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华社播发十六大以来党中央治国理政纪实

历尽天华成此景 人间 万事出艰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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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年间，中国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新征程上扬帆远航，改革发展稳定、治
党治国治军、内政外交国防，各项工作
持续取得新进展，国力、财力、国际影响
力显著提高。

是什么引领中国航船方向，穿越浓
云迷雾，跨过激流险滩？

邓小平理论、“ 三个代表” 重要思
想和科学发展观，就是新世纪新阶段的
指路明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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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坚持以人为本到转变经济发展
方式，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到推动
建设和谐世界，从大力实施人才强国战
略到建设创新型国家，从建设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体系到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
国，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到全面推进
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一个个重大
决策，是科学发展观理论力量的具体体
现，是科学发展观走向深入的历史足迹。

实践永无止境，认识不断深化。随
着时间的推移，“ 发展”，这一耳熟能详
的词汇，其内涵发生着深刻变化———

从“ 又快又好”到“ 又好又快”，从
“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到“ 加快转变经

济发展方式”，从重视“ 总量”到强调
“ 人均” ⋯⋯表述方式变化的背后，是

发展方式转变的坚定意志，是经济结构
战略性调整的铿锵步伐。

变革带来发展，决策催生繁荣。
10年间，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发展，

各项事业蒸蒸日上：
———经济年均增长10.7%，大大高

于世界经济同期的3.9%；
———经济总量占世界份额由4.4%提

高到10%左右，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1135美
元增加到5432美元，进入中等偏上收入
国家行列；

———粮食生产“ 九连增”，农民收
入连年增长，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成绩
斐然；

———国家创新体系加快构建，自主
创新能力大幅提升，科技事业欣欣向荣；

———内需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
显著增强，中西部地区加快发展，节能
降耗取得明显成效⋯⋯

一场深刻的变革在神州大地上不
断推进。

10年间，经济社会发展和身边变
化，人们可知可感：

———10月16日，合肥至蚌埠高铁开
通，由此，合肥至北京最短运行时间缩
至3小时50分钟，比以往减少5小时42分
钟。京津、武广、京沪⋯⋯从无到有，不
断延伸的高铁线不仅压缩了时空，方便
了群众，更为沿线地区经济社会快速发
展创造了新的巨大可能；

———经济结构和发展质量进一步
优化：第一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
的比重从2002年的13.7%下降到2011年
的10.1%，第二、三产业占比均有所上升；

———更多的产业在规模上跃居世
界第一，“ 中国制造”遍及全球，“ 中国
创造”熠熠生辉；从产品出口到企业并
购、对外投资，一批批企业走出国门，成
为响当当的品牌；

———人民生活水平水涨船高：从城
市到乡村，汽车进入更多的普通家庭，
人均住房面积不断提高，冰箱、电脑等
耐用消费品拥有率成倍增加；

———越来越多的城乡面貌悄然改
变：大江南北、长城内外，一座座新城拔地
而起，一片片社区、一个个村寨更加美丽，

城镇化率从不到40%上升到50%以上⋯⋯
统筹发展，全面推进———10年来，

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经济5个
“ 轮子”一起转，社会主义中国不断获

得新的发展动力。
农民工人大代表亮相政治舞台、网

上公示法律法规广泛征求意见、持续推
进“ 三公”经费公开⋯⋯10年间，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稳步推进：人民
代表大会制度更加完善，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法律体系初步形成，中国共产党领
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日益完
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更加成熟，基层
民主制度更加巩固。

场馆免费开放、农家书屋遍布乡村、
出版集团纷纷上市⋯⋯10年间，文化体
制改革不断深入，覆盖城乡的公共文化
服务体系逐步建立，文化产业成为新的
经济增长点，文化软实力进一步增强。

从推进社会体制改革到扩大公共
服务，从完善社会管理到促进社会公平
正义⋯⋯10年间，我国以保障和改善民
生为重点加快推进社会建设，民生优先
的发展理念深入人心，发展成果更多惠
及全体人民。

