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邓小平理论

务实可持续发展

要要
要兼论综合规划宏观协调的基本要领
赵营波
渊安徽省社会科学院大协调学研究中心袁合肥

圆猿园园缘员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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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列主义是文理工各门学科成就集大成的
理论体系袁研究邓小平理论也需要开阔的知识视
野遥 各学科尧各行业都要结合自己的研究成果和
实际业务袁才能把邓小平理论学深学透遥 本文是
结合大协调学研究可持续发展综合规划的成果袁
学习邓小平理论的心得体会袁供大家参考遥
一尧 在大尺度上看邓小平理论的产生
大协调学是研究人类同自然与社会各环节
大尺度交叉协调规律及其应用的科学袁强调从大
尺度上看事物遥 在小尺度上呈现偶然性无规律可
循的事物袁在大尺度上往往呈现必然性和有规律
可寻遥 许多规律在小尺度上看不见袁在中尺度上
看不清袁只有在大尺度上才能发现遥 邓小平理论
在中国产生就是这样的规律遥
早在新中国建立前夕袁毛泽东就敏感地意识
到院 夺取全国政权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袁
提出要学习建设国家的任务遥 从革命转向建设袁
从军事斗争转向发展经济袁不仅需要建立全新的
知识结构袁更需要建立全新的思维方式咱员暂遥 这就像
要一位文科的教授立即转行去当理科的教授袁不
准推辞袁也没有去进修的机会袁又没有足够的时

间去做知识准备袁必须边干边学遥 其难度可想而
知袁其犯错误的可能性自然也很大遥 这不是一两
个人的知识结构和思维方式不适应的问题袁全党
普遍有一个从在野党到执政党的适应过程袁而且
在中国搞社会主义建设又是一个崭新的事业袁没
有多少现成的经验可借鉴袁更需要通过刻苦学习
和反复磨炼而适应遥 从系统论的角度看袁这是系
统转变功能必需的自学习尧自适应尧自组织过程遥
在大尺度上看袁发生了用打淮海战役的思维方式
搞建设袁搞出了全国大炼钢铁的错误曰用军事思
想搞经济袁搞出了大锅饭尧大跃进尧人民公社等错
误袁都是这个转变功能的代价遥 既然毛泽东思想
是党的集体智慧袁那么毛泽东的错误也不全是他
一个人的事遥 全党和领袖们对错误的认识和纠
正尧思维方式的转变袁都得有一个真实的过程遥 咱圆暂
野知屋漏者在宇下袁知政失者在草野冶渊汉窑王
充叶论衡曳冤遥 必须有一个或几个领袖式的人物袁能
真切地深入社会底层感受尧了解尧正视尧思考解决
问题遥 这种深入了解情况袁不是作为上级领导或
钦差大臣袁被前呼后拥地到农村田间地头和工厂
车间走马观花般的了解袁也不是从学校门到机关
门的学生气的凭空思考和从书本到书本的研究袁
更不是野拍脑袋尧拍胸脯尧拍屁股冶三拍干部不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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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的随便胡说袁而是作为被错误处理的人到底
层在真实的体验中真实地了解情况和切实地思
考遥 还得要有忧国忧民的崇高情怀和高尚的人
格尧大无畏的胆略和勇气袁位卑未敢忘忧国袁身处

作风袁保持优良作风遥 我们能够学会我们原来不
懂的东西遥 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袁我们

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遥 冶咱猿暂邓小平理论及其实
践的成功袁就是一个伟大的证明遥 所以说邓小平

