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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國務院總理溫家寶15日主
持召開國務院常務會議，研究部署2012年
深化經濟體制改革重點工作。會議指出，中
國經濟體制改革仍處於攻堅克難的關鍵階段
。要按照科學發展觀要求和社會主義市場經
濟規律，尊重群眾的首創精神，大膽探索、
勇於實踐，通過改革解決制約科學發展的深
層次矛盾和體制性問題。

鐵路金融引民資
【本報訊】廣東大力推進行政審批制度改革，自

2008 年以來，廣東省政府共取消和調整行政審批事項
570項，並向地級以上市下放107項行政審批事項。這
是記者從廣東加快轉變政府職能深化行政審批制度改革
會議上獲悉的。

據新華社報道，2012 年，廣東將把推進行政審批
制度改革作為深化行政體制改革的重中之重，加快轉變
政府職能、深化行政審批制度改革工作，全面清理、壓
減行政審批事項，加大放權力度。尤其將在 「減少」上
下工夫：加大力度向社會放權、向下級政府放權；可取
消的下決心取消，可下放的下決心下放，可轉移的下決
心轉移。

此外，廣東還將加快速度培育發展社會組織，搭建
政社合作平台，擴大政府購買服務，鼓勵社會組織發展
公益事業，並加強對社會組織的管理。同時，積極改進
政府管理服務方式，健全綜合政務服務體制，完善行政
運行機制，創新行政審批服務模式。

【本報訊】新華社溫州十五日消息：溫州市泰順縣
政府透露，15 日，由泰順縣政府方面組成的溫州立人
教育集團處置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發出第3號公告，從
即日起，進行債權人的申報登記。

公告稱，從 2 月 15 日始，凡債權人於即日起 30 天
內，持有效身份證明、債權證明向事務所申報債權。

據悉，此前有一批債權人因不接受立人集團進行資
產重組所提出的債轉股、認購待售待建房產、5年內分
期償還債務等三種解危方案，而向警方報案。據此，溫
州市警方經受理調查，以立人集團董事長董順生等涉嫌
違法犯罪，於2月3日對董順生等相關6名涉案人員刑
事立案，並採取刑事強制措施。

據了解，立人集團民間借貸歷時 10 多年，利息高
，涉及金額數十億元，涉債人員數千人。

【本報記者扈亮北京十五日
電】財政部14日發布的數據顯示
，2011 年全國稅收總收入完成
89720.31 億 元 ， 比 上 年 增 加
16509.52億元，同比增長22.6%。
對於2011年稅收逐季回落，財政
部認為，經濟增速環比略為放緩
，導致與經濟指標密切相關的增
值稅、企業所得稅等稅種收入的
增速逐季放緩。

數據顯示，2011 年個人所得
稅實現收入6054.09億元，同比增
長 25.2%。個人所得稅收入佔稅
收總收入的比重為6.7%。

值得注意的是，受 9 月 1 日
起實施個人所得稅改革的影響，
四季度工資薪金所得稅和個體工
商戶生產經營所得稅出現負增長
，同比下降幅度較大，其中，四
季度工資薪金所得稅同比下降
11.1%。

2011 年，稅收收入增速呈
「前高後低、逐季回落」走勢。

對於上述現象，除經濟增速環比
略為放緩因素外，進入三季度以
來國家實施了一系列新的減稅措
施也導致相關稅種收入的增速明
顯放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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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東加大放權力度
壓減行政審批事項

【本報記者秦炳煜、柏
永合肥十五日電】15 日，
安徽省第十一屆人民代表大
會第五次會議舉行第四次大
會及閉幕會。大會以無記名
投票方式選舉李斌為安徽省
省長。

李斌，女，1954 年 10
月出生，遼寧撫順人，經濟
學博士，曾任吉林省副省長
、國家人口計生委主任、黨
組書記等職。2011 年 12 月
履新安徽任省委副書記，副

省長、代省長。
據了解，李斌係安徽省首位女省長。接近李斌的人

士介紹，李斌 「既有女性的柔美，又有男性的剛強」，
從政 20 餘年，為人謙和，民生情結濃厚，其早年在吉
林省政府任職時即有 「民生省長」美譽。

她所創新思維提出的 「創業促就業」再就業模式，
被國家有關部門稱為再就業 「吉林模式」。其後，在執
掌國家計生委期間，李斌主張 「計生也是民生」。

【本報記者黃仰鵬深圳十五日電】廣深港高鐵香港
段未開通之前，港人北上經深圳北站乘高鐵無需換乘直
達長沙、武漢等地預定今年四月就能實現。據深圳軌道
辦相關人士透露，4月1日相連廣深港高鐵與武廣高鐵
的方案目前已上報鐵道部待批，相關線路信號系統和各
方面接駁均已通過檢測。

