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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锦涛贾庆林李长春习近平李克强贺国强周永康等出席
新华社北京

"

月
(

日电 第十一届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

(

日上午在人
民大会堂开幕!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向大会
作政府工作报告时指出" 综观国际国内形
势"我国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 只要我们
紧紧依靠党的领导和全国各族人民" 就没
有克服不了的困难" 就一定能够把国际金
融危机的不利影响降到最低程度" 就一定
能够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雄伟的人民大会堂气氛庄严热烈! 万
人大礼堂里灯火辉煌" 主席台帷幕中央国
徽高悬 "

$)

面鲜艳的红旗分列两侧 ! 近
")))

名全国人大代表"肩负人民重托"出席
今天的盛会!

会议由大会主席团常务主席# 执行主
席吴邦国主持! 大会主席团常务主席#执行
主席王兆国#路甬祥#乌云其木格#韩启德#

华建敏#陈至立#周铁农#李建国#司马义$
铁力瓦尔地#蒋树声#陈昌智#严隽琪#桑国
卫在主席台执行主席席就座!

胡锦涛#温家宝#贾庆林#李长春#习近
平#李克强#贺国强#周永康等和大会主席
团成员在主席台就座!

上午
%

时"吴邦国宣布%中华人民共和
国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
开幕! 随后"全体起立"高唱国歌!

温家宝代表国务院向大会作政府工作
报告! 报告共分三个部分%一#

&)).

年工作
回顾& 二#

&))%

年工作总体部署& 三#

&))%

年主要任务!

温家宝在回顾一年来的工作时说 "

&)).

年是极不平凡的一年! 我国经济社会
发展经受住了历史罕见的重大挑战和考

验!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全国各族人民迎
难而上"奋力拼搏"战胜各种艰难险阻"改
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新的重
大成就! 温家宝从三个方面总结了一年来
的主要工作%及时果断调整宏观经济政策"

全力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 统筹经济社
会发展" 全面加强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
会建设&积极推进改革开放"为经济社会发
展注入新的活力和动力!

温家宝在报告
&))%

年工作总体部署
时说" 今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要预
期目标是% 国内生产总值增长

."

左右"经
济结构进一步优化& 城镇新增就业

%))

万
人以上"城镇登记失业率

-/'"

以内&城乡居
民收入稳定增长& 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涨
幅

-"

左右&国际收支状况继续改善! 做好
今年政府工作"必须把握好以下原则%扩内
需#保增长&调结构#上水平&抓改革#增活
力&重民生#促和谐!

温家宝说 "

&))%

年的政府工作 "要以
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
展为主线"统筹兼顾"突出重点"全面实施
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一揽子计划!要
着力抓好七方面工作%加强和改善宏观调
控 "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 &积极扩大国
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增强内需对经济
增长的拉动作用&巩固和加强农业基础地
位" 促进农业稳定发展和农民持续增收&

加快转变发展方式"大力推进经济结构战
略性调整 &继续深化改革开放 "进一步完
善有利于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大力发展
社会事业 "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 &推进政
府自身建设"提高驾驭经济社会发展全局

的能力!

温家宝还就国防和军队建设"香港#澳
门和台湾问题以及我国的外交政策作了阐
述!

温家宝报告过程中" 会场多次响起热
烈掌声!

根据会议议程" 大会印发了国务院关
于

&)).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
情况与

&))%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
草案的报告#关于

&)).

年中央和地方预算
执行情况与

&))%

年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
的报告"提请审查批准!

今天在主席台就座的还有%王刚#王乐
泉#王岐山#回良玉#刘淇#刘云山#刘延东#

李源潮#汪洋#张高丽#张德江#俞正声#徐
才厚#郭伯雄#薄熙来#何勇#令计划#王沪
宁#梁光烈#马凯#孟建柱#戴秉国#王胜俊#

曹建明#廖晖#杜青林#白立忱#陈奎元#阿
不来提$阿不都热西提#李兆焯#黄孟复#董
建华#张梅颖#张榕明#钱运录#孙家正#李
金华#郑万通#邓朴方#万钢#林文漪#厉无
畏#罗富和#陈宗兴#王志珍和徐匡迪"以及
中央军委委员陈炳德#李继耐#廖锡龙#常
万全#靖志远#吴胜利#许其亮等!