逆境想的是国家发展袁 坎坷潦倒为的是天下幸

理论是毛泽东思想的发展袁不是小发展而是大发

福遥 如果被打倒了袁被关起来了袁想的只是个人名

展袁是在共同追求共产主义尧建设社会主义袁共同

利得失袁就会整天唉声叹气尧思想消沉袁也就不可

为人民服务尧 向人民负责的发展袁 是在继承尧批

能产生救国救民的理论遥 就像日本强盗侵略中国

评尧更新健全上的发展遥 批评尧纠正尧更新都是为

时袁鲁迅等爱国文人奋起抗战袁形成了强大的抗

了把共同的事业搞好袁都是为了更好地继承遥 在

战文化袁他的弟弟周作人就没好好做人袁想的只

不批评尧不纠正就不能发展时袁就必须进行负责

是保全自家性命袁只能搞点汉奸文学遥 对私名私

任的批评和纠正遥 发展是最好的继承遥 只是这种

利看得太重的人袁成不了救国救民的伟人袁也成

包含批评的发展式继承袁 开始时不容易被理解袁

不了大文人遥 古今中外伟大的思想家都是痛苦

不容易被老师及前辈接受袁但因有利于共同的事

的袁不是思想家愿意痛苦袁而是人只有在痛苦中

业和努力方向袁所以仍然是继承遥 这是发展和继

才能有深刻的思想遥 只有这样的思想家才能帮助

承的辩证统一遥 从大尺度上看袁马列主义尧毛泽东

国家尧社会乃至整个人类纠正错误遥 孟子曰院天将

思想尧邓小平理论尧野三个代表冶尧科学发展观尧全

降大任于斯人也袁必先苦其心志袁劳其筋骨袁饿其

面深化改革袁是一脉相承的袁是马列主义理论环

体肤袁空乏其身袁增益其所不能遥

环衔接的发展过程遥 只是有时发展得顺利袁有时

于是袁务实的邓小平被不务实的错误运动及
思潮打倒了袁下放劳动了袁他在那段时间通读了

叶列宁全集曳袁 逆境逼迫他更加务实地认真思考袁
有了更多的真知灼见并逐渐系统化地形成了务

发展得艰难遥 野越是困难的地方越是要去袁这才是
好同志遥 冶渊毛泽东语冤邓小平理论是邓小平同志

自觉地为党挑重担的成就之一袁也是马列主义在
实践中发展的必然成果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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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的理论遥 理论不是需要小心翼翼保护的金银玉
器袁 强有力的理论是可以冲锋陷阵的水陆坦克袁

二尧邓小平理论的逻辑结构

是救民于水火不得不用的真经遥 理论和理论家都
要经历过水深火热袁都要经得起摔打遥 同时袁优秀

毛泽东同志的革命理论核心是野枪杆子里面

理论和政治家也要有磨难经历的铺垫袁才能感动

出政权冶袁邓小平同志的建设理论核心是野发展是

人和说服人遥 例如袁为南非独立真诚奋斗的优秀

硬道理冶遥 两者都是务实求真的理论遥

政治家曼德拉袁两次坐牢都是他的政治资本和让

在化学结构式中有强化学键和弱化学键袁在

广大人民信任的根据遥 困难就是磨刀石袁可以把

大协调学和逻辑学中有强相关和弱相关曰邓小平

人越磨越亮遥 无论个人还是民族袁碰上困难了都

理论的逻辑结构是强键和强相关的连接袁精神实

要敢于面对袁更要善于从中历练出好锋刃遥 可以
说袁不经历大风大浪袁没有三落三起袁没有崇高的
真切的忧国忧民精神袁 就不可能产生邓小平理

质是 野务实求真冶袁 理论核心就是 野发展是硬道

理冶袁其通俗的表达就是野不管白猫黑猫袁能抓住

老鼠就是好猫冶 遥由这个逻辑核心延伸到农业袁就

论遥 邓小平是真实经历过痛苦尧切实思考的思想

是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袁解决了中国人的吃饭问

家袁所以袁他能批评和纠正伟大领袖晚年的错误袁

题袁买粮不再用粮票曰延伸到工业就是实行物质

他的理论能切实解决问题袁没有一点水分遥 从整

奖励和精神奖励相结合曰延伸到整个经济就是要

个过程来看袁邓小平理论也是全党批评和自我批

改革开放曰延伸到国防就是要求提高国防的科技

评的成果袁这个理论指导下的改革开放成就也是

水平袁同时精简军队袁要求军事过硬尧政治合格尧

全党的成就遥 毛泽东说院野我们有批评和自我批评

保障有力曰延伸到外交就是为中国的经济建设改

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武器遥 我们能够去掉不良

善和调整国际关系袁国家利益至上曰延伸到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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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要求野两手抓袁两手都要硬冶袁既要反野左冶也

