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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潘强 董建国

最近落马官员贪污受贿案纷纷宣

判! 法网恢恢"#老虎$依法受审"彰显了

中央反腐的决心和勇气% 贪官终究逃不

过法律的制裁" 但拍手称快之余也应意

识到"反思不应仅仅停留在&罪与罚$的

层面" 一些官员在任时错误的执政理念

和用权方式也值得警惕与反思%

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利为百姓所谋

才能留下&赞声$% 然而"一些落马官员除

了贪腐之外" 执政理念扭曲或搞花拳绣

腿"使普通民众受累"留下&恶政恶声$%

近期落马的一批官员就是鲜活的反面教

材"他们违背科学发展观"披着&新政$的

外衣大玩形式主义% 季建业在南京市长

任上把上项目' 搞工程作为增添政绩和

仕途升迁的筹码"民送绰号&季拆拆$(倪

发科在芜湖分管城建时"大拆大建"被称

为&扒市长$等等%

落马官员&恶政恶声$自有来由% 一

方面" 一些贪官不能正确处理权力与责

任的关系" 只想升官揽权" 热衷玩弄权

力" 把人民赋予的权力当做换取私利的

筹码" 出卖手中的公权" 最终也害了自

己% 另一方面"一些干部脱离法治脱离群

众"一切绕着
!"#

走"为了&速效政绩 $

大干侵犯百姓利益的事情% 错误的政绩

导向必然导致为政恶果" 既破坏党和政

府的形象"又为贪腐埋下祸根%

&恶声 $ 之源来自对群众利益的漠

视" 心里没有人民自然会以一己之私置

于一切之上% 实事求是地说"执政理念的

扭曲' 好做政绩上的表面文章非落马官

员独有% 记者在基层调研时发现"一些在

位的领导干部执政思路也违背科学发展

规律"形式主义'政绩工程在一定范围仍

然存在% 这不仅反映出一些地方错误的

执政思想和发展方式还没有得到根本扭

转" 也说明当前的政绩考核制度存在一

定的不合理之处% 一些地方主官权力滥

用仍存在监督缺失'追责不力的弊病% 这

些问题如果不及时纠正" 将阻碍经济发

展和民生改善%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领导干部一定

眼睛里要有群众"不要做无用功"干事创

业一定要树立正确政绩观% 一方面"官员

们应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权力观" 做到

心系百姓"敬畏权力"科学用权"政绩要

围绕民心(另一方面"要加强制度设计"

完善选人用人制度" 抓紧构建科学合理

的政绩考核制度" 试行政绩评价主体的

多元化"不断完善政绩考核体系%

!新华社北京
!

月
"#

日电"

国内新闻组版编辑#史磊 电话#

$!""!#$

$%!"

年
#

月
!$

日 %%&'()*&'()**)+,-./012

!

三家银行改革方案获国务院批复同意

据新华社北京
!

月
"$

日电 中

国政府网
+,

日消息!国家开发银行"

中国进出口银行" 中国农业发展银

行改革方案已获国务院批复同意#

$国务院关于同意国家开发银行

深化改革方案的批复%明确!国家开

发银行要坚持开发性金融机构定位#

适应市场化&国际化新形势!充分利

用服务国家战略的优势!进一步完善

开发性金融运作模式!积极发挥在稳

增长等方面的重要作用!加大对重点

领域和薄弱环节的支持力度#

$国务院关于同意中国进出口

银行改革实施总体方案的批复 %要

求! 中国进出口银行改革要强化政

策性职能定位# 坚持以政策性业务

为主体!合理界定业务范围!明确风

险补偿机制!提升资本实力!建立资

本充足率约束机制! 强化内部管控

和外部监管! 建立规范的治理结构

和决策机制#

$国务院关于同意中国农业发

展银行改革实施总体方案的批复 %

明确!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改革要坚

持以政策性业务为主体# 通过对政

策性业务和自营性业务实施分账管

理&分类核算!明确责任和风险补偿

机制! 确立以资本充足率为核心的

约束机制! 建立规范的治理结构和

决策机制! 把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建

设成为具备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农业

政策性银行#

较强冷空气南下

江淮江南将迎大风降温

新华社北京
!

月
"$

日电'记者

林晖(记者
+,

日从中央气象台获悉!

随着一股较强冷空气南下! 江淮江

南等地将迎来大风降温天气#

中央气象台监测显示!受较强冷

空气影响! 华北黄淮等地
++

日出现

降水!雨水最集中的地方位于北京东

部&天津大部&河北中部!量级为中到

大雨# 受降雨影响!