从植树造林到防治荒漠化，从提倡
循环经济到厉行资源节约⋯⋯10年间，
生态文明的理念日益融入经济社会发
展的全过程，生态建设的成绩单同样引
人关注。

国防的巩固，是现代化建设的战略
任务。10年来，一系列富有鲜明时代特
征的强军治军方略，推进了国防和军队
现代化建设。

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是海内外中
华儿女的共同心愿。10年来，“ 一国两
制”在香港和澳门谱写出新篇章，两岸
关系展现出和平发展的良好态势。

党的十六大以来，面对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面对复杂的国内外形势，以胡锦
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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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齐心协力，锐意进取，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事业展现出勃勃生机。 据新华社电

发展是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 10年来，一个主题贯穿始终：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
一意谋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广

从席卷全球的国际金融危机，到
特大地震、特大泥石流等严重自然灾
害，到“ 3·14”、“ 7·5”打砸抢烧严重暴
力犯罪事件，从北京奥运会、残奥会到
上海世博会，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
的党中央科学决策，沉着应对，团结带
领全国人民众志成城，迎难而上，成功
举办大事、要事，从容应对急事、难事，
经受住了一次又一次重大考验，不断
提升驾驭复杂局面的能力。

⋯⋯
几年前，当国际金融危机海啸般

席卷全球时，暗礁与漩涡，横亘在中国
经济这艘巨轮面前。

中国这个拥有13亿人口的经济大
国开始了艰难的应战———

从东北重镇到边疆省区，从江浙
沿海到广东改革开放前沿，胡锦涛等
中央领导同志纷纷奔赴各地调研，及
时把脉经济运行情况；

仅2009年上半年国务院就召开常
务会议33次，研究讨论74项议题，其中，
31次会议、51项议题与应对国际金融危
机直接相关；

发放家电下乡补贴，全面实行增
值税转型改革，四万亿投资计划、十大
产业振兴和调整规划接连出台；

随着党中央、国务院迅速出台促

进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的一揽子计划，至
2009年底，中国经济成功实现V形反
转，率先回升向好。

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日子里，中央
政治局共召开30多次会议，其中有8次
研究经济工作，对如何在国际金融危机
的冲击中实现经济平稳可持续发展作
出战略部署。

⋯⋯
有一种力量可以凝聚人心，众志成

城———
10年来，每一个危急时刻，中央领

导同志都在第一时间出现在灾区人民
群众中，凝心聚力，提振士气，及时采取
措施应对灾情。

这是一个令人难忘的细节：“ 在这
一困难时刻，我需要尽快赶回国内
⋯⋯”玉树强烈地震发生后，心系灾区
的胡锦涛总书记果断压缩出访行程，从
巴西提前回国，经过近25个小时长途飞
行回到北京后，又赶赴雪域高原，与人
民同呼吸共患难。

有一种情怀可以温暖人心，砥砺斗
志———

10年来，每一次生死关头，每一次
救援行动，中国共产党人都始终秉持生
命至上原则，不放弃、不抛弃。

无论是非典疫情、汶川地震还是泥

石流灾害，在灾难来临的第一时间，党
中央处变不惊、沉着应对，始终把救人
放在首要位置。汶川震后10天内，83988

名同胞从废墟中获救，360多万伤病员
得到及时救治。

有一种进步可以鼓舞人心，奋发前
行———

10年里，我国通过了突发事件应对
法，修订了抗震减灾法等和危机应对相
关的法律不下10部。

10年里，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
急预案和涉及公共安全、安全生产等领
域的25件专项预案、80件部门预案出台
生效，国家危机应对机制进一步完善。

10年里，从中央到地方，从政府官
员到普通民众，防灾减灾意识得到较大
提高。

⋯⋯
从北京奥运会、残奥会到上海世博

会，从“ 嫦娥”揽月、太空漫步到超级计
算机、基因测序等前沿科技实现重大突
破，从南水北调到西气东输等重大工程
捷报频传，中华民族书写了一个又一个
传奇，让世界惊叹。

