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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5月29日电 中共中央政治
局5月28日下午就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
化道路和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进行第三
十三次集体学习。 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
主持学习时强调， 要牢牢把握科学发展这个
主题，紧紧围绕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这条主线，
遵循工业化客观规律，适应市场需求变化，根
据科技进步新趋势，积极发展结构优化、技术
先进、清洁安全、附加值高、吸纳就业能力强
的现代产业体系，提高工业发展质量和效益，
努力从工业大国向工业强国转变， 为全面建
设小康社会、 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奠定
坚实物质基础。

胡锦涛指出，工业是实体经济的主体，也

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调整优化产业结构的
主战场。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走
出一条科技含量高、 经济效益好、 资源消耗
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
的新型工业化路子， 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
式的重要途径， 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必然
要求， 是提高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
重要保障。

胡锦涛强调，要着力推进工业发展制度环
境建设，加强战略谋划和顶层设计，加强促进
工业发展的制度建设， 加强重大问题研究，完
善政策体系， 增强消费对工业发展的拉动作
用， 发挥工业产品在扩大内需中的积极作用，
营造各方面关心、 支持工业发展的良好氛围。

要着力推进现代产业体系建设，根据工业转型
升级总体要求，围绕改造提升制造业、培育发
展战略性新兴产业、 大力发展生产性服务业，
瞄准重点领域和方向，集中力量尽快取得实质
性突破，提高工业制造基础能力、新产品开发
能力、品牌创建能力、产业集中度，促进全产业
链整体升级，切实提高产业核心竞争力和经济
效益，增强工业可持续发展能力。要着力推进
创新驱动，抓住新一轮世界科技革命带来的战
略机遇，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
略，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大力增强科技创新
能力，为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奠定
坚实科技和人力资源基础。

胡锦涛指出，要着力推进融合发展，深化

信息技术在工业领域的集成应用，加快构建下
一代国家信息基础设施，加快推动制造模式向
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服务化转变，统筹经
济建设和国防建设。 要着力推进协调发展，深
入实施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和主体功能区战略，
健全跨区域合作机制，引导地区间产业合作和
有序转移，促进产业集聚、集群发展，切实防止
盲目扩张和重复建设， 优化产业空间结构，发
挥工业对农业的支撑带动作用，促进城乡协调
发展。 要突破制约工业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
营造有利于实体经济发展的财税政策体系，健
全工业经济和金融良性互动发展机制，统筹国
内产业发展和国际产业分工，促进我国发展和
各国共同发展良性互动。

胡锦涛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三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努力从工业大国向工业强国转变

据新华社北京5月29日电 记者29日
从财政部获悉， 今年中央 “三公” 经费公
开 “时间表” 已定。 财政部部长谢旭人近
日指出， 2012年中央本级和各部门的 “三
公” 经费预算、 决算， 将在全国人大常委
会批准2011年中央决算后公开， 行政经费
支出情况也将一并公开。

据了解， 2011年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
2010年中央决算的时间正好在6月底， 几
天后便拉开了中央单位首次公开 “三公”
经费的大幕。

谢旭人在日前举行的全国政府信息公
开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上指出， 进一步加大
中央决算公开工作力度。 在做好2011年中
央决算公开的同时， 要重点加大中央部门

决算公开力度， 参照2012年中央部门预算
公开的做法， 细化公开2011年中央部门决
算。

谢旭人强调要扎实做好 “三公” 经费
和行政经费公开工作。 为了让社会各界更
好地了解和理解， 今年中央各部门要根据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2012年政府信息
公开重点工作安排的通知》 有关要求， 进
一步细化 “三公” 经费的解释说明， 公开
车辆购置及保有量、 因公出国 （境） 团组
数及人数、 公务接待有关情况等。

对于地方财政预决算公开工作 ，他
指出 ， 各省在普遍公开省级财政预算决
算的基础上 ， 要重点推进省级政府部门
预算和决算公开 ， 扎实推进基层财政专

项支出预算公开 ， 特别是做好与人民群
众利益密切相关的教育 、医疗卫生 、社会
保障和就业 、住房保障以及 “三农 ”等方
面财政专项支出的公开工作。 同时，结合
本地区实际 ， 制订两年内全面公开 “三
公”经费的工作安排。