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曾荫权#澳
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何厚铧列席会议并
在主席台就座!

出席全国政协十一届二次会议的政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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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人民团体的有关负责人列席
或旁听了大会!

各国驻华使节旁听了大会!

胡锦涛在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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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

月
(

日电 !记者孙承斌"

孙彬'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
主席胡锦涛

(

日下午在参加他所在的十一届
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强调"

要全面贯彻党的十七大# 十七届三中全会和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以邓小平理论和(三
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
发展观"按照中央决策部署"紧紧围绕保持经
济平稳较快发展的首要任务" 全力做好保增
长#保民生#保稳定各项工作"以优异成绩迎
接新中国成立

')

周年!

在江苏代表团"代表们结合江苏实际"认
真审议政府工作报告"会场气氛十分热烈! 在

听取了梁保华#罗志军#陈丽芬#武继军#易红
等

%

位代表的发言后"胡锦涛作了发言! 他首
先表示完全赞成政府工作报告" 并对过去一
年全国和江苏各项事业发展取得的成绩给予
了充分肯定!

胡锦涛在发言中说"当前的国际国内形
势可以用两句话来概括! 一句话是%挑战确
实严峻"特别是国际金融危机仍在扩散和蔓
延 "世界经济增长明显下滑 "我国经济发展
也面临很大困难! 再一句话是%机遇依然存
在" 改革开放

")

年取得的成果为我国进一
步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我国经济发展的基
本态势和长期向好趋势没有改变"我国发展

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没有改变! 胡锦涛强调"

面对挑战和机遇并存的形势"我们必须增强
忧患意识"坚定必胜信念"抓住机遇"应对挑
战"迎难而上"开拓进取"最大限度地减轻国
际金融危机带来的不利影响"推动经济社会
又好又快发展!

在谈到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时" 胡锦
涛强调" 要进一步落实中央宏观调控政策措
施"坚持扩大内需与稳定外需相结合"加快发
展方式转变和结构调整"积极统筹城乡发展"

做好节能减排和生态保护工作" 不断深化改
革开放"在应对挑战中开创新局面"在克服困
难中实现新发展! !下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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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琪伟参加海南团审议时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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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

月
(

日电 !记者谭丽琳 陈

成智 周元# 国家旅游局局长邵琪伟今天参
加海南代表团对政府工作报告的审议!他在
接受海南日报记者采访时说%(国家旅游局
完全支持海南创建国际旅游岛"并期待海南
的国际旅游岛建设能为我国的旅游业发展
探索路子! )

邵琪伟表示"从海南最初提出国际旅游
岛建设到现在"国家旅游局从未动摇过对海
南的支持"并将在今后的工作中进一步加大
支持力度!

在发言时 "邵琪伟阐述了国家旅游局
支持海南建设国际旅游岛的三点考虑!

他说 "首先 "海南负有继续当好改革
开放排头兵的重任" 而我国的旅游业也需
要进一步改革开放" 因此他期盼海南能通
过建设国际旅游岛" 在全国新一轮旅游开
放发展中担当好排头兵" 为全国的旅游发
展提供经验!

二是希望海南成为中国滨海旅游度假的
基地"发挥示范作用! 他说"中国拥有丰富的
海洋资源和漫长的海岸线" 但国人却没有很
好地享受海洋旅游资源和海岛旅游资源! 同
时休闲度假也是当前我国旅游资源的短板"

目前全国有
&

万多家旅游景区景点" 但能用
于休闲度假的景区景点不足

(0

!我国现有能
吸引国内游客及外国游客的滨海休闲度假胜
地"海南三亚当属全国第一"因此希望海南成
为我国海岛旅游和海洋旅游的示范基地!

三是希望海南能为我国的旅游业发展
探索新的路子! 海南是中国最大的经济特
区"在体制改革#机制创新上有别的省市不
具备的优势! 同时旅游行业也希望通过国
际旅游岛建设为海南的特区建设作出贡
献"探索路子!

