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况作为考核和奖励税务机关的重要依据。这种计划管理和考

核机制，导致一些税务机关根据计划完成情况，人为调节进

度，严重影响税收收入的及时完整。从对788户企业税收征

管情况的审计调查看，少征税款的 80% 左右是由税务机关

人为调节造成的。国家税务总局将在认真调查研究的基础

上，完善现行的税收管理机制，推行税收征管综合质量考

核，引导各级税务机关严格依法治税，杜绝人为调节税收进

度现象的发生。

（四）强化国有商业银行内部控制，防范和化解金融

风险

从近几年审计情况看，国有商业银行重大违法违规问题

和经济案件时有发生，而且呈现出新发案件多、涉案人员层

次高、涉案金额大的特点。究其原因，与银行的一些分支机

构依法经营意识不强，内部控制机制不完善，特别是对一些

分支行的“一把手”管理监督不力有很大关系。国有商业银

行要结合深化金融改革，坚持依法经营，正确处理市场开拓

与风险控制的关系，防止发生新的风险；商业银行及其内部

各分支机构之间要建立行之有效的信息沟通机制，加大对企

业跨地区、跨行办理贷款的监控力度，切实防范重大骗贷等

案件的发生；要加强内部控制制度建设，狠抓对各级机构

“一把手”的教育和监督，建立严格的领导责任追究制度，

切实防止权力失控。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公报》2004年第5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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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 年，全国各族人民在党中央、国务院的正确领导

下，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贯

彻落实党的十六大和十六届三中全会精神，沉着应对突如其

来的非典疫情、多种自然灾害和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带来的

严峻困难和挑战，万众一心，奋力拼搏，实现了经济和社会

发展的主要预期目标。国民经济较快增长，运行质量明显提

高，经济活力进一步增强；结构调整取得积极进展，改革开

放稳步推进；科技、教育、文化、卫生、体育等社会事业取

得新成绩；城乡居民生活继续改善。

一、综 合

国民经济较快增长。全年国内生产总值116 694亿元，按

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 9.1% ，加快 1.1 个百分点。其

中，第一产业增加值17 247亿元，增长2.5% ，减慢0.4个百分

点；第二产业增加值61 778亿元，增长12.5% ，加快2.7 个百

分点；第三产业增加值37 669亿元，增长6.7% ，减慢0.8个百

分点。在第三产业中，金融保险业增长6.9% ，批发和零售贸

易餐饮业增长6.6% ，房地产业增长5.3%。

价格总水平有所上涨。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比上年

上涨1.2% 。其中，城市上涨0.9% ，农村上涨1.6% （见表

1）。居民消费价格中，食品价格上涨3.4% ，服务价格上涨

2.2 % 。商品零售价格下降 0.1% 。工业品出厂价格上涨

2.3% 。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上涨 4.8% 。固定资

产投资价格上涨2.2% 。农产品生产价格上涨4.4% ，其中，

谷物上涨2.3% ，棉花上涨35.3% ，油料上涨19.4% ，畜产

品上涨1.8%。

就业人数增加。年末全国就业人员74 432万人，比上年

末增加692万人。其中城镇就业人员25 639万人，增加859

万人。全年有440万下岗失业人员实现了再就业。年末城镇

登记失业率为4.3 % ，比上年末上升0.3个百分点。

表1  2003 年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比上年上涨情况

国际收支状况良好。全年对外贸易顺差255亿美元，比

上年减少49亿美元。利用外资继续增加。外汇储备大幅度

增长，年末国家外汇储备达到4 033亿美元，比上年末增加

1 168亿美元。人民币汇率保持基本稳定。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农民收入增

长缓慢；就业和社会保障任务较重；能源、交通供需关系紧

张；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偏大，部分行业盲目投资、低水平重

复建设比较严重；部分社会成员收入差距过大，不少低收入

居民生活还比较困难，资源环境压力增大等。

二、农 业

农作物种植结构继续调整。全年粮食种植面积9 941万

公顷，比上年减少448 万公顷；糖料种植面积 165 万公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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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少 17 万公顷；棉花种植面积511 万公顷，扩大 92 万公