+,

日清晨!内蒙

古大部&华北大部气温明显下滑#

+,

日至
+-

日!随着冷空气的继

续南下! 华北黄淮等地的降温降雨

逐渐减弱!而江淮地区&江南北部等

地将开始面临冷空气的正面 )进

攻*+预计未来
,-

小时!河南中东部"

安徽中北部"山东西部"江苏西部等

地气温将下降
.

至
$

摄氏度, 未来

-$

小时!黄淮中部"江淮大部"江南

北部等地气温将下降
.

至
$

摄氏度+

与此同时!内蒙古中部"辽宁"华

北"黄淮"江淮"江南东北部等地有
-

至
.

级偏北风,渤海海域的东北风将

由
.

至
/

级"阵风
$

级逐渐加大到
$

至
0

级"阵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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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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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优先保障留守儿童就近入学

据新华社郑州
!

月
"$

日电'记

者 李鹏( 义务教育阶段每
2

个学生

中就有
+

个农村留守儿童!这是河南

作为人口大省也是教育人口大省面

临的教育突出问题之一+ 为做好留

守儿童的教育和管理工作! 河南省

教育部门近日出台多项措施! 要求

进一步做好留守儿童的教育工作 !

优先保障留守儿童就近入学+

为给农村留守儿童创造良好的

学习" 生活环境! 河南省教育厅要

求! 各地在实施农村义务教育学校

办学基本条件改善和有关教育工程

中! 要加强农村中小学寄宿制学校

建设!优先满足留守儿童学习"生活

需要! 并按需要给他们配备必要的

生活教师+

此外!河南省还要求!在农村义

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等项目

中! 也要建立留守儿童用餐登记台

账和营养状况档案! 优先保障留守

儿童用餐需求! 改善留守儿童营养

状况+ 同时! 在优化学校布局和教

学点工作中! 要优先保障留守儿童

能够就近入学! 减少上下学交通风

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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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继光是李洪志的亲妹夫"大纪元新闻媒体的副总裁"身患心脏病和肾

病% 作为&佛亲$"李洪志曾安排李继光秘密住院"可他最终还是死于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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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
-,

日"韩国法轮大法学会副会长金正浩因车祸死亡%

#

柳济南"北美法轮功组织骨干"李洪志的铁杆粉丝%

-##4

年
!

月
5

日"柳

济南在法轮功大本营龙泉寺建筑工地施工时" 一脚踏空从
!

米高的脚手架上跌

落"当场毙命"年仅
!6

岁% '漫画作者 星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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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一段时间去美国旅游!看到一些

人在路边练法轮功!猛然发现其中有两

个人特别熟!仔细一看!竟然是老同学

叶某的父母叶浩和蒋雪梅+

记得刚上高中时叶某就是我同

学!后来又一起考上清华大学+ 那时候

去她家玩!见过叶浩和蒋雪梅!蒋雪梅

个子不高但显得特别干练+ 一晃
53

多

年不见! 这次突然在街上看到他们!差

点没认出来+ 叶浩显得老了很多!更让

人没想到的是! 曾经那么干练的蒋雪

梅!不但老态龙钟!而且背驼的特别厉

害!原来的美好形象荡然无存+ 我听其

他同学说起过叶某家的事!叶浩和蒋雪

梅都练上了法轮功!叶浩甚至还是法轮

功里的头面人物+ 按照法轮功的说法!

修炼之后身体细胞会被高能量物质代

替!修成奶白体!细胞不会消亡!人也不

会自然衰老!甚至青春长驻+ 可是看到

叶浩"蒋雪梅苍老驼背的样子!真不知

道法轮功所谓的)青春常驻*在哪-他们

这般的晚景凄凉! 李洪志又在哪里呢.

可是即使这样了他们却还对李洪志深

信不疑!我更不禁替他们深深地感到难

过+

为避免再次见面的尴尬!我悄悄拍

下了他们的照片!默默离开+ 但是!真心

希望身在异国他乡的叶浩和蒋雪梅还

能如以前那样挺直腰杆做人+

*君离)

后排左一驼背者是蒋雪梅"左二是叶浩% 君离 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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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总在挑战中蕴藏
///探寻中国经济新动能

! " # $ % &

!!!!!!,3+2

年首季"中国经济下行压力依然巨大"挑战严峻% 与此同时"一些

新的增长点正在出现"成长壮大"将逐渐支撑起中国经济天平的另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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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数据显示!