谢旭人还强调 ， 行政事业性收费信
息公开是2012年政府信息公开重点工作
的主要内容 。 目前 ， 财政部已会同有关
部门建立了收费项目目录公示制度和执
收单位收费公示制度 ， 并加强了对涉
企 、 教育等重点领域收费公示的管理 。
下一步 ， 将进一步做好行政事业性收费
公示工作 ， 提高收费政策的透明度 ， 更
好地接受社会监督 。

“三公”经费公开“时间表”已定

5月27日， 广东边防七支队在深圳市银湖
训练基地开展警营开放日活动 。 来自深圳市
南山区的40位市民近距离接触了边防部队生
活， 并体验了实弹射击等军事训练项目。 图为
一名小朋友在边防战士的帮助下了解武器知
识。 新华社发

新华社北京5月29日电 外交部发言人
刘为民29日宣布： 应国家主席胡锦涛邀请，
俄罗斯联邦总统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罗维
奇·普京将于6月5日至7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
问， 并出席在北京举行的上海合作组织成员
国元首理事会第十二次会议。

据新华社金边5月29日电 国务委员兼国防
部长梁光烈上将28日在金边应约会见了正在柬
埔寨参加东盟防长会的菲律宾国防部长加斯明，
双方就双边关系及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了意见。

梁光烈说，中菲两国是隔海相望的近邻。中
方高度重视发展中菲两国两军关系， 并采取了
很多积极步骤予以推动。

梁光烈指出，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不存
在任何争议， 此次黄岩岛事件完全是由于菲军
舰在黄岩岛海域武力袭扰中国渔民引起的。 菲
方在事件发生后的一系列做法，使事态复杂化。
中方要求菲方切实尊重中国主权， 不要再采取
使事态更趋复杂化、扩大化的行动。希望菲防务
部门和军队以大局为重，保持冷静、克制，谨言
慎行，以实际行动维护地区和平稳定。

梁光烈会见菲律宾国防部长

望菲军队谨言慎行

据新华社太原5月29日电 29日15时31分，
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用 “长征四号丙” 运
载火箭成功发射 “遥感卫星十五号”， 卫星顺
利进入预定轨道。

“遥感卫星十五号” 主要用于科学试验、
国土资源普查 、 农作物估产及防灾减灾等领
域， 将对我国国民经济发展发挥积极作用。

我国成功发射
“遥感卫星十五号”

据新华社北京5月29日电 28日10时22
分，河北省唐山市市辖区、滦县交界发生4.8
级地震，29日5时， 相同区域又发生3.2级地
震，两次连续的地震引起人们强烈关切，为
此， 记者采访了中国地震台网中心预报部
副主任蒋海昆，对上述问题进行解答。

问： 为何判断这两次地震是1976年唐
山大地震的余震？

答：余震是在大地震，即中强度以上地
震之后接连发生的地震。可以从空间、时间
以及破裂机制等方面来判断一次地震是否
属于余震。

余震一般在主震的同一地方发生。这两天
的地震，发生地处于1976年唐山大地震70多公
里破裂区的中部，即属于大地震的余裂区。

从时间上看， 此次地震还处于余震明
显活动的时间段里面，是正常的余震。

问：连续2日发生3级以上地震，是否说
明该地区地质活动有越来越活跃的趋势？

答： 据1976年唐山大地震以来监测结
果显示，4级以上地震目前属于减少趋势 。
2010年3月唐山地区也发生了4.2级地震，大
家当时讨论很激烈， 那也是1976年唐山大
地震后的余震。29日发生3.2级地震及28日

发生4.8级地震都属于余震区发生的地震。
同时，还有一组检测数据，唐山地区1990

年—1999年十年间， 年均发生1—1.9级地震
次数是418次，2—2.9级地震是103次，3—3.9
级地震10次，4—4.9级地震1.4次，5—5.9级地
震0.4次；2000年—2011年，年均发生1—1.9级
地震次数是324次，2—2.9级地震是56次，3—
3.9级地震6次，4—4.9级地震0.97次，5—5.9级
地震0.4次。总体上看，余震已是越来越弱。