顷；油料种植面积1 497万公顷，扩大20万公顷；蔬菜种植

面积1 791万公顷，扩大56万公顷。

粮食、棉花、油料、糖料等大宗农产品减产；蔬菜、水

果在调整品种、优化品质的基础上稳定增长。全年粮食产量

43 067万吨，比上年减产2 639万吨，下降5.8% （见表2）。

表2  2003 年主要农产品产量

单位：万吨

畜牧业、渔业生产稳步发展。全年肉类总产量达6 920

万吨，比上年增长 5.1 %。其中，牛、羊肉产量分别增长

12.9% 和10.8% 。牛奶产量增长迅速。全年水产品产量达

4 690万吨，增长2.8% 。

全年新增有效灌溉面积78万公顷，新增节水灌溉面积

137万公顷。

三、工业和建筑业

工业生产高速增长。全年全部工业增加值53 612亿元，

比上年增长 12.6% ，其中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即国有工业

企业及年产品销售收入500万元以上的非国有工业企业）增

加值增长17.0% （见表3）。工业产品销售率98.1% ，比上

年提高0.1 个百分点。

表3  2003 年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主要分类情况

单位：亿元

高技术产业增长较快。规模以上工业中，高技术产业增

加值比上年增长20.6%。光通信设备、程控交换机、移动

电话机和微型电子计算机等信息通信产品产量分别增长

25.9% 至1.2 倍（见表4）。

表4  2003 年主要工业产品产量

能源生产增长加快。全国一次能源生产总量16.03亿吨

标准煤，比上年增长11.0%。全年发电量19 107.6亿千瓦小

时，比上年增长 15.5% ；原煤生产量 16.67 亿吨，增长

15.0% ；原油生产量1.70亿吨，增长1.8%。

主要原材料生产快速增长。全年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

工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 22.6% ，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

业增长 18.1% ，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增长 14.1 % ，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增长16.6% 。分产品看，钢产量2.22亿

吨，增长21.9% ；钢材产量2.41亿吨，增长25.3% ；十种

有色金属增长 19.1% ；氧化铝增长 11.2% ；烧碱增长

7.7% ；水泥增长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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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工业增势强劲。全年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增加值比

上年增长22.0% 。汽车产量 444.4 万辆，增长 36.7% ，其

中轿车产量202.0万辆，增长85.0% 。

工业经济效益大幅度提高。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

总额8 152亿元，比上年增长42.7% ，其中国有及国有控股

企业实现利润3 784亿元，增长 45.2% ；集体企业实现利润

480亿元，增长31.4% ；股份制企业实现利润3 764.6亿元，

增长46% ；外商及港澳台投资企业实现利润2 680.5亿元，

增长40.5 % 。亏损企业亏损额同比下降 1.9% 。行业盈利面

明显扩大。39 个工业大类行业中有 38 个行业利润保持增

长。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黑色金属

冶炼及压延加工业、化学工业和电力工业新增利润占全部规

模以上工业新增利润的48.7 % 。

建筑业保持较快发展。全年全社会建筑业实现增加值8 166

亿元，比上年增长11.9%。全国具有建筑业资质等级的总承包

和专业承包建筑业企业实现利润459亿元，增长23.8%。

四、固定资产投资

固定资产投资大幅度增长。全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55 118 亿元，比上年增长 26.7% （见表 5）。国有及其他经

