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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会日程

3月6日（星期三）

�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

上午9时 代表小组会议审议政府工作报告

下午3时� 代表小组会议审议政府工作报告

全国政协十二届一次会议

上午9时� 小组讨论 （政府工作报告）

下午3时� 小组讨论 （1.政府工作报告； 2.

计划报告和预算报告）

温家宝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宣告

2012年4%目标实现

据新华社北京3月5日电 国务院

总理温家宝3月5日在十二届全国人大

一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时说， 国家

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五年累计7.79万亿

元， 年均增长21.58%， 2012年占国内

生产总值比例达到4%。

温家宝说， 过去五年， 我们加快实

施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

要， 制定实施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

展规划纲要、 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

纲要和国家知识产权战略， 推动科技、

教育、 文化事业全面发展， 为国家长远

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优先发展教育事业。 国家财政性教

育经费支出五年累计7.79万亿元， 年均

增长21.58%， 2012年占国内生产总值

比例达到4%。 教育资源重点向农村、

边远、 民族、 贫困地区倾斜， 教育公平

取得明显进步。 全面实现城乡九年免费

义务教育， 惠及1.6亿学生。 实施学前

教育三年行动计划， “入园难” 问题有

所缓解。 国家助学制度不断完善， 建立

了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体系， 实现从

学前教育到研究生教育各个阶段全覆

盖， 每年资助金额近1000亿元， 资助

学生近8000万人次。 实施中等职业教

育免学费政策， 覆盖范围包括所有农村

学生、 城市涉农专业学生和家庭经济困

难学生。 初步解决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

女在城市接受义务教育问题， 现有

1260万农村户籍孩子在城市接受义务

教育。 实施惠及3000多万农村义务教

育阶段学生营养改善计划。 完成中小学

校舍安全工程。 加快职业教育基础能力

和特殊教育基础设施建设。 义务教育学

校实施绩效工资， 在教育部直属师范大

学实行师范生免费教育， 加强了农村教

师队伍建设。 全面提高教育质量和水

平， 高等教育毛入学率提高到30%。 国

民受教育程度大幅提升， 15岁以上人

口平均受教育年限达到9年以上。

温家宝强调， 将继续推进教育优先

发展。 目前我国年度财政性教育经费支

出总额已经超过2万亿元， 今后还要继

续增加， 必须把这些钱用好， 让人民满

意。 要进一步深化教育综合改革， 切实

解决社会普遍关注的重大问题。 着力推

动义务教育均衡发展， 加快发展现代职

业教育， 提高各级各类教育质量， 进一

步促进教育公平， 为国家发展提供强大

的人力资源支撑。

“4％”， 这个20年前就提

出的目标， 在2012年终于实

现。 “4%来之不易， 应该努

力捍卫和巩固。” 全国政协委

员朱永新说。 那么， 如何管好

用好这来之不易的教育经费，

记者就此进行了采访。

后“4%时代”

的民生追求

■三版 （追梦·力量）

教育力量

托起中国梦想

■四版 （追梦·声音）

学校安全如何

“内外兼修”

■二版 （追梦·关注）

每次发生学生安全事故，

都会引起大家对学校安全管理

的深切反思。 如何确保孩子们

在安全的环境中快乐成长？ 本

报记者采访了六位全国政协委

员、人大代表。

两会特刊

温家宝总理在十二届全国

人大一次会议上所作政府工作

报告中关于教育的内容， 引起

两会代表委员和教育工作者的

热议。本报就此进行连线报道。

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在京开幕

胡锦涛习近平吴邦国贾庆林李克强俞正声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在主席台就座

温家宝代表国务院作政府工作报告 张德江主持大会

新华社北京3月5日电 第十二

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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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深入学习和全面贯彻落实党的