结构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方向的内在统一遥 搞

要防右尧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曰既不能野宁要社会

改革开放的目的是为了更有效地建设和发展社

主义的草袁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冶袁也不能野宁要资

会主义袁是社会主义自我完善袁而不是相反遥 离开

本主义的破产袁不要社会主义的效益冶曰全局工作

了社会主义方向就不是改革了袁而是复辟资本主

要野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冶曰延伸到理论界就是解

义了遥 所以不能把中国的改革开放混同苏联及东

放思想袁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冶遥 依法治

欧的野改革冶遥 为了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袁邓小平同

国尧废除干部终身制尧对干部的四化要求尧实行公

志不怕得罪人袁不惜冒风险袁任凭狂风巨浪袁不改

开招聘公务员制尧 建立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

初衷遥 这是同马克思尧恩格斯尧列宁尧斯大林尧毛泽

制尧野一国两制冶等袁都是从野务实求真冶这个逻辑核

东绝对一致的原则立场袁绝对不动摇袁也不能动

咱缘暂

心引伸出来的遥 所有这些方面的努力有机地形成

摇遥 有些人喜欢片面理解改革开放袁忘记了或不

了强大的合力袁 使中国经济建设高实效地快速发

想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袁就犯了错误袁受到了邓小

展遥

平同志的严肃批评和处理遥 同志们学习和研究邓
首先要务实袁然后才能求真遥 不务实就没有

求真的动力和标准遥 在改革开放前袁有些人为求
社会主义之真袁把计划经济尧人民公社三级所有

小平理论一定不要忽视了这个根本的逻辑结构

和努力方向咱苑暂袁否则就会犯方向性的错误遥

邓小平以他的终身事业和务实求真的理论

等当作真经遥 宁愿维持那个真袁也不务经济发展

赢得了全中国尧 全世界一切正义人们的尊敬袁能

这个实遥 邓小平说袁野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冶袁野发展

让天下幸福的人最幸福遥

是硬道理冶袁就是从务实的角度谈求真袁纠正了一
些人的愚昧思想袁放开手脚大干袁搞活了经济袁取

三尧务实求真对可持续发展的意义

得了举世公认的建设成就袁甩掉了中国贫困的帽
子遥 他要求科技界尧理论界尧文化界及各方面尧各

社会总是在不断解决现实问题中进步遥 人们

条战线袁都要为国家经济建设服务袁离开了这个

的思想总是在正视现实问题中不断地认识现实问

务实袁就野不争论冶遥 这是个重要的顺序袁如果倒过

题袁并在务实地解决现实问题中发展遥 邓小平理论

来先求真再务实袁就容易钻牛角尖袁就可能既务

是人类务实求真的表率袁 对我们勇敢地正视和解

不了实袁也求不到真曰就容易犯本本主义或教条

决现实问题尧研究预防未来问题袁都具有重要的意

主义的书呆子式错误遥

义遥 遇到什么问题袁 就要务实地研究解决什么问

务实不仅有务什么实的问题袁还有一个务谁

题袁不回避不推诿袁并且要有足够的统筹解决各种

的实的问题遥 邓小平强调要有大局观袁要为人民

问题的能力袁 我们才能为人民和时代担负起应尽

务实袁为国家发展务实曰不是务个人谋私的实袁不

的责任袁为国家建设和人类进步奉献力量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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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搞部门利益的务实袁 不是搞行业特权的务实遥

事实上袁人类迄今三百年来的工业发展袁也是

要求各项改革政策都要符合三个有利于院野有利

犯了类似大跃进尧大炼钢铁的错误遥 人类疯狂地开

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袁有利于增强社会

采尧无节制地消耗各种资源袁使整个世界变成了一

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袁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