济类型投资中，东部地区投资24 666亿元，增长33.6% ；中

部地区投资10 092亿元，增长33.1% ；西部地区投资7 171

亿元，增长26.4% 。

表5  2003 年固定资产投资情况

单位：亿元

表6  2003 年全国基本建设投资新增主要生产能力

工业投资增长明显快于其他产业。全年国有及其他经济

类型投资中，第一产业投资1 156亿元，增长3.7% ，增速比

上年回落19.8 个百分点。第二产业投资15 007亿元，增长

39.1% ，加快 16.2 个百分点。其中工业投资14 460亿元，

增长39.0% ，加快16.8个百分点。部分工业行业投资高速

增长。在500 万元以上项目中，钢铁投资增长 96.6% ，电

解铝增长92.9% ，水泥增长121.9% ，汽车增长87.2% ，纺

织增长80.4% ，煤炭增长52.3% 。第三产业投资继续保持

较快增长，全年完成投资26 480亿元，增长 24.2% ，加快

9.8个百分点。房地产开发投资10 106亿元，比上年增长

29.7 % ；全年商品房销售额7 671亿元，增长34.1% ，其中

销售给个人增长35.8% ，所占比重为92.5% 。

重点工程建设进展顺利。长江三峡工程实现了蓄水、通

航、发电的目标；青藏铁路建设累计完成新线铺轨 317 公

里，占应铺轨里程的 28.6% ；西电东送工程向广东送电能

力已突破500 万千瓦；西气东输管道工程已完成总投资的

48% ，东段线路全面完工，实现向华东地区供气；南水北调

工程东线和中线已开工 4 个单项工程；19项治淮骨干工程

已完成总投资的49% 。

五、国内贸易

消费品市场稳定增长。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

45 842亿元，比上年增长 9.1% ，扣除物价因素，实际增长

9.2% 。其中，城市消费品零售额29 777亿元，增长10.3% ；

县及县以下消费品零售额16 065亿元，增长 6.8% 。分行业

看，批发零售贸易业零售额37 693亿元，增长 9.2% ；餐饮

业零售额6 066亿元，增长11.6% ；其他行业零售额2 083亿

元，增长0.2% 。

全年限额以上批发零售贸易业销售额中，汽车类零售额

比上年增长68.5% ，通信器材类增长70.9% ，家用电器和

音像器材类增长18.3% ，家具类增长28.2% 。

六、对外经济

对外贸易快速增长。全年进出口总额达8 512亿美元，

比上年增长 37.1% 。其中出口额 4 384亿美元，增长

34.6% ；进口额4 128亿美元，增长39.9% （见表7）。对主

要贸易伙伴的进出口均增长较快（见表8）。

表7  2003 年进出口主要分类情况

单位：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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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8  2003 年对主要国家和地区进出口情况