十八大精神，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伟大旗帜， 以邓小平理论、 “三个代

表” 重要思想、 科学发展观为指导，

紧紧围绕主题主线， 以提高经济增长

质量和效益为中心， 深化改革开放，

实施创新驱动战略， 稳中求进， 开拓

创新， 扎实开局， 全面推进社会主义

经济建设、 政治建设、 文化建设、 社

会建设、 生态文明建设， 实现经济持

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

初春的北京， 暖意融融、 生机盎

然。 人民大会堂万人大礼堂气氛庄重

热烈， 主席台帷幕正中的国徽与会场

穹顶上的灯光交相辉映。

大会主席团常务主席、 执行主席张

德江主持大会。 大会主席团常务主席、

执行主席刘云山、 李建国、 王胜俊、 陈

昌智、 严隽琪在主席台执行主席席就

座。

胡锦涛、 习近平、 吴邦国、 温家

宝、 贾庆林、 李克强、 俞正声、 王岐

山、 张高丽等和大会主席团成员在主席

台就座。

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应出席代

表2987人。 今天上午的会议， 出席

2969人， 缺席18人， 出席人数符合法

定人数。

上午9时， 张德江宣布： 中华人民

共和国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

次会议开幕。 全体起立， 在军乐队的伴

奏下全场高唱国歌。

温家宝代表国务院作政府工作报

告。 报告分为三个部分： 一、 过去五年

工作回顾； 二、 今年经济社会发展的总

体要求、 主要预期目标和宏观经济政

策； 三、 对今年政府工作的建议。

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

会议以来的五年， 是我国发展进程中极

不平凡的五年。 温家宝从有效应对国际

金融危机、 加快经济结构调整、 毫不放

松地抓好“三农”工作、坚持实施科教兴

国战略、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深化重要

领域改革、坚定不移扩大对外开放、切实

加强政府自身建设等方面回顾了过去五

年的工作。 温家宝说， 过去五年取得的

成就来之不易。 这是党中央总揽全局、

正确领导的结果， 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

齐心协力、 艰苦奋斗的结果。

（下转第五版）

3月5日， 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开幕。 这是胡锦涛、 习近平、 吴邦国、 温家宝、

贾庆林、 李克强、 张德江、 俞正声、 刘云山、 王岐山、 张高丽等步入会场。

新华社记者 兰红光 摄

这是一个永载史册的日子。 3月5日， 温家

宝总理在人民大会堂庄严宣告， “国家财政性

教育经费支出2012年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达到

4%”。

4%始终牵动人心， 党和政府高度重视、

社会各界共同关心， 这一目标的实现是我国教

育发展史上划时代的大事， 是教育优先发展新

的里程碑， 为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到本世

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奠定了更加坚实的基

础， 对于坚持优先发展教育， 推动教育事业科

学发展， 建设人力资源强国， 办好人民满意的

教育， 具有十分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教育投入是支撑教育事业发展的物质基

础，是国家长远发展的基础性、战略性投资。 过

去，我国的教育投入严重不足，国家财政性教育

经费支出占GDP比重很低， 这一状况极大地阻

碍着教育的发展， 阻碍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

历史进程，实现4%目标成为全党、全社会的高度

共识和紧迫任务。 199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

发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中首次提出4%

目标， 此后一系列党和国家的教育发展政策和

规划中， 这个目标被反复强调。 新世纪颁布的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

2020年）》中，明确提出到2012年实现4%。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人口大国和发展中国

家，我国财政收入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偏低，

财力相对紧张。在这种情况下，我国一直为实现

4%而不懈努力。 近年来，从中央到地方出台了

一系列加大财政教育投入的政策措施， 教育投

入持续大幅增长，最终实现了历史性大跨越。这

一功载千秋的辉煌成就，归功于党中央、国务院

的高度重视和正确决策， 归功于中央部门和地

方政府的优先保障和认真落实， 归功于社会各

界的积极参与和全力支持。

实现4%目标， 体现了党和政府优先发展

教育的坚定决心。 党和国家历来高度重视教

育， 在我国实现现代化的战略布局中， 始终坚

持把教育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 将教育发

展与人力资源开发作为首要任务， 作为经济和

社会发展的优先领域， 作为实现我国现代化的

根本大计。 （下转第五版）

教

育

优

先

发

展

的

里

程

碑

︱

︱

︱

祝

贺

百

分

之

四

目

标

实

现

社 论

3月5日， 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

京人民大会堂开幕。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作政府工作报告。

新华社记者 黄敬文 摄

3月5日， 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

京人民大会堂开幕。 张德江主持会议。

新华社记者 兰红光 摄

凝聚力量奔向美好未来

———写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开幕之际

■本报记者 柴葳 张以瑾

“马上就要去聆听政府工作报告，

非常期待能够听到关系经济社会发展的

重要议题， 这些也是老百姓对新一届政

府满怀期待的民生问题。” 全国人大代

表、 北京律师刘红宇信步走向人民大会

堂。 此刻， 这座见证了中国发展壮大历

史进程中一个个重要时刻的殿堂， 成为

2969名全国人大代表心中梦开始的地

方。

3月5日， 惊蛰， 北京迎来入春以

来最温暖的一天。 上午9时， 十二届全

国人大一次会议隆重开幕。

“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五年累

计7.79万亿元， 年均增长21.58%，2012

年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达到4%。 ”国务

院总理温家宝的语调如往常般舒缓而沉

稳，此刻却似乎蕴含着无穷的力量。被这

种力量所感染，掌声如潮般瞬间蔓延。

扩大内需、 发展实体经济、 改革创

新、 保障和改善民生， 2012年中国经

济发展四个关键词映射出的， 是本届政

府对国民经济、 社会生活坚强的领导

力。 金融危机、 自然灾害， 全然无法阻

挡中国昂首前行的步伐。 前进， 是中国

力量执着的基调。

“过去五年， 我国坚持实施科教兴

国战略， 增强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支

撑能力。” 温家宝的话语让人们回想，

在科教兴国战略的指引下， 我国教育

事业何尝不是在中国力量的推动下实

现着一次又一次跨越？

从全面实现城乡九年免费义务教

育，到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体系全覆

盖，从中等职业教育免学费政策，到惠

及3000多万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的

营养改善计划……前进，是中国教育力

量的源泉。 （下转第五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