空公司
副总经理聂国维在记者会上表示!长荣航空很高兴能
担任运送"团团#$"圆圆%来台的飞行任务!将全力以
赴!将"团团%$"圆圆%舒舒服服$圆圆满满地载运到台
湾&"熊猫专机%将于

!!

日由桃园机场起飞!预定于当
天下午抵达成都机场!次日再飞返桃园机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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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

月
!#

日电!记者刘

东凯"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
#%

日在中南
海紫光阁会见了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

温家宝说!世界银行是全球发展领
域最大的金融机构!中国是最大的发展
中国家!双方合作对世界经济社会发展
具有重要意义&

温家宝向佐利克介绍了中国的经
济形势及应对世界金融危机所采取的

政策措施& 温家宝说!我们提出要把扩
大内需同经济增长$社会发展$民生改
善结合起来!归根到底就是要通过经济
发展逐步满足人民的物质文化需要'通
过有效拉动最终消费!促进经济发展&

佐利克说! 作为中国的密切合作伙
伴!世界银行将继续帮助中国灾区恢复和
重建工作& 世界银行支持中国的发展!并
希望在国际发展领域同中方开展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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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改革开放 %&周年

作为当代世界最重大的一个历史事件# 中国波

澜壮阔的改革开放走过了整整
!"

年$

!"

年与
#"""

年的中国历史相比虽是短暂的# 但其影响却重大而

深远#它改变了一个民族的历史命运#决定了一个国

家的前途未来$

!"

年前#一幅改写中国和世界发展图景的画

卷在中华大地徐徐展开$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吹

响了改革开放的时代号角# 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亿

万人民走上强国富民的新长征$从此#变革的滚滚

洪流冲关过隘# 汇成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时

代大潮$

改革开放是中华民族前途命运的关键抉择$ 曾

经在人类文明史上创造辉煌的中华民族# 自近代以

来#在世界大变局中远远地落在了后面$ 一百年间#

不屈不挠的中国人民为实现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的

历史任务上下求索$ 新中国的建立为实现现代化奠

定了崭新的制度基础# 但前无古人的社会主义事业

在实践中经历了艰辛而曲折的探索$ 当历史的脚步

迈入
$%

世纪
&%

年代# 世界又处在一个新的大转折

大变革大发展时期$ 而此时#在刚走出%文革&阴影

的中国#物资极端短缺#文化一片荒漠#人民生活贫

困#僵化的经济体制和落后的思想观念严重束缚生

产发展和社会进步$

是在困顿中徘徊#还是在危难中奋起' 是变革进

取#还是墨守成规'在历史的十字路口#中国共产党人

在
!%

年前的历史性抉择#使中国社会的前进列车#终

于驶上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改革开放&的正

确轨道#开始了大步追赶世界发展潮流新征程$

改革开放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壮丽史诗$ 以

十一届三中全会为起点# 改革开放的历史画卷浓墨

重彩地铺陈开来$ 中国人以昂扬奋发的朝气( 开拓

创新的勇气(一往无前的锐气#重新塑造着自己和整

个国家的面貌$ 改革开放涤荡着一切陈腐与守旧#

冲破无数藩篱和束缚#向前奔涌#势不可挡$ 在吸收

借鉴人类文明一切优秀成果的过程中# 中国充满希

望地展示出自己灿烂的前景$ 濒临崩溃边缘的国民

经济# 实现了世界近代以来大国发展史上从未有过

的持续
!%

年年均近
'"!

的发展#使中国一跃成为世

界第四大经济体$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在东方大地

焕发出勃勃生机$

!"

年间#一项项骄人成就印证着改革开放所激

发出的巨大活力#一个个重大灾害检验着改革开放

积累的强大实力# 一次次重大考验磨砺着改革开放

形成的抵御风险能力$ 今天#一个面向现代化(面向

世界( 面向未来的社会主义中国巍然屹立于世界民

族之林$ 斗转星移#沧海桑田#作为人类发展史上罕

见的整体性变迁# 改革开放不仅改变一个十三亿人

口大国的命运#并因此为世界发展做出独特的贡献#

而且创造了一种新的发展模式和制度文明# 受到世

界的关注#闪耀着夺目的光辉$

改革开放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

!"