单位：亿美元

能源和原材料进口大幅度增加。全年进口原油9 112万

吨，比上年增长31.3% ；成品油2 824万吨，增长 38.8% ；

钢材3 717万吨，增长 51.8% ；氧化铝 561 万吨，增长

22.6% ；铁矿砂及其精矿14 813万吨，增长32.9% 。

外商直接投资保持较大规模。全年批准设立外商直接投

资企业41 081个，比上年增长20.2% ；合同金额1 151亿美

元，增长39.0% ；实际使用金额 535 亿美元，增长 1.4%

（见表9）。

表9  2003 年外商直接投资分主要行业情况

金额单位：亿美元

对外经济技术合作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全年对外承包工

程、对外劳务合作，对外设计咨询新签合同额 209亿美元，

比上年增长17.0% ；完成营业额172亿美元，增长20.1 %。

七、交通、邮电和旅游

交通运输和邮电通信业全年实现增加值6 531亿元，比

上年增长7.0%。

全年完成货物周转量57 152亿吨公里，比上年增长

13.1% ；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33亿吨，增长17.9%。受非

典疫情的影响，旅客周转量13 795亿人公里，下降 2.3%

（见表10）。

表10  2003 年各种运输方式完成运输量

全年完成邮电业务总量7 282亿元，比上年增长27.8% 。

其中，邮政业务总量543亿元，增长 9.7% ；电信业务总量

6 739亿元，增长29.6% 。全年新增局用交换机6 744万门，

总容量达到 3.5 亿门。新增固定电话用户4 908万户，年末

达到26 330.5万户，其中城市电话用户17 129.2万户，乡村

电话用户9 201.3万户。新增移动电话用户6 269万户，年末

达到26 869万户。年末全国固定及移动电话用户总数达到

53 200万户，比上年末增加11 177万户，电话普及率达到42

部/百人。

旅游业受非典疫情影响较大。全年入境人数9 166万人

次，比上年下降 6.4%。其中，外国人1 140万人次，下降

15.2% ；香港、澳门和台湾同胞8 026万人次，下降 5.0%。

在入境旅游者中，过夜人数3 297万人次，下降 10.4% 。国

际旅游外汇收入174 亿美元，下降 14.6% 。全年国内出境

人数达2 022万人次，增长21.8% 。其中因私出境1 481万人

次，增长47.2% ，占出境人数的73.2% 。国内旅游人数达

8.7 亿人次，下降 0.9% ；旅游总收入3 442 亿元，下

降11.2%。

八、金融、证券和保险

货币供应量增长加快。年末广义货币供应量（M 2）余

额为221 223亿元，比上年末增长19.6% ，增速加快2.8个

百分点；狭义货币供应量（M 1）余额为84 119亿元，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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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 ，加快 1.9 个百分点；流通中现金（M 0）余额为

