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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 

2012年两会关注：数据解读温家宝总理政府工作报告 

项目 2012 年目标 2011年完成情况 2011年目标 

GDP 7.5% 增 9.2%，达 471564亿。 增长 8%左右 

CPI 4%左右 增长 5.4%，食品价格上涨 11.8% 控制在 4%左右 

财政收支 

拟安排财政赤字 8000亿元，赤字率下降到 1.5%

左右，其中中央财政赤字 5500亿元，代发地方

债 2500亿元。 

全国财政收入 103740亿元，比上年增加

20639亿元，增长 24.8%。全国财政支出

108930亿元，比上年增加 19056亿元，

增长 21.2%。 

财政赤字 9000 亿元，比上年预算减少

1500亿元，赤字率下降到 2%左右。 

促进就业 
城镇新增就业 900 万人以上，城镇登记失业率

控制在 4.6%以内 
全国城镇新增就业达 1221万人。 

财政拟投入423亿元。城镇新增就业900

万人以上。 

三农投入 

今年中央财政用于“三农”的投入拟安排

12287亿元，比上年增加 1868亿元。继续提高

粮食最低收购价，今年小麦、稻谷最低收购价

平均每 50公斤分别提高 7.4元和 16元。 

2011年中央财政用于三农的支出首次突

破 1 万亿元大关，达到 10408.6 亿元，

比上年增长 21.3%。 

安排 9884.5 亿元，比上年增加 1304.8

亿元。今年小麦最低收购价每 50 公斤

提高 5 到 7 元，水稻最低收购价每 50

公斤提高 9到 23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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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保障 
城镇居民医保和新农合补助标准提高到每人每

年 240元。 

新型农村社保试点、城镇社保试点参保

人数达 3.64 亿人，其中领取养老金人数

超过 1亿人。 

将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范围扩

大到全国 40%的县。 

收入水平 
扩大中等收入者所占比重。城乡居民收入实际

增长和经济增长保持同步。 

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 6977元，实际增长

11.4%；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21810

元，实际增长 8.4%。 

未提及 

住房投入 

继续推进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在确保质量的

前提下，基本建成 500 万套，新开工 700 万套

以上。 

全年新开工建设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住

房 1043万套(户)，基本建成城镇保障性

安居工程住房 432万套。 

再开工建设保障性住房、棚户区改造住

房共 1000 万套。公共租赁住房拟安排

补助资金 1030 亿元，比上年增加 265

亿元。 

医疗保障 

全面推开尿毒症等 8类大病保障，将肺癌等 12

类大病纳入保障和救助试点范围。将免费孕前

优生健康检查试点范围扩大到 60%的县（市、

区）。 

13亿城乡居民参保，全民医保体系初步

形成。对城镇居民医保和新农合补助每

人每年提至 200元。 

把新农合和城镇居民医保财政补助标

准提高到 200元。 

教育投入 

2012 年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 21984.63 亿

元，占国内生产总值 4%以上。中央预算内投资

用于教育的比重达到 7%左右。 

我国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 GDP 比例首

次实现 4%, 初步解决农民工随迁子女在

城市接受义务教育的问题。 

2012 年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内生

产总值比重达到 4%。 

节能减排 

今年在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重点区域以

及直辖市和省会城市开展细颗粒物（PM2.5）等

项目监测，2015年覆盖所有地级以上城市。 

2011 年，中国能源消费总量为 34.8 亿

吨标准煤，比 2010 年增长 7%，全国万

元 GDP 能耗下降 2.01%。而按国务院下

降 3.5%的目标，所以远未完成。 

建立完善温室气体排放和节能减排统

计监测制度。加快重点流域水污染治

理、大气污染治理、重点地区重金属污

染治理和农村环境综合整治，控制农村

面源污染。 

政府工作报告全文请见中国网 

http://www.china.com.cn/policy/txt/2011-03/16/content_22150608_2.htm 

 



【动态】  

温家宝政府工作报告：大力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 

科技、教育和人才是国家发展的基础和根本，必须始终放在重要的战略位置。 

坚持优先发展教育。推动教育事业科学发展，为人们提供更加多样、更加公平、更高质量的教育。2012年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

达到 4%。加快发展学前教育。公办民办并举，增加学前教育资源，抓紧解决“入园难”问题。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加强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标准化建

设，公共资源配置重点向农村和城市薄弱学校倾斜。以流入地政府和公办学校为主，切实保障农民工随迁子女平等接受义务教育。支持民族地区教育发

展，做好“双语”教学工作。全面推进素质教育。加快教育改革，切实减轻中小学生过重课业负担，注重引导和培养孩子们独立思考、实践创新能力。

保证中小学生每天一小时校园体育活动。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引导高中阶段学校和高等学校办出特色，提高教育质量，增强学生就业创业能力。加强重

