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西藏问题

! !

!

版!要 闻

组版编辑 马国华 冯 芸 视觉统筹 山鸿跃 刘 竞

"" """"

""

!""!

年
"

月 日
星期三 戊子年二月十二

#

中 共 河 南 省 委 机 关 报
$

河 南 日 报 报 业 集 团 出 版
$

国内统一刊号"

#$%&

#

"""&$

邮发代号"

'(

$

&$

第
#$%&'

号
$

今日
&)

版

$

大河网"

())*+,,***+-.(/+,-,

手机报"移动用户发送
0123

至
&$'4!$$$

订阅%

!

元
!

月 不含通信费 &

"#

!"#$# %$&'(

时代高度 中原向导

新华社北京
"

月
#$

日电 中

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在圆满完成各

项议程! 产生新一届国家机构组成

人员后!

&.

日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闭

幕"

国家主席胡锦涛在闭幕会上发

表了重要讲话"他指出!面对新形势

新任务! 我们一定要全面贯彻党的

十七大精神!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伟大旗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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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解放思想!坚持

改革开放!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

和谐!继续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

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

大会执行主席& 十一届全国人

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主持今天的

大会"

胡锦涛&温家宝&贾庆林&李长

春&习近平&李克强&贺国强&周永康

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主席台就座"

大会执行主席& 十一届全国人

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兆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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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卫在主席台前排就座"

在为期
&'

天半的会议期间!近

'"""

名代表肩负全国各族人民的

重托! 认真履行宪法和法律赋予的

职责! 审议批准了政府工作报告和

其他报告! 总结了五年来我国各方

面工作取得的重大成就和有益经

验! 明确提出了今年乃至今后五年

的主要任务和工作部署! 依法选举

和决定任命了新一届国家机构领导

人员"

!/'!

名代表出席今天的会议"

上午
/

时! 吴邦国宣布大会开

始"

会议经过表决! 通过了关于政

府工作报告的决议! 批准了政府工

作报告" 会议认为!过去的五年!我

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举

世瞩目的重大成就" 会议充分肯定

国务院五年来的工作! 同意报告提

出的
!"".

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

务和工作部署"

会议表决通过了关于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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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划的决议!批准了
!"".

年国民经济

和社会发展计划( 表决通过了关于

!""0

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

与
!"".

年中央和地方预算的决议!

批准了
!"".

年中央预算%

会议还表决通过了关于全国人

大常委会工作报告的决议& 关于最

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的决议& 关于

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的决议!

决定批准这三个报告%

这些决议通过时! 全场响起热

烈的掌声%

完成这些议程后! 胡锦涛发表

了重要讲话% 他对这次大会选举他

继续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对

各位代表和全国各族人民的信任!

表示衷心的感谢%

胡锦涛说! 担任中华人民共和

国主席这一崇高职务!使命光荣!责

任重大% 我一定忠实履行宪法赋予

的神圣职责!恪尽职守!勤勉工作!

为民服务!为国尽力!决不辜负各位

代表和全国各族人民的重托%

胡锦涛说! 我们新一届国家机

构工作人员肩负着人民赋予的重

任!一定要响应时代的召唤&顺应人

民的意愿! 在履行职责的过程中切

实做到)

第一!坚持民主法治%我们要始

终遵循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

法治国有机统一! 坚定不移地维护

社会主义民主制度& 发展社会主义

民主政治! 坚定不移地维护社会主

义法制的统一&尊严&权威!弘扬法

治精神!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确保社

会和谐稳定%

第二!坚持以人为本%我们要始

终履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

宗旨!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发挥人民

首创精神!保障人民各项权益!当好

人民公仆!诚心诚意为人民造福%

第三!坚持求真务实%我们要始

终发扬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

进的精神!深入实际&深入群众!抓

住机遇&应对挑战!勇于变革&勇于

创新!按照客观规律办事!不断开创

各项工作新局面%

第四!坚持清正廉洁%我们要始

终保持不骄不躁&艰苦奋斗的作风!

自觉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 正确使

用手中的权力! 诚心诚意接受人民

监督!严于律己&廉洁奉公!兢兢业

业&干干净净为国家和人民工作%

胡锦涛说! 中华民族波澜壮阔

的奋斗历程告诉我们) 只有自强不

息才能把握命运! 只有与时俱进才

能跟上时代! 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强

国富民! 只有艰苦奋斗才能成就伟

业%

胡锦涛说! 当今世界正在发生

广泛而深刻的变化! 当代中国正在

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变革! 我国改革

发展进入了关键阶段%我们坚信!不

管前进道路上出现什么样的困难和

风险! 只要我们坚定不移地走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紧密团结&锐意

进取&居安思危&埋头苦干!我们就

一定能够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

胜利! 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

新局面* 我们就一定能够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 为人类作出新的更

大的贡献*

吴邦国随后也发表了讲话% 他

说! 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

一次会议! 在全体代表的共同努力

下!!下转第三版"

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在京闭幕
胡锦涛发表重要讲话 吴邦国主持并讲话 会议表决通过关于政府工作报告的决议等

温家宝贾庆林李长春习近平李克强贺国强周永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

各位代表"