从载人航天精神到抗震救灾精神，
再到奥运精神，10年来，在一次次考验
中，民族精神在升华，自信心进一步提
升，中华民族更加具有凝聚力。

“ 党、政府、全社会都会关爱和帮
助你们。”2004年11月30日下午，北京
佑安医院。胡锦涛总书记微笑着把手
伸向受病魔困扰的艾滋病患者，胸前
的红丝带在冬日里闪动春的希望。

10年来，党和国家领导人几乎每
年看望艾滋病患者，还邀请患儿和致
孤儿童做客中南海。

“ 四免一关怀”，中央防治经费从
每年1亿增加到22亿，制定艾滋病防治
条例⋯⋯

一部10年艾滋病防治史，彰显着中
国共产党人执政为民理念的与时俱进。

指导思想的变化，带来政绩观的
变化———

2011年8月，南京首次在全市郊县
镇街考核中取消国内生产总值指标，
居民就业和收入成为主要考核内容。

政绩考核指标的调整，是执政党
践行以人为本理念的生动体现———让
劳动者体面劳动，成为上下一致的共
识；“ 幸福广东”“ 幸福安徽”“ 幸福山
东”⋯⋯越来越多的省区市，将提高民
生福祉作为党和政府追求的目标。

扩大就业、社会保障、办好教育、
医疗改革、保障住房、增加收入⋯⋯10

年里，中国共产党交出了一份沉甸甸
的民生成绩单。

———城乡居民参加职工医保、城
镇居民医保、新农合人数超过13亿，建
立起世界上最大的医疗保障网；

———实施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
城镇新增就业连续5年超过千万；

———从免费义务教育在全国铺开
到拨款160亿为农村学生提供“ 营养
餐”，从校舍维修改造到《 校车安全管

理条例》通过，教育公平迈出新步伐，
教育质量稳步提升；

———加快建立住房保障体系，大
兴保障性安居工程，保障范围从低收
入困难群众向中等收入群众、进城务
工人员延伸⋯⋯

———出台多项社会保障制度，社
会保障框架日益健全，基本实现了社
会养老保险制度全覆盖。

———积极调整收入分配关系，努力
扭转收入分配差距扩大趋势。各地普遍
调高最低工资标准，对困难群众发放生
活补贴，3次调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

人民怎能忘记，从洪涝灾区到地震
灾区，从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到苦
甲天下的甘肃定西，从圣地延安到巍巍
井冈⋯⋯每逢元旦、春节，胡锦涛总书
记顶风冒雪，进民居，看粮袋，和乡亲们
一起剪窗花、包饺子、拉家常。

“ 在改善民生上要扎扎实实办几
件实事”“ 多谋民生之利，多解民生之
忧，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
的利益问题”———总书记反复强调。

人民不会忘怀，从残疾人到农民
工，从留守儿童到被拐妇女，一个个特
殊群体权益保护的规划陆续出台，一
项项举措相继落实⋯⋯

在城市———连续8年提高企业退休
人员基本养老金；全国范围内解决关闭
破产国企退休人员参加医保、老工伤待
遇等一批历史遗留问题；多部门联动，
保障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受教育。

在农村———2006年元旦，农业税条
例废止，终结了在中国延续2600多年的

“ 皇粮国税”；2009年，中国农村养老新
政在长久期许中起步。

驾驭复杂局面能力不断提升 10年来，一种力量始终在凝聚：中国共产党人从容应对
难事、急事，成功举办大事、要事，经受住一次次考验和挑战

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
10年来，一个宗旨更加突出：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坚持以人为本，着力保障和

改善民生，不断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

2008年汶川发生大地震，胡锦涛亲临什邡市一个灾民安置点，关切询问灾情。 新华社资料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