点学科建设，加快建设一批世界一流大学。支持特殊教育发展。落实和完善国家助学制度，无论哪个教育阶段，都要确保每个孩子不因家庭经济困难而

失学。 

全面加强人才工作。以高层次和高技能人才为重点，加快培养造就一大批创新型科技人才和急需紧缺人才。加大人才开发投入，推进重大人才工程。

深化选人用人制度改革，努力营造平等公开、竞争择优的制度和社会环境，激励优秀人才脱颖而出，创造人尽其才的良好局面。 

大力推进科技创新。加快实施国家科技重大专项，突破一批核心关键技术，提升重大集成创新能力。加强基础研究、前沿技术研究，增强原始创新

能力。推动建立企业主导技术研发创新的体制机制。鼓励企业共同出资开展关键共性技术研发，共担风险、共享成果，对符合国家战略方向的项目，政

府要从政策和资金上给予支持。深化科技管理体制改革，促进科技资源优化配置、高效利用和开放共享。激励科研院所、高等学校和广大科技人员以多

种形式与企业合作。保持财政科技投入稳定增长，提高科研经费使用效率。坚定不移地实施国家知识产权战略，提升知识产权的创造、应用、保护、管

理能力，激发全社会创新活力。 

加州州立大学学生示威 抗议学费上涨 反对公立高校私有化 

 

http://guoqing.china.com.cn/2012-01/09/content_24358219.htm
http://www.china.com.cn/policy/txt/2011-03/16/content_22150608_4.htm


3月 1日，洛杉矶县境内数所加州州立大学学生在校园内举行了“为公共高校而抗争”的示威活动。示威学生抗议学费上涨，反对将公立高校私有

化，并指责加州州立大学总校长里德的工资增加过快。 

从 1日上午起，洛杉矶州立大学、多明戈斯岗州立大学以及长堤州立大学 3个校园的学生分别走出课堂及图书馆，举行了一场“占领教育”运动。

此次运动的组织者称，这次学生示威是全加州州立大学的统一行动。 

洛杉矶州立大学图书馆前上午 10时起便聚集了约 400名手持标语牌高呼口号的学生。在口号声及口哨声中，这些学生在校园游行示威。他们的诉

求包括：停止削价高校经费，应当免费让学生读公立学校等。他们手中的标语牌上写着：“停止将公立高校私有化。” 

侨报 

http://chinese.usqiaobao.com/2012-03/02/content_1298291.htm 

 

41岁拾荒女垃圾堆里捡书看考入名校 

 

一位 41 岁的巴西拾荒女靠着从垃圾堆里捡书看，考入了巴西最负盛名的学府。据称，这名女子已是两个孩子的母亲。她 10 岁时辍学，此后靠在街

上捡垃圾勉强维持生计。该女子说：“当我得知被录取时，我忍不住哭了出来。” 

 

中国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签署合作协议 加强合作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伊琳娜•博科娃 2日会见了正在巴黎出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 189届执行局会议的中国教育部副部长、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全国委员会主席郝平，并签署了中国－教科文组织教育发展信托基金合作协议。 

   教育部 

   http://www.moe.gov.cn/publicfiles/business/htmlfiles/moe/moe_1485/201203/131427.html 

http://www.moe.gov.cn/publicfiles/business/htmlfiles/moe/moe_1485/201203/131427.html


 

美公立大学倾向根据不同科目与年级收不同学费 

《高等教育内幕》(Inside Higher Ed)指出，愈来愈多的公立大学都根据学生的主修科目及入学年份而改变学费。 

  由康奈尔高等教育研究所进行的调查发现，2010年至 2011年，有 29%的四年制大学采用不同的本科生学费。按入学年份收费的大学，通常也会向高

年级学生收取较高的学费。而以主修科目来订定学费的大学中，主修商业、工程和护理专业的学生通常学费也较高。 

美国《星岛日报》 

http://news.xinhuanet.com/edu/2012-03/01/c_122777017.htm 

 