个大工厂袁使整个地球变成了一个大垃圾场袁严重

平冶曰要严惩以权谋私等腐败行为遥 以这样的务实

污染了生存环境袁破坏了生态平衡和维持适宜气候

态度搞改革袁才能对国家发展有实效袁才能造福

的机制袁造成了耕牧地退化尧水土流失尧能源危机尧

于人民袁才能受到人民的广泛拥护袁才能求到社

资源枯竭等严重问题遥未来意识和大协调化意识对

会主义之真遥 恩格斯说院野为了使社会主义变为科

现代人类来说袁是最重要的可持续生存意识遥 缺乏

学袁就必须首先把它置于现实的基础之上遥 冶 不
咱远暂

这种意识袁 就相当于山羊跑到山崖却不知止步袁是

务实只是空想社会主义袁务实才能知道什么是科

最危险的事情遥 作为人类谋生的经济活动袁由于片

学社会主义尧怎样才能建成科学社会主义遥

面强调和片面发展袁实际上变成了降低人类生存质

特别要强调的是院邓小平理论最重要的逻辑

量和人类集体自杀的行为遥这种发展方式已经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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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遥 必须搞好环境与发展宏观协调袁才能实现可
持续发展袁已经逐步成为全人类的共识遥 人类正处
在从同自然对立向同自然全面和谐的大转折的过
程中袁 各国发展已经处于可持续发展的全新的竞
赛线上遥 各国的发展质量尧人类的各种理论和思想
及主张尧各种科技研究及成果袁都必须在这大转折
中重新检验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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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听到发令枪响还不知往哪跑或

跑错方向的运动员袁就不可能有好成绩遥
可持续发展更需要务实求真遥 方向正确才能
避免磁差和自差造成的方向性损失袁就能得到优
于各国的角差优势袁走一条波折少尧曲率小的短

协调问题袁也给城市本身造成了许多不协调问题遥

2003 年我应邀到北京讲学时袁我对北京市的同志
说院北京建设的轻轨是帮助城市协调的好项目袁投

资省袁又不破坏植被袁解决了很大的交通客运量遥

但是北京建设的 5 环路不是协调项目袁 破坏了很

多植被袁加重了沙尘暴的危害程度遥 该市的经济学

家反驳说袁5 环路提高了辐射地区的房地产价值袁
增加了全市人均道路的公里数遥 我说袁你增加的这
种野公里数冶有什么用钥不仅没有使交通畅通袁反而

增加了市区的堵车袁时常堵车 2 小时袁首都还怎
么高效率运转钥 我还向有关部门建议组织研究城

程线遥 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是硬道理袁各种道理

市发展的各种适度袁组织各门相关学科交叉衔接

都要服从这个硬道理袁各种是是非非都要最终用

研究建设野城乡大协调综合规划示范区冶遥

这个硬道理判定遥 否则就不能可持续生存尧不能

实现可持续发展袁不仅需要推广应用大协调

可持续发展袁整个民族乃至人类就会被开除地球

学统筹解决和预防各种不协调问题袁各门同发展

的球籍遥 各行业尧各学科都要在同生态环境全面

相关的学科都需要相应地更新遥 例如袁经济学迄

协调的基础上袁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遥 必须协力

今的定义袁都不符合可持续发展的要求遥 我认为袁

搞好环境与发展宏观协调袁才能把我们中国建设

经济学必须从单纯的文科转变为文尧理尧工交叉

成山青水秀的美丽的社会主义祖国袁在可持续发

的综合性科学曰必须从只是片面追求狭义经济利

展中走到世界前列遥

益转变为帮助人们顾全各种利益袁并且能使之相

保护适宜人类生存的地球生态环境袁实施可

互衔接起来提高整合效益袁经济地运转遥 符合可

持续发展袁需要务实拼搏的精神遥 应该像抗战那

持续发展要求的经济学袁必须这样定义院经济学

样有力出力尧有钱出钱尧有才智奉献才智袁众志成

是研究人类生存与发展活动各种要素整合效益

城协作奋斗袁才能展开和完成环境与发展宏观协

最大化规律及其应用的科学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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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的大协调事业遥 已经有许多志士仁人为这个伟