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已顺利完

成各项议程# 这次大会选举我继续担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我对各位代表和

全国各族人民的信任$表示衷心的感谢%

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这一崇高

职务$使命光荣$责任重大# 我一定忠实

履行宪法赋予的神圣职责$恪尽职守$勤

勉工作$为民服务$为国尽力$决不辜负

各位代表和全国各族人民的重托#

我们新一届国家机构工作人员肩负

着人民赋予的重任$一定要响应时代的

召唤&顺应人民的意愿$在履行职责的过

程中切实做到'

第一$坚持民主法治# 我们要始终

遵循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

有机统一$坚定不移地维护社会主义民

主制度&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坚定不

移地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尊严&权

威$弘扬法治精神$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确保社会和谐稳定#

第二$坚持以人为本#我们要始终履

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尊

重人民主体地位$发挥人民首创精神$保

障人民各项权益$当好人民公仆$诚心诚

意为人民造福#

第三$坚持求真务实#我们要始终发

扬解放思想& 实事求是& 与时俱进的精

神$深入实际&深入群众$抓住机遇&应对

挑战$勇于变革&勇于创新$按照客观规

律办事$不断开创各项工作新局面#

第四$坚持清正廉洁# 我们要始终保

持不骄不躁&艰苦奋斗的作风$自觉树立社

会主义荣辱观$正确使用手中的权力$诚心

诚意接受人民监督$严于律己&廉洁奉公$

兢兢业业&干干净净为国家和人民工作#

各位代表$过去的
!

年里$我国改革

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新的

重大成就$经济实力&综合国力&人民生

活水平都上了一个大台阶# 这是全国各

族人民团结一心&开拓进取&扎实奋斗的

结果# 光荣属于祖国$成就归功于人民%

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 我国各族人

民为创造自己的美好生活& 为增进人类

的共同福祉进行了不屈不挠的努力# 新

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全

国各族人民紧密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周

围$艰苦创业$发愤图强$使中国大地发

生了翻天覆地的历史巨变$ 使中华民族

巍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我们为伟大

祖国的发展进步感到无比自豪%

中华民族波澜壮阔的奋斗历程告诉

我们'只有自强不息才能把握命运$只有

与时俱进才能跟上时代$ 只有改革开放

才能强国富民$ 只有艰苦奋斗才能成就

伟业#

各位代表$ 当今世界正在发生广泛

而深刻的变化$ 当代中国正在发生广泛

而深刻的变革$ 我国改革发展进入了关

键阶段#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我们一定要

全面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 高举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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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

革开放$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

继续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加快推进社会

主义现代化#

我们坚信$ 不管前进道路上出现什

么样的困难和风险$ 只要我们坚定不移

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紧密团结&

锐意进取&居安思危&埋头苦干$我们就

一定能够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

利$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

我们就一定能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为人类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新华社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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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电&

在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闭幕会上

胡锦涛主席的讲话

各位代表"

我完全赞成胡锦涛主席的重要讲话#

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全体代表的

共同努力下$圆满完成了各项预定任务# 会议充分发扬民主$

严格依法办事$开得很成功$是一次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伟大旗帜&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精神的大会$是一次与

时俱进&民主团结&求实鼓劲的大会%

会议期间$代表们肩负全国各族人民的重托$以主人翁的

高度责任感$认真履行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职责$使会议通过的

各项决议和决定$充分体现了党的主张和人民意志的统一# 会

议审议批准的政府工作报告和其他报告$总结了在以胡锦涛同

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下$五年来我国各方面工作取得的重

大成就和有益经验$明确提出了今年乃至今后五年的主要任务

和工作部署#会议依法选举和决定任命了新一届国家机构领导

人员$为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实现党的十七大确定的目标

任务提供了坚强的组织保证# +下转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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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

月
"$

日电 国家主席胡

锦涛
&!

日下午在中南海分别会见了来京

列席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一次会议的

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曾荫权和澳门特

别行政区行政长官何厚铧%

胡锦涛在会见曾荫权时表示! 在特区

政府和香港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下! 当前

香港形势正继续向好的方向发展% 中央相

信!你和特区政府一定能够励精图治!依法

施政!在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推进民主&促

进和谐等方面取得新成绩!为#一国两制$

伟大事业在香港的成功实践作出新贡献%

胡锦涛在会见何厚铧时表示! 保持澳

门发展的良好势头! 妥善处理发展中出现

的新情况&新问题!推动澳门各项事业又好

又快向前发展!是澳门公众的共同愿望% 中

央相信!你和特区政府一定能够依法施政&

积极进取!团结带领澳门广大市民!促进经

济健康发展!维护社会稳定与和谐!努力开

创澳门更加美好的明天%

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国务委员刘延东!

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 中央办公厅主任令

计划!全国政协副主席&国务院港澳事务办

公室主任廖晖等参加了会见%

胡锦涛会见曾荫权何厚铧

!

月
"#

日$ 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人

民大会堂举行闭幕会# 国家主席胡锦涛发表重要讲话# 新华社发

!

月
"#

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闭幕会# 党和国家领导人胡锦涛&

吴邦国&温家宝&贾庆林&李长春&习近平&李克强&贺国强&周永康等步入会场# 新华社发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祝贺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闭幕

在新征程上团结奋进

温总理
自信从容论国是

维护台海和平与稳定

促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经济发展
必须在经济发展和

抑制通胀之间找出平衡点

台海局势

拉萨打砸抢烧事件是达赖集团

精心策划和煽动起来的
中国人想把奥运会办好

这颗心是真诚的

奥运会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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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邦国委员长讲话#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