                 波兰格但斯克医学大学发现光敏剂可治疗烫伤、糖尿病足和小腿溃疡 

波兰格但斯克医学大学生物技术学院的科学家研究试验采用治疗癌症的光动力学疗法辅助治疗 3级烫伤，试验结果表明此种方法在防止细菌感染方

面效果显著。 

此种方法简便易行，只需要化学制剂、适度波长的光源（不需要激光，普通的卤素灯和发光二极管灯泡即可）和能够形成自由基的氧气。烫伤虽一

般不会危及人的生命，但是护理不好，细菌繁殖，会造感染，致使久治不愈。很多致使伤口感染的病原菌，比如，金黄色葡萄球菌、假单胞菌和其他各

类真菌对自然的光敏剂非常敏感。化学制剂在波长光源的激发下起作用，形成自由基，但是不会对人的生理机能造成紊乱。 

美国华裔专家网 

http://scholarsupdate.zhongwenlink.com/news_read.asp?NewsID=7061 

【前沿】 

                                           美国高等教育国际化的现状、经验及我国的对策 

【摘要】开放性和国际性是美国高等教育的显著特征：近年美国新入学国际学生人数持续增长，在美国高等院校就读的国际学生人数创历史新高；政府

制定强化青年学生学习外语的计划和措施，并增加赴海外研修外语语言及文化课程的奖助计划；21 世纪初，美国高校出国留学的人数发生了爆炸性的增

长，留学目的地也开始由 25 个传统目的地（英国、西班牙和意大利等）向诸如印度、中国这样的新兴国家转移；设置联合学位课程，开放课程资源，以

满足世界范围内不同文化的学习需求。 

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在高等教育国际化管理体系、高等教育国际化资助体系、校园国际化和国际化师资培养四个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 采取

了较多战略性的举措, 使大学校园和高等教育的国际化特征愈加明显。高等教育国际化改革已经成为一个国家经济全球化的 

重要组成部分和全球化程度的重要参考指标, 而我国除了借鉴美国相关经验外，还应从打造国际化的教育教学体系、国际化的科学研究平台和国际化的

http://news.xinhuanet.com/edu/2012-03/01/c_122777017.htm
http://scholarsupdate.zhongwenlink.com/news_read.asp?NewsID=7061


社会服务制这三个方面来推进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化改革。  

《全球教育展望》2010年第11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故事】 

【电影】风雨哈佛路 

 
   一部关于 Liz murray的真人真事，一部感人至深的励志影片。 

丽兹（索拉·伯奇 Thora Birch饰）出生在美国的贫民窟里，从小就开始承受着家庭的千疮百孔，父母酗酒吸毒，母亲患上了精神分裂症。贫穷的丽

兹需要出去乞讨，流浪在城市的角落，生活的苦难似乎无穷无尽。 

随着慢慢成长，丽兹知道，只有读书成才方能改变自身命运，走出泥潭般的现况。她从老师那里争取到一张试卷，漂亮的完成答卷，争取到了读书的

机会。从此，丽兹在漫漫的求学路上开始了征程。她千方百计申请哈佛的全额奖学金，面试时候连一件像样的衣服也没有。然而，贫困并没有止住丽兹

前进的决心，在她的人生里面，从不退缩的奋斗是永恒主题。 

 

【微博】她是个懂得教育孩子的母亲 



 

@雾满拦江：说个冯顺弟的故事。她是个懂得教育孩子的母亲，从不在别人面前批评儿子，以免伤到儿子的自尊心。但每天早晨，她都要对儿子晨训，

儿子说错的话，做错的事儿，全都跟儿子讲清楚道理，告诉儿子错在哪里。不管家境多么窘迫，她也要为儿子买书，……后来她的儿子胡适，成为大思想

家，一生得过 35 个博士头衔。 

【书斋】 

《一生的学习》 

 

http://weibo.com/wmlj


20世纪最纯净的心灵，让整个世界驻足聆听的声音。  

假如你的孩子考试不及格，你懂得赞美他吗，你能够根据他的起点鼓励他让他找回自信吗，你能够真正尊重他的兴趣和欣赏他吗？传统的教育，使独

立思考变得极端困难，附和随从导致了平庸；如果我们崇尚成功，我们要异于众人反抗环境，这样做可能就是危险的。教育的真正意义是自我了解，因

为整个生活是汇聚于我们每个人的身心。正确的教育，意指唤醒智慧，培育一种完整喜乐的生活。  

   在本书中，克里希那穆提从根本上探讨了教育与生活的意义，以及如何树立正确的教育观，以应对当今世界的种种危机。 

 

【信念】 

 

家庭教育的另一个内容是培养子女的服从性，服从性的培养可以使子女产生长大成人的渴望。反之，如果不注意子女服从性的培养，他会变得唐突孟浪，

傲慢无礼。                                                                       ——黑格尔 

 

 
或许美化灵魂有不少途径，但我想，阅读是其中易走的，不昂贵的，不用求助于他人的捷径。 ——严歌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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