19 746亿元，增长14.3% ，加快4.2个百分点。

金融机构存贷款增加较多。年末全部金融机构本外币各

项存款余额220 364亿元，比上年末增长20.2% ；全部金融

机构本外币各项贷款余额169 771亿元，增长21.4% （见表

11）。贷款结构继续改善。全国农村信用社人民币贷款余额

16 979亿元，比上年末增加3 186亿元。人民币消费贷款余

额15 736亿元，增加5 091亿元，其中个人住房贷款余额

11 780亿元，增加3 528亿元。

表11  2003 年全部金融机构本外币存贷款情况

单位：亿元

金融机构不良贷款减少。按照五级分类统计，年末银行

业主要金融机构不良贷款余额为2.44 万亿元，比年初减少

1 906亿元，不良贷款的比例为17.8% ，比年初下降5.32 个

百分点。

证券市场稳定发展。全年证券市场通过发行、配售股票

共筹集资金1 358亿元，比上年增加 396 亿元。其中，发行

A 股（包括增发及可转债）97 只，配股 24 只，筹集资金

820亿元，增加40亿元；发行B 股、H 股共24只，筹集资

金537亿元，增加355亿元。年末境内上市公司（A、B 股）

数量由上年末的1 224家增加到1 287家，市价总值42 578亿

元，比上年末增长11% 。

保险事业发展较快。全年内外资保险公司保费收入

3 880亿元，比上年增长27.1%。其中，寿险保费收入2 669

亿元；健康险和意外伤害险保费收入342亿元；财产险保费

收入869亿元。支付各类赔款及给付841亿元。其中，寿险

业务给付264 亿元；健康险和意义伤害险赔款及给付101 亿

元；财产险赔款476亿元。

九、教育和科学技术

教育事业保持较快发展。全国研究生教育招生 26.9 万

人，在学研究生65.1 万人，毕业生11.1万人。全国普通高

等教育招生382.2万人，在校生1 108.6万人，毕业生187.8

万人。各类中等职业教育招生 504.1 万人，在校生1 240.2

万人，毕业生343.8 万人。全国普通高中招生752.1 万人，

在校生1 964.8万人，毕业生458.1 万人（见表12）。全国初

中招生2 220.1万人，在校生6 690.6万人，毕业生2 018.4万

人。普通小学招生1 829.4万人，在校生11 689.7万人，毕

业生2 267.9万人。特殊教育招生4.9万人，在校生36.5 万

人。幼儿园在园幼儿2 004万人。

表12  2003 年各类教育招生和毕业生情况

单位：万人

科技事业取得新突破。全年全国科学研究与试验发展

（R & D）经费支出1 520.1亿元，比上年增长18.1% ，占国内生

产总值的1.3% ，其中基础研究经费 86亿元。年末国有企事

业单位共有各类专业技术人员2 834.4万人。全年国家安排

了1 573项科技攻关计划项目和4 479项“863”计划项目，新安

排高技术产业化示范工程项目 274项，滚动安排重大技术装

备研制项目15项，新建国家工程研究中心 9 家，安排国家重

点实验室改造项目 46项。认定国家级企业（集团）技术中心

302 家。全年共取得省部级以上科技成果29 870项。其中，基

础理论成果2 029项，应用技术成果26 425项，软科学成果

1 416项。全年受理国内外专利申请 30.8 万件，授权专利

18.2万件，分别比上年增长22.1% 和37.6%。全年共签订

技术合同26.8万项，技术合同成交金额1 082.7亿元，比上年

增长22.5 % 。首次载人航天飞行的圆满成功，使我国成为世

界上第三个独立掌握载人航天技术的国家。

全国共有产品检测实验室15 676个，其中国家检测中心

245个。全国现有产品质量、体系认证机构 113 个，已累计

完成对4.6万个企业的产品认证。全国共有法定计量技术机

构3 815个，全年强制检定计量器具2 691万台件。制定、修

订国家标准1 653项，其中新制定 734 项。全国共有天气雷

达观测站点 250个，卫星云图接收站点 386个。全国共有地

震台站1 253个，地震遥测台网 30 个。全国共有1 737个海

洋观测、监测站点。测绘部门公开出版地图1 572种，测绘

图书454种。

十、文化、卫生和体育

文化事业稳步发展。年末全国共有艺术表演团体2 587

个，文化馆2 892个，公共图书馆2 708个，博物馆1 519个。

广播电台282 座，中、短波广播发射台和转播台 744座，电

视台320座，教育台62个。全国有线电视用户10 508万户。

生产故事影片 140 部，科教、纪录、美术片 61 部，特种影

片1部。出版全国性和省级报纸243.6亿份，各类期刊29.9

亿册，图书67.5 亿册（张）（见表 13）。年末全国共有档案

馆3 978个，已开放各类档案5 583万卷（件）。

表13  2003 年广播电视及出版物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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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事业发展加快。2003年上半年，24个省、自治区、直

辖市先后发生非典疫情，全年累计临床确诊病例5 327例，累

计死亡349人。非典疫情发生后，中央和地方政府增加了卫

生投入，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机制逐步建立，医疗救治

和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得到较大加强。年末全国共有卫生机构

30.5万个，其中医院、卫生院 6.4 万个，妇幼保健院（所、站）

3 058个，专科疾病防治院（所、站）1 811个。医院和卫生院床

位290万张。卫生技术人员 424万人，其中执业医师和执业

助理医师183万人，注册护士124 万人。全国疾病预防控制

中心（防疫站）3 600个，卫生技术人员 15.9 万人。卫生监督

检验机构755个，卫生技术人员 1.5 万人。乡镇卫生院 4.5

万个，床位66.8万张，卫生技术人员90.7万人。

体育事业取得新成绩。全年我国运动健儿共获得了 87

个世界冠军；9人1队19次创16项世界纪录。全民健身运

动蓬勃发展。

十一、人口、人民生活和社会保障

人口自然增长率继续下降。年末全国总人口为129 227

万人（见表 14）。全年全国出生人口1 599万人，出生率为

12.41‰；死亡人口825万人，死亡率为 6.40‰；全年净增

人口774万人，自然增长率为6.01‰。

表14  2003 年人口主要构成情况

单位：万人

居民生活继续改善。全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8 472元，扣除物价上涨因素，实际增长9.0% ；农村居民人