"

月
(

日# 十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

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开幕$当天下午#海

南代表团在驻地北京京西宾馆审议政府

工作报告$

本报特派记者 宋国强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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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留成代表在审议政府工作报告时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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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

月
(

日电 !特派记者谭丽

琳 周元'今天下午"在审议温家宝总理作
的政府工作报告时"卫留成代表认为"报告
体现了中央政府应对不断蔓延和日益加深
的全球性金融危机所表现出的坚定信心"

为实现保八的目标制定了切实可行的政策
和措施" 对我国早日实现经济复苏表现出
乐观的态度!他同时认为"积极调整收入分
配格局和健全社会保障体系非常必要"只
有老百姓口袋鼓了" 扩大内需拉动经济才
会有持久动力!

结合报告"卫留成指出"海南正处于发
展上升期" 在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
币政策的刺激下" 再加上全省人民坚持不
懈的努力" 尤其在抓项目时出手快# 工作
实"经济危机很有可能会在海南变危为机"

近两年也会成为海南加快发展的重要机遇
期!在发言中"卫留成一一列举了琼州海峡
跨海通道#博鳌机场#东环铁路等海南正在
建设和谋划的重大# 特大建设项目! 他表
示"这些项目将支撑海南实现今年

123

增
长

%0

的目标"也将为海南的长远发展产生
深远影响!

卫留成认为报告对继续调整收入分配

格局"提高劳动报酬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增
加政府民生支出" 以增强内需对经济增长
的拉动作用的阐述非常好! 他指出"相比政
府投资"居民的消费对扩大内需#拉动经济
发展的力量会更大更有效! 卫留成算了一
笔账" 当前我国的居民存款高达二十多万
亿元"如果拿出

&)0

用于消费"其拉动作用
会非常巨大!

但是为什么中国的老百姓不愿意花钱
消费* 卫留成认为"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老百
姓的后顾之忧多"教育#医疗#养老等社会保
障体系不健全#保障水平不高!他指出"虽然
近年来国家和地方在促进就业#加大医疗保
障等民生事业上的投入"构建起了基本的社
会保障体系"但还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 他
认为"扩大内需的根本就是要健全社会保障
体系"解决老百姓的后顾之忧! 政府可以每
年拿出财政超收部分"做一个五年至十年的
民生规划" 解决人民群众的基本生活保障"

特别是中低收入群体包括中低收入公务员
群体"在医疗#教育#住房等

(

个方面的社会
保障体系! 只有让老百姓的口袋真正鼓了"

经济发展才有持久动力"同时也才能实现社
会的和谐稳定!

+

月
(

日下午#海南代表团在驻地北京京西宾馆审议政府工作报告$ 这是卫留成代表

在审议时发言$

本报特派记者 宋国强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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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

月
(

日电 !特派记者陈成

智 谭丽琳 周元'今天下午参加海南团审议
时"戴秉国代表希望海南发挥优势"发展成
为世人向往的(天堂)!

戴秉国说"总理的报告是一个求真务实
的报告"是一个迎难而上#提振信心#确保经
济社会平稳较快发展的报告"是一个对人民
负责#为人民着想#为人民服务的报告"充分
体现了党的十七大精神和科学发展观的要
求! 对取得的成绩#存在的问题#今后做什么
和怎么做都讲得很清楚#很深刻! 当前国际
金融经济形势仍很严峻! 党中央#国务院对
形势的判断把握正确"忧患意识很强"信心
非常坚定"应对措施有力!

戴秉国指出"现在正是中华民族实现伟
大复兴的大好时机" 我们有体制的优势"有

了很好的发展基础" 只要全国上下团结一
心"大家同甘共苦"共克时艰"立足当前"着
眼长远"就一定能渡过难关"实现更大更好
的发展! 今年外部环境很复杂"不稳定不确
定因素多"国际金融危机尚未见底"并对国
际政治#安全#社会产生着深刻影响! 外交工
作要更好地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保持经济
平稳较快增长# 促进国家科学发展服务"为
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服务!

(前些天我去了一趟海南" 感到海南的
经济受金融危机的影响相对小些"大家对海
南发展前景很有信心! )戴秉国说"海南有多
方面独特的优势和条件"只要按中央的部署
和要求办事"发挥好自己的优势"就一定能
有更大的发展"成为生活质量好#环境优美#

社会和谐的(天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