因此， 这两次地震是地球运动缓慢积
累能量并释放的过程，是正常的地质活动，
唐山地区地质活动处于稳定状态。

唐山地质活动处于稳定状态
———中国地震台网中心解答唐山两次连续地震

■图说天下

本报5月29日讯 （记者 王亮）5月30日
晚8点，2012赛季亚冠1/8决赛全面展开，广
州恒大队将主场迎战东京FC队。 里皮在今
天的赛前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我知道明天
的比赛会非常艰难， 但我有信心在90分钟
内拿下这场比赛。 ”

作为自己的首场亚冠， 里皮对30日比赛
的重要性十分清楚，“这是我的第一场亚冠比
赛。这也是一场承载我荣誉的比赛。为了赢下
这场比赛，我们必须拿出最好的状态，无论从

组织进攻，跑动还是技术模式方面。 ”
对于受伤的克莱奥和穆里奇能否上

场， 里皮没有给出明确的回复，“等今天的
训练结束后才能确定他们明天是否登场。 ”

来自日本的东京FC队并非 J联赛的传
统强队，曾在2010年降入次级联赛。 球队在
2011年历史性夺得天皇杯冠军后， 首次得
到亚冠联赛的参赛资格。小组赛中，东京FC
队取得了3胜2平1负的成绩，从而以小组第
二挺进了16强。

“纳百利·博丰担保”杯湖南省第六届省
直机关篮球赛目前正在火热进行，在28日晚
长沙民政学院的比赛现场，有一位观众时而
加油叫好，时而摇头惋惜，非常投入———他
便是湖南省篮球协会常委、湖南省成铭钢结
构工程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李毅。

谈起与湖南省篮球协会的结缘， 李毅

有些语重心长，“一方面是喜爱体育， 另一
方面因为现代社会严重缺乏拼搏精神与团
队意识。 我想通过推广篮球运动，来带动更
多的人加入到体育运动中来， 进而提升社
会大众的拼搏与团队意识。 ”

李毅从小喜欢各类体育运动，除篮球、足
球等对抗激烈的团队运动，对桥牌、围棋等智
力运动同样喜爱有加。 大学期间还曾代表学
校勇夺长沙市大学生桥牌两人赛第一名。 “篮

球等集体项目让我学会努力拼搏与团队协
作，桥牌、围棋则让我的思维更加严谨。 ”

李毅认为， 我国的经济获得了高速的发
展，但是精神文明却相对滞后，现在很多的年
轻人一点不能吃苦，内心尤其脆弱。 “现在生
活好了，很多小孩子被家长众星捧月，一点点
苦都吃不得，严重缺乏活力。 在如今的和平时
期，就应该让年轻人多参加运动，多摔几跤，
好好地磨练一下他们的意志。 ”

李毅：年轻人要多运动、多摔跤
本报记者 王亮

恒大今日冲击亚冠8强 里皮：有信心赢球

新华社发 蒋跃新 作

退
避

本报5月29日讯 （记者 王亮） 在今晚
NBL第9轮比赛中，客场征战的长沙柏宁队
以100比101不敌排名第8的黑龙江丰绅队，
与6连胜擦肩而过。

柏宁队近来状态火热，豪取5连胜，其中
包括第7轮以89比81力克卫冕冠军江苏同曦
队。但在今天的比赛中，柏宁队似乎遗失了每
场必拼的精神，前三节以68比78落后。第四节
柏宁队回过神来， 并一度以98比97反超比分，
无奈最后时刻错失机会，以100比101惜败。

柏宁“错失”6连胜

5月28日是美国阵亡将士纪念日，美国空
军在华盛顿市郊的空军纪念碑举行仪式，纪
念“飞虎队”成员等美军飞行员。 新华社发

纪念

5月28日晚，埃及首都开罗和苏伊士等地民
众举行示威活动，抗议首轮总统选举结果，要求
取消前总理沙菲克的候选人资格并推迟或取消
决胜轮投票。 新华社发

抗议

卡塔尔首都多哈商业娱乐中心 “维拉基
奥”28日中午发生重大火灾， 造成19人死亡，
百余人受伤。 火舌和浓烟瞬间吞噬了比邻的
一所幼儿园，导致包括1名中国籍儿童在内的
13名儿童、4名幼儿教师和2名消防队员死亡。