均纯收入2 622元，实际增长 4.3% 。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

（即居民家庭食品消费支出占家庭消费总支出的比重），城市

为37.1% ，比上年降低0.6 个百分点；农村为 45.6% ，降

低0.6个百分点。年末全国私人轿车拥有量已达489 万辆，

比上年末增加146万辆。年末农村贫困人口为2 900万人。

社会保障进一步加强。年末全国参加基本养老保险人数

为15 490万人，比上年增加753万人。其中参保职工11 638

万人，参保的离退休人员3 852万人。全国参加失业保险的

人数为10 373万人，增加191万人。全国参加医疗保险的人

数为10 895万人，增加1 494万人。其中参保职工7 977万人，

参保退休人员2 918万人。年末全国企业参加基本养老保险

离退休人员3 551万人，绝大部分实现了养老金按时足额发

放；年末全国有195万国有企业下岗职工进入再就业服务中

心，进入再就业服务中心的人员全部按时足额领到了基本生

活费和代缴了社会保险费；年末全国领取失业保险金人数为

415万人，比上年减少25万人；全国共有2 235万城镇居民

得到政府最低生活保障，增加170万人。

年末全国各类收养性社会福利单位床位122.2 万张，收

养各类人员 92.4万人。城镇建立各种社区服务设施19.2 万

个，其中综合性社区服务中心9 251个。全年销售社会福利

彩票200亿元，筹集社会福利资金近70 亿元，直接接收社

会捐赠款30.1亿元。

十二、资源与环境

耕地面积继续减少。全年建设占用耕地 22.9 万公顷，

灾毁耕地5.0万公顷。生态退耕223.7万公顷，因农业结构

调整减少耕地 33.2 万公顷。土地整理复垦开发补充耕地

31.1万公顷。全年净减少耕地253.7万公顷。

能源和主要原材料消费明显上升。初步测算，全年能源

消费总量 16.78 亿吨标准煤，比上年增长 10.1% 。其中，

原油消费量2.52亿吨，增长12% ；原煤15.79亿吨，增长

13.6% 。主要原材料消费中，钢材 2.71 亿吨，增长

28.6% ；氧化铝1 168万吨，增长15.7% ；水泥8.36 亿吨，

增长15.3%。

水资源供求关系依然紧张。当年人均水资源2 076立方

米，比上年下降 5.6% 。全年平均年降水量640 毫米，下降

3.0% 。年末全国454 座大型水库蓄水总量1 864亿立方米，

增加210亿立方米。全年总用水量5 410亿立方米，比上年

下降 1.5% 。其中生活用水增长 5.0% ；工业用水增长

1.1% ；农业用水下降 3.5% 。全国人均用水量为 420 立方

米，下降1.9%。

总体水质状况略有下降。七大水系干流地表水水质有

52.5 % 的断面满足国家地表水三类水质标准要求，比上年下

降0.4个百分点；38.1% 的断面为四类、五类水质，比上年

上升 11.3 个百分点；超过五类水质标准断面的比例为

9.3% ，比上年下降 11个百分点。237 个近岸海域海水水质

监测点中，达到国家一类海水水质标准的监测点占 19.8% ，

比上年下降1.5个百分点。

矿产资源勘探取得新进展。全国已发现的矿种为 171

种。有查明资源储量的矿种共计 158 种，其中，能源矿产

10 种，金属矿产54种，非金属矿产 91 种，水气矿产 3 种。

国土资源调查及地质勘查新发现大中型矿产地 157 处。有

59种矿产新增查明资源储量，其中，石油7.99 亿吨，天然

气5 035.4亿立方米，原煤51.95亿吨。

城市环保工作有所加强。监测的 340 个城市中，有141

个城市空气质量达到二级标准，占监测城市数的 41.5% ，

比上年提高 7.7 个百分点；有 108 个城市为三级，占

31.8% ，比上年下降3.2个百分点；有91个城市为劣三级，

占 26.7% ，比上年下降 4.5 个百分点。城市污水集中处理

率、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和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

率，分别达到42.1% 、58.0% 和53.5% ，比上年提高2.1、

3.8 和 1.5 个百分点。全国建成烟尘控制区 3.3 万平方公

里，环境噪声达标区2.0 万平方公里。

生态环境建设力度加大。全年完成造林面积 930 万公

顷，比上年增长 19.7% 。其中，六大林业重点工程完成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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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面积831万公顷。截至2003 年，全国共批准国家级生态