年来# 通过改革开放# 我们实现了一次次历史性跨

越#走完了现代化建设的前两步$ 但是#我们还没有

摆脱不发达状态# 还处于工业化中期和社会主义初

级阶段#还要再奋斗
(%

年才能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

平$如果说
!%

年前我们是背水一战(绝地突围#那么

!%

年后#我们正处于一个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的新

的历史关节点$ 要完成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

史使命# 我们必须在新的更高起点上继续推进改革

开放$同
!%

年前一样#坚定不移地走改革开放之路#

是时代的要求(人民的意愿(历史的必然$ 这是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 是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必由之路# 也是亿万人民奔向幸福美好生

活的必由之路$

在新的更高起点上推进改革开放# 最根本的是

要深入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伟大旗帜不动摇) 最关键的是要深入贯彻落实科

学发展观#努力推动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建设全

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在新的更高起点上推进改革开放# 必须坚定改

革开放的信心和决心$ 只有坚持改革开放#进一步

解放思想# 才能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突出矛盾和

问题$ 面对新的挑战#犹豫不决只会丧失机遇#停顿

倒退没有出路$

在新的更高起点上推进改革开放# 要牢牢坚

持发展这个硬道理$ 虽然经过
!%

年的发展#从生

产力到生产关系( 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都发生

了重大变化# 但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

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

有变 $ 发展仍然是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 %总钥

匙&$我们要继续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断解放

和发展生产力$

在新的更高起点上推进改革开放# 要着力解决

影响和制约科学发展的突出问题# 着力构建充满活

力(富有效率(更加开放的体制机制#着力转变发展

模式(优化经济结构#在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实现改

革新的突破$

在新的更高起点上推进改革开放# 必须坚持以

人为本#依靠人民谋划发展#让人民共享发展成果$

人民群众是推进改革开放的主体力量# 人民利益是

进行改革开放的根本归宿$ 一方面要加快推进以改

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体制改革# 进一步解决好人民

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另一方面#更

加有力地保障人民民主权利# 维护人民政治参与的

积极性#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充分发挥人民的主人翁

精神和首创精神# 让人民作为历史创造者的智慧与

力量充分涌流和迸发$

在新的更高起点上推进改革开放# 必须更加注

重改革决策的科学性( 增强改革措施的协调性$ 作

为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 改革开放正进入一个更多

触及深层次矛盾和更多面对外部复杂因素的关键阶

段$要坚持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进一步完

善决策机制(决策规则和决策程序#做到改革与开放

相协调#发展与稳定相统一#经济体制与政治体制(

文化体制(社会体制改革相促进$

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发展机遇#往往体现在面对

艰难如何抉择$ 迎难而上#方可化危为机)坚定信

心#才能奋发有为$ 这是中国改革开放
!%

年的重要

经验# 也是中华民族历经磨难锤炼锻造的优秀品

格$ 当前#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的影响日益加深#我

国传统竞争优势逐渐削弱#中国发展面临前所未有

的严峻挑战$ 越是困难#越要改革发展)越是危急#

越要意志坚定$ 将压力转为推进科学发展的动力#

将危机化为构建科学发展体制机制的契机#聚精会

神艰苦奋斗#万众一心共克时艰#在逆境中开辟更

加广阔的发展新天地$

旗帜指引方向#道路迎向明天$站在今天这样一

个特殊的节点上#回望过去#心潮澎湃)展望未来#激

情满怀$ 我们紧密团结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

党中央周围#锐意进取的中国人民#一定能在建设富

强(民主(文明(和谐现代化强国的伟大进程中#挥写

更加辉煌的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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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部发言人表示

新华社北京
!"