新华社发

火灾

意大利北部艾米利亚-罗马涅大区29日上
午发生的5.8级地震已经造成至少15人丧生。1名
中国公民在这次地震中不幸遇难。 新华社发

地震

据新华社上海5月29日电 5月29日20时55
分，“11·29”特大跨国跨两岸电信诈骗犯罪集团
第三批大陆地区13名犯罪嫌疑人从斯里兰卡被
押解到上海。 至此， 该电信诈骗犯罪集团已有
139名犯罪嫌疑人被押解回国。

5月23日，在公安部的直接指挥下，中国大
陆和台湾两岸警方联手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
西亚、柬埔寨、斯里兰卡、斐济等6国采取集中统
一行动， 成功摧毁了一特大跨国跨两岸电信诈
骗犯罪集团。

截至目前， 此次集中统一行动已抓获犯罪
嫌疑人482名，其中大陆地区犯罪嫌疑人177名，
台湾地区犯罪嫌疑人286名。 在泰国、马来西亚
抓获的126名大陆地区犯罪嫌疑人已于5月24日
分两批被押解回国。 其余犯罪嫌疑人押解工作
正紧张有序进行中。

“11·29”电信诈骗犯罪集团
第3批嫌犯被押解回国

出席上合组织元首理事会议
普京下周访华

据新华社北京5月29日电 国家统计局29
日发布报告，2011年全国城镇非私营单位在岗
职工年平均工资为42452元，扣除物价因素比上
年实际增长8.5%； 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
均工资为24556元，实际增长12.3%。

报告指出，分行业门类看，2011年年平均工
资最高的三个行业分别是金融业91364元，信息
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70619元，科学研究、
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65238元；年平均工资最
低的三个行业分别是农、林、牧、渔业20393元，
住宿和餐饮业27847元，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
管理业30750元。

在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方
面，分行业看，2011年年平均工资最高的三个行
业分别是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35562
元，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31320元，
金融业（主要是各种保险代理、典当行和投资咨
询公司）28664元。

■去年城镇非私营单位、私营
单位分别为42452元、24556元
■金融业工资最高

年均工资增长

据新华社合肥5月29日电 两个涉黑团伙竟
然在派出所门前持枪械斗群殴， 并导致多人受
伤，随后一名区政法委副书记也随着调查深入涉
案落马。29日， 该案经安徽省宿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指定，在灵璧县人民法院一审开庭审理。被告
人中包括落马的政府官员在内多达31名。

记者从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获悉，2010年12
月13日晚，被告人范某等在一歌吧唱歌娱乐时与
服务人员争执，被歌吧保安、服务员打伤。被告人
张某得知后，要替范某报仇，召集王某某、吕某
某、张某某、李某等人，计划与歌吧老板孙某等人
斗殴，并与对方相约在宿州市立医院南门口处斗
殴， 斗殴地点距离埇桥区南关派出所仅数十米。
同时，张某安排他人准备5只消防枪、砍刀等，歌吧
老板孙某安排人员准备猎枪、棍棒等。14日凌晨，
双方进行斗殴，互有人员受伤。此次持枪群殴事
件在当地引起严重社会反响， 随着案件侦查深
入，宿州市原埇桥区委政法委副书记刘某某等人
也因涉嫌故意伤害罪卷入其中，案发落马。

派出所门前持枪械斗
卷进来政法委副书记

据新华社北京5月29日电 综合新华社驻外
记者报道：美国、法国、英国、德国、意大利、西班
牙、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政府29日采取协调行
动，驱逐叙利亚外交官，向叙政府施加压力。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维多利亚·纽兰在当
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说， 美方认为叙利亚政府
应该为造成大量平民遇害的胡拉袭击事件承
担责任。 美方要求叙利亚驻美国临时代办在
72小时之内离境。同日，法国、英国、德国、意
大利、西班牙、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政府也
纷纷表态，要求叙利亚外交官限期离境。

多国驱逐叙外交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