因考慮運營初期列車需進一步磨合和安全等因素，
於去年12月26日開通的廣深港高鐵廣深段暫未安排與
武廣高鐵相連，乘客需要在廣州南站換乘武廣高鐵。開
通初期，該線路對改善深圳對外交通尤其是緩解春運客
流運輸壓力發揮重要作用，最高日客流量高達四萬人次
。不過由於未能直通帶來的換乘麻煩，市民因此怨聲不
斷，同時也引起相關部門的重視並作出回應，此間傳出
多個關於直通時間的不同版本。最新消息披露，經過一
段時間試運營，深圳直通湘鄂高鐵將於4月1日正式開
通。

據深圳軌道辦人士介紹，高鐵直通武漢後，深圳北
站每天接發車可達 56 對，運力預計將達到 8 萬人次。
票價方面，目前廣深高鐵全程二等票 75 元，武廣高鐵
全程二等票465元，因此，深圳北直達武漢的高鐵列車
票價至少應在540元以上。

【本報記者扈亮北京十五日電】兩會前夕，溫家
寶總理通過各地密集調研、在京組織座談方式了解經
濟最新狀況。對於 「國內外不少機構對中國經濟的悲
觀預期似乎多了起來」的情況，國家發改委新聞發言
人李樸民今天在北京表示，中國內需的潛力很大，尚
未得到充分發揮，今年儘管國際形勢依然嚴峻複雜，
但在多種有利條件的共同作用下，中國經濟仍將會保
持平穩快速發展態勢。

內需潛力尚未充分發揮
對於下一階段的中國經濟形勢，李樸民指出，有

三方面信心使得中國經濟可以保持平穩快速發展：一
是在世界經濟形勢嚴峻複雜、歐債危機不斷惡化的國
際環境下，中國經濟仍然保持着平穩較快發展的基本
面。二是來自中國內需潛力巨大。中國的工業化、城

鎮化、農業現代化仍然處在較快發展階段。中國推進
工業化、城鎮化的過程也是擴大消費需求、改善人民
生活水平的過程，這將釋放出巨大的內需潛力。同時
，也需要保持合理的投資規模，加強經濟社會發展的
薄弱環節，為經濟發展提供更充沛的動力，為調整經
濟結構、轉變發展方式創造條件。三是我國社會主義
市場經濟體制將會為經濟社會發展提供強大的動力，
釋放出更大活力。

「中國內需的潛力很大，尚未得到充分發揮，我
國經濟在當前和未來一段時期，都將會處在較快增長
的區間。」李樸民說。

仍面臨內外諸多挑戰
雖然有諸多有利條件，李樸民強調，今年一些老

問題仍沒有根本解決，新矛盾、新問題又不斷出現，

國民經濟要實現從政策刺激向自主增長轉變，還需要
持續不斷努力。

他說，從國際形勢看，世界經濟尚未走出國際金
融危機的陰影，又面臨着歐債危機日趨惡化的新的衝
擊。世界經濟增長動力不足，繼續下行的壓力不減，
毫無疑問會影響我國外需的穩定增長。從國內看，發
展中不平衡、不協調、不可持續的問題仍然很突出。
例如，農業繼續穩產增產、農民收入持續增加的難度
增大，節能減排形勢嚴峻，一些 「兩高」行業擴張仍
然偏快，部分中小企業經營困難。

「由於國際環境的複雜嚴峻，不確定、不穩定性
增強，中國經濟增長面臨着放緩的壓力。但只要我們
利用好有利條件，抓住並切實用好戰略機遇期，貫徹
落實好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的決策部署和方針政策，國
民經濟將會繼續平穩較快發展。」李樸民說。

中國經濟增長面臨放緩壓力

據新華社報道，會議指出，當前和今後一段時期
改革的重點領域和關鍵環節：

一是進一步轉變政府職能，理順政府與市場的關
係，改善宏觀調控，健全市場體系，深化壟斷行業改
革，更好地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基礎性作用。