示范区82 个，自然保护区达到1 999个，国家地质公园 44

个，地质遗迹保护区 457 个，三峡库区完成地质灾害治理项

目158个。综合治理水土流失面积5.6万平方公里。

赤潮发生次数增多。全年发现赤潮119次，比上年增加

40次，上升 50.6% ；累计面积约14 550平方公里，直接经

济损失约4 280万元。

各种自然灾害比较严重。全年全国农作物受灾面积

5 438.6万公顷，比上年上升15.4% ；其中成灾面积3 251.6

万公顷，上升 19.0% ；绝收 854.6 万公顷，上升 30.3% 。

全年因海洋灾害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约 80.5 亿元，比上年

上升22% 。全年共发生5级以上地震29次，比上年增加20

次，其中6级以上地震7次。地震共造成319人死亡，直接

经济损失46.6亿元。

注：
1.本公报为初步统计数。

2.各项统计数据均未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和

台湾省。

3.国内生产总值、各产业增加值绝对数按现价计算，增长速度

按可比价计算。

4.表2中的水果产量含果用瓜。

5.基本建设新增生产能力中新增局用交换机容量、新增光缆线

路长度及新增数字蜂窝移动电话交换机容量含更新改造增加的能力。

6.邮电业务总量完成额按2000年不变价格计算。

（《人民日报》2004 年 2 月27 日）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

中共中央、国务院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11月 27 日

至29 日在北京举行。

胡锦涛、吴邦国、温家宝、曾庆红、黄菊、吴官正、李

长春、罗干出席会议。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胡锦涛在会上发表了重要讲

话，从全局和战略的高度，全面分析了当前国际国内形势，

明确提出了明年经济工作的总体要求，着重强调了做好明年

经济工作需要把握的重要原则和重大问题，并对加强和改善

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提出了明确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常

委、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讲话中系统总结了今年的经济工

作，并就做好明年经济工作作了具体部署。

会议认为，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仍是当今国际格局

演变的两个主要趋势。国际形势的基本态势仍是总体和平、

缓和、稳定，但局部战乱、紧张、动荡，在维护世界和平、

促进共同发展方面，世界各国正面临着新的挑战。世界经济

逐步回升和结构调整加快，对我国经济发展在总体上是有利

的。同时国际环境的变化也使我国面临一些新的挑战。在世

界经济结构的深刻调整中，各国综合国力和竞争力也将出现

此消彼长的变化。大调整既是大挑战，也蕴藏着大机遇。抓

住了机遇，就能赢得历史性发展。我们必须深刻理解十六大

关于本世纪头 20 年是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的科学判

断，切实增强紧迫感，牢牢抓住机遇期，趋利避害，发挥优

势，努力加快自身的发展。

会议指出，今年以来，国际形势复杂多变，国内遭遇突

如其来的非典疫情和地震、洪涝、干旱等多种自然灾害。在

严峻挑战和困难面前，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在邓小平理论和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引下，认真贯彻十六大精神，万众

一心，奋力拼搏，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取得新成就。全党

兴起了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新高潮。国民经济

持续较快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取得新进

展。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全面推进。十六届三中全会胜利

召开，对深化改革、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出全面部

署。首次载人航天飞行圆满成功，标志着我国的综合国力和

科技实力进一步增强。我国经济发展、民族团结、社会稳

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局良好。

会议指出，愈是形势好，我们愈要清醒看到经济社会发

展存在的矛盾和问题。对存在的问题，我们要立足长远，着

眼当前，坚持用改革和发展的办法认真加以解决。特别是对

新出现的苗头性和局部性问题，要见微知著，防患于未然，

采取果断措施，努力加以解决。

会议指出，明年是实现“十五”计划的关键一年，也是

全面落实十六大和十六届三中全会精神，深化改革、扩大开

放、促进发展的重要一年。明年经济工作的总体要求是：以

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十六

大和十六届三中全会精神，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

调、可持续的发展观，按照稳定政策、适度调整，深化改

革，扩大开放，把握全局、解决矛盾，统筹兼顾、协调发展

的思路，做好各项工作。坚持扩大内需的方针，继续实施积

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保护好、引导好、发挥好

各方面加快发展的积极性，切实把工作重点转到调整经济结

构、转变增长方式、提高增长质量和效益上来，实现国民经

济持续快速协调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

会议强调，贯彻这个总体要求，重要的是牢固确立和认

真落实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这既是经济工作必须

长期坚持的重要指导思想，也是解决当前经济社会发展中诸

多矛盾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做好明年的经济工作，要进一

步统一认识，保持宏观经济的稳健运行，切实转变经济增长

方式，促进城乡、区域、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坚持经济发

展和资源环境相协调，大力实施科教兴国和人才强国战略，

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明年的经济工作，要从发展全

局的高度，着重把握好以下几点：

一、保持宏观经济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当前，我国

经济发展正处于经济周期的上升阶段，我们一定要保持宏观

经济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增强信心，稳定大局；一定要

更加重视总量调控和结构优化，正确把握调控的时机和力

度，引导经济平稳运行。要倍加珍惜当前经济发展的好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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