4

月份
##5

环比下

降
36+7

!连续第
4/

个月负增长+这意味

着工业品价格不断下降! 企业赚不到

钱!再投资愿望不强烈+

目前一季度宏观数据尚未全部公

布+但从前两个月看!固定资产投资&房

地产开发投资增速相比去年全年继续

回落!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速降至去年以

来最低值+

种种迹象表明!制造业和房地产等

传统拉动经济增长的领域呈现乏力态

势+ 与此同时!一些新的增长动力开始

显现+

年初! 西南首批京东县级服务中心

在四川安岳县&仪陇县开业+京东正在建

立)县级服务中心*等乡村代理点!今年

的目标是服务覆盖数万个村庄+ 另一家

知名电商阿里集团也已启动 )千县万村

计划* 农村战略! 未来三至五年将投资

+33

亿元!建立
+333

个县级运营中心和

+3

万个村级服务站+ 在中国电商蓬勃发

展的热潮中!农村电商迎来新)风口*+

产业结构升级正在加快+据国家统

计局初步测算!前两个月服务业生产指

数比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快
36.

个

百分点+ 在整个工业中!高技术产业&装

备制造业增速分别比规模以上工业快

-6-

个百分点和
+6-

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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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通

过加大投入和引导社会资金投入!去年

和今年我国已累计投资
0,33

多亿元开

展国土生态整治&大气污染防治和清洁

水工程+

在经济发展受到资源环境瓶颈制约

的同时!低碳&环保&绿色经济发展正迎

来历史性机遇!并提供巨大的投资机会+

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

人均
!"#

只有美国的五分之一! 仍有

/333

多万人口需要脱贫! 区域之间&城

乡之间发展差异巨大+ )城乡二元结构&

区域发展不均衡这些0短板1!中国经济

向更加绿色&高效转变!百姓消费更加

多元化&个性化的新趋势!为我国经济

战略转型提供了纵深空间+ *工信部产

业政策司司长冯飞说+

虽然传统投资领域表现乏力!但新的

投资机会正在涌现+ 加快中西部铁路建

设&推动重大水利工程建设&推进信息电

网油气等重大网络工程建设&发展养老服

务业22去年以来!国家以推动重大基础

设施建设为引领! 在拉动社会投资的同

时!着力补上经济社会发展)短板*#

89!:;<=-.#$>?@A%&

通过自主创新研制出
89:

)中国

芯 *///具有自主知识 产 权 的 国 产

89:

单取款机芯! 天津恒银金融科技

有限公司成功闯进多家国有银行的金

融设备核心供应商圈子!冲破了国外厂

商的技术垄断!在
89:

设备中烙上)中

国制造*的标签#

)科技型企业无论是研发还是生产

环节都面临着资金压力!资本市场的进

一步开放无疑是应有之义# *恒银金融

副总裁王伟说!希望市场融资渠道越来

越宽!解决了资金压力的科技企业才能

更加聚焦技术研发#

放眼全球!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

业变革正在孕育兴起# 新常态下!我国

依靠要素成本优势驱动& 大量投入资

源和消耗环境的经济发展方式已难以

为继!只有全面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才

能掌握新一轮全球科技竞争的战略主

动#

挑战仍然严峻! 形势依旧复杂!但

希望就在挑战中蕴藏#随着全面深化改

革逐步从顶层设计进入实质推进!改革

红利的进一步释放将大大增强市场活

力和创造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局面

进一步打开!创新驱动引擎将成为经济

增长的关键动力#

!据新华社北京
!

月
"$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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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台杯%世界大学生书法大赛复赛在京举行
6

月
,-

日"参赛

选手在现场书写作品% 当日"由中国艺术教育促进会主办的
-3,!

#金台杯$世

界大学生书法大赛复赛在北京举行% 据了解" 本次大赛初赛已于
-3,6

年
,,

月完成"复赛按中国和外国两大组分别进行评选"最终在百余位参赛的选手

中选出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和优秀奖%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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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北京国际风筝节开幕

6

月
,,

日" 游人在园博园参观

开幕式上的风筝展览%当日"

-3,!

年

北京国际风筝节在北京丰台区园博

园开幕" 来自广东' 山东等国内
-3

支代表队和美国'英国等
--

支国外

代表队的
,-3

位风筝爱好者参加风

筝节%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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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北京"宠物文化节开

幕
6

月
,,

日"两只泰迪犬坐在儿

童车里% 当日"为期三天的
-3,!

中国

*北京) 宠物文化节在北京蟹岛国际

会展中心开幕%本届宠物文化节包括

#王牌宠物课堂$#第
7

届
89:

国际

纯种猫展$#中国纯种犬+++北京冠

军展$等多个主题活动%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