二是推進財稅體制改革，理順中央與地方及地方
各級政府間財政分配關係，更好地調動中央和地方兩
個積極性。

三是深化土地、戶籍、公共服務改革，理順城市
與農村的關係，推動工業化、城鎮化和農業現代化協
調發展。

四是推進社會事業、收入分配等改革，理順經濟
與社會發展的關係，扭轉收入差距擴大趨勢，努力提
高資源配置效率，有效保障社會公平正義。

五是推進依法行政和社會管理創新，理順政府與
公民和社會組織的關係，深化政務公開，健全監督制
度，建設服務、責任、法治、廉潔政府。

會議明確了今年改革的重點工作：
（一）推動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深入推進

國有經濟戰略性調整和國有企業公司制股份制改革，
優化國有資本戰略布局，完善國有資產管理體制。完
善和落實促進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的各項政策措施，鼓
勵民間資本進入鐵路、市政、金融、能源、電信、教
育、醫療等領域。

培育小型金融機構
（二）加快財稅體制改革。完善分稅制和財政轉

移支付制度，健全縣級基本財力保障機制。擴大增值
稅改革試點，全面推進資源稅改革。

（三）深化金融體制改革。強化國有控股大型金

融機構內部治理和風險管理。積極培育面向小型微型
企業和 「三農」的小型金融機構。合理引導民間融資
。促進多層次資本市場健康發展。

（四）深化電力、成品油和水資源價格改革。建
立健全排污權有償使用和交易制度。

推進地方財政公開
（五）推進社會領域改革。完善工資制度，健全

工資正常增長機制。實現城鎮居民社會養老保險和新
農保制度全覆蓋。全面實施素質教育，推進學校民主
管理。繼續推進全民醫保，鞏固基本藥物制度，深入
推進縣級公立醫院改革和城市公立醫院改革試點，加
快形成對外開放的多元辦醫格局。深化文化和科技體

制改革。
（六）推進行政體制改革。建立健全新設行政審

批事項審核論證機制。開展政府績效管理試點。全面
推進地方財政預算、決算公開。

（七）深化農村改革。推進農村集體土地確權登
記發證，擴大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登記試點。制定出
台農村集體土地徵收條例。

（八）深化涉外經濟體制改革。完善外商投資產
業指導目錄。積極推進上海浦東新區、天津濱海新區
、深圳經濟特區等綜合配套改革試點。

會議審議並原則通過《海洋觀測預報管理條例
（草案）》和《拘留所條例（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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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改革八重點

▲國務院常務會議研究部署今年深化經濟體制改革重點工作，鼓勵民間資本進入鐵路、金融等領
域是其中一項重要內容。圖為南京開往上海的高鐵列車 中通社

【本報訊】據新華社北京十五
日消息：二月十六日出版的今年第
四期《求是》雜誌，發表中共中央
政治局常委、國務院副總理李克強
的重要文章：《在改革開放進程中
深入實施擴大內需戰略》。

文章分五部分：一、在新的形
勢下繼續處理好速度、結構、物價
三者關係，為在改革開放進程中深
入實施擴大內需戰略創造良好環境
；二、以擴大內需為戰略基點加快
推進經濟結構調整；三、把發展的
出發點和落腳點放在保障和改善民
生上；四、堅定不移推進重點領域
和關鍵環節改革；五、在穩中求進
中促進經濟社會協調發展。

文章指出，突出把握好穩中求
進的工作總基調，統籌處理好速度
、結構、物價三者關係，對於做好

今年經濟工作具有重大意義。處理
好三者關係，關鍵在於保持經濟
平穩較快發展和物價總水準基本
穩定，必須下大力氣推進發展方
式轉變和經濟結構調整，推動科
學發展。

文章強調，擴內需的最大潛力
在城鎮化，擴內需的最大產業潛力
在服務業。要在保持投資合理規模
的同時，完善政策，改善環境，尤
其要增強居民消費能力，有效釋放
我國巨大的消費潛力。

文章指出，保障和改善民生，
是擴大內需的重要舉措和有效途徑
。加大民生投入，本身就是結構調
整，是轉方式的應有之義。把重大
民生工程擺在發展工程的優先序列
，努力在保障和改善民生上取得新
成效。

李克強《求是》撰文
以改革開放擴內需

▲ 去年個人
所得稅實現
收入逾六千
億元。圖為
工作人員在
四川眉山市
地稅局個人
所得稅辦理
窗口為市民
辦理納稅業
務 新華社

▲十五日，李斌當選
安徽省省長 網絡圖片

▲千里武廣高速鐵道線上，同為乘務員的雙胞胎
姐妹邢辛和邢未以其微笑和服務，成為乘客眼中
的靚麗風景。圖為邢辛、邢未姐妹倆在動車前合
影 新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