月
!#

日电!记者熊争艳(孙奕"

外交部发言人刘建超
#%

日表示!中国不接受法方以
价值观为借口! 为损害其他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
的行为作辩解&

有记者在例行记者会上问( 法国总统萨科齐最
近表示!欧洲多个国家领导人都会见过达赖!所以近
期欧中出现的紧张局面不都是他的责任! 法方愿与
中国重新开始对话! 但不能以否定欧洲的价值观为
代价& 您如何评价)

刘建超说(*一个国家采取怎样的价值观! 中国
无意干涉& 但是以坚持所谓价值观为借口! 为损害
其他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这一行为作辩解!我认
为这是令人难以接受的& 法国是一个伟大的民族!

我相信法国的价值观不是建立在损害其他国家和人
民利益基础之上的& %

外交部发言人表示

新华社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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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

日电!记者孙奕(熊争艳"

外交部发言人刘建超
#%

日表示!朝核问题六方会谈
目前的主要任务是全面均衡落实第二阶段的行动&

有记者在例行记者会上问(美国国务院副发言人
日前表示!由于朝鲜拒绝接受核验证议定书!无核化进
程目前陷入僵局& 美方认为在朝鲜接受核验证议定书
之前!将暂停对朝方提供能源援助& 您如何评价)

刘建超说!我们认为六方会谈是一个进程!分阶
段推进这一进程是各方的共识& 现阶段的主要任务
是全面均衡落实第二阶段的行动&

!"

月
!#

日$ 我国迄今一次核准建设容量最大

的核电项目!!!阳江核电站正式开工% 阳江核电站

位于广东阳江市阳东县东平镇$ 由广东核电集团建

设$总投资近
'&&

亿元人民币$采用中国自主品牌改

进型压水堆"

()*!&&&

#核电技术$进行标准化&批

量化建设% 阳江核电站建成后$ 每年上网电量可达

+,&

亿千瓦时$ 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
%#&&

万

吨$节约煤炭
!#&&

万吨% 新华社记者 刘大伟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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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罐混凝土浇入阳江核电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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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机组工地%

公安部交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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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

月
!#

日电!记者张景勇"记者
#%

日从公安部交管局了解到! 从
!&&'

年
#

月
(

日
开始! 各地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将全面启动春运交通
安全服务站!对

$

座以上公路营运客车$危险化学品
车辆逐车进行检查登记&

公安部交管局有关负责人说!

!&&'

年春运工作
将于

#

月
##

日开始!至
!

月
#'

日结束&

!&&'

年元
旦$春节相距较近!学生流$探亲流$农民工流易形成
叠加!人流$车流$物流高度集中!交通安全形势复
杂!交通管理任务繁重&

公安部交管局要求各地严格落实
!)

小时勤务
制度!依法从严查处客车超员$超速行驶$疲劳驾驶
等严重交通违法行为!对疲劳驾驶的驾驶人强制休
息!确保春运期间交通安全形势平稳&

针对春节期间农村集市交易$ 探亲访友增多的
特点!各地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将协调和组织乡镇政
府$农村派出所!严查拖拉机$低速载货汽车和三轮
汽车违法载人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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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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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

日电!记者樊

曦(陈玉明"为了全面$系统地了解中央
企业投资情况! 国务院国资委

#%

日发
出通知! 要求中央企业上报

!&&"

年投
资完成情况和

!&&'

年投资计划&

按照通知要求! 中央企业需在明年
#

月
*#

日前报送
!&&"

年投资+包括固定
资产投资与股权$产权投资,的总体完成
情况!如计划投资总额$完成投资总额$主

业投资和非主业投资方面的信息&

除了总体完成情况!中央企业还需
要具体说明重点投资项目的完成情况!

包括总投资$自有资金$截至上年底完
成投资等& 此外! 中央企业还需上报
!&&'

年投资计划的总体情况及结构分
析!并针对国内外经济形势变化和经济
发展中不确定因素增多的情况!提出在
改善投资管理方面的对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