再例如袁 迄今只有城市总体规划或城乡总体

大事业作出了无私的卓越的奉献遥 有很多人直接

规划渊实际上只是土地和空间利用规划冤尧经济社

参加或用实际行动支持着环境与发展宏观协调遥

会发展规划尧生态环境保护规划袁却没有旨在实现

他们都是人类走向大协调文明蓝天上的灿烂群

整体全面协调的综合规划袁 以至于各种规划不衔

星袁因其美而能永恒遥

接尧不协调袁甚至相互掣肘尧冲撞袁严重影响实现可

但是也有一些浮躁行为亟待纠正与克服遥 例

持续高效益发展遥 未来 5 年及 10 年袁全球环境尧气

如袁有些地区把种了几棵树尧简单地退耕还林袁都

候尧资源尧人口尧经济尧社会等方面的不协调问题袁

美誉为生态建设遥 根本不想花精力弄懂什么是生

将超过以往任何年代的严重程度遥 必须运用大协

态钥生态学应该研究什么钥生态经济学应该怎样到

调学编制能统筹解决和预防各种不协调问题的综

位地研究和应用钥 怎样提高生态系统的经济效率

合规划遥 迄今编制规划的方式袁已经很不适应了遥

和经济系统的生态效益钥 只是搞一些花架子工程

城乡总体规划尧生态环境规划尧经济社会规划三张

向上面报政绩遥 有些民间环保组织很少阅读学习

皮的状况袁必须彻底改正遥

环境科学的基本著作和报刊袁 只是打着环保的旗
号到处拉赞助袁 搞一些可有可无的简单项目袁沽

四尧搞好综合规划的宏观协调袁健全领导干部

名钓誉或捞实利遥 发展规划的各自为是袁使综合

责任制袁才能务实可持续发展

规划丧失了协调各行业尧各地区发展的功能遥 城
市的盲目扩大袁不仅给国家及地区造成了许多不
员圆园

什么样的发展才是硬道理呢钥 以人为本的全

研究邓小平理论

务实可持续发展

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才是硬道理遥 这已经逐渐成为

构尧教育结构尧科技结构尧经济结构尧能源支撑能

全党全国的共识遥 我们强调要以人为本袁就要研

力尧环境容量尧劳力资源尧科技资源尧自然资源尧植

究和懂得人的生理学和心理学袁从维护和提高人

被面积尧湿地面积尧耕地面积尧城镇及农村住宅占

民身心健康水平出发袁搞好生态建设尧环境保护尧

用面积尧森林面积尧气候影响因子等各方面相互

地理建设尧气候建设尧文化建设尧政治建设尧社会

协调的数量逻辑和关联系数袁 建立前馈模型袁应

建设袁树立正气尧健全人格尧理顺社会利益机制尧

用大数据技术和云计算等现代科技手段袁在全面

维护社会公正和秩序尧 营造民心舒畅的发展氛

计算的基础上统筹规划可持续尧 全效益发展袁并

围袁使人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得以合谐袁理性

要建立宏观调控的系统化综合指标袁使各种规划

和爱心得以统一袁使人民能够幸福地生活尧理性

在同整体协调中实施遥 还要研究同国际综合情况

地发展遥 要把这种实在的以人为本袁在经济发展尧

及发展背景协调遥

咱员圆暂

政治方式尧企业管理尧医院管理尧交通管理尧社会

要研究并自觉符合全球环境与发展宏观协

协作等等中体现出来袁也要在产品和工艺技术设

调的要求遥 历史已经证明并将会继续证明袁符合

计中体现出来遥 社会主义国家出口的产品和技

全球宏观协调要求和人类进步方向的国家袁能得

术袁要有把人的健康和安全放在首位而受到广泛

到最好的有效发展曰只有最符合全球可持续发展

欢迎和赞誉遥

宏观协调要求的国家袁才能得到最好的可持续发

要实行全面协调袁 就必须应用大协调学认真

展遥 在人类从同自然对立向同自然和谐的大转折

调查研究经济尧社会尧人口尧生态尧资源尧环境各方

中袁人类的生活方式尧生产方式尧政治方式尧经济

面的情况袁在周全的统计和运算的基础上袁引导各

运作方式尧消费结构尧产品结构尧科技结构等各方

方面相互协调尧各行业发展相互适度尧各环节各部

面都面临彻底更新遥 哪个国家的综合发展能最符

门相互配合袁提高整体效率和宏观效益袁实现可持

合全球环境与发展宏观协调的要求袁就必然能走

续发展遥 邓小平在布置工作时经常强调要有大局

在全球可持续发展的前列遥

观和大局意识袁野要提倡顾全大局遥 有些事从局部

由可持续发展综合规划宏观协调的基本要

看可行袁 从大局看不可行曰 有些事从局部看不可

领可以看出袁编制发展规划必须有相关的文理工

行袁从大局看可行遥归根到底要顾全大局冶 遥也就
咱员员暂

各门学科参加袁决不能只有经济学家参加袁决不能

是说袁各行业尧各部门都要从大局要求自己袁使自

片面追求经济指标遥 一门学科就是一盏灯袁它在照

己微观的努力符合宏观协调要求的方向遥 例如人

亮事物一面的同时袁也会产生一面阴影遥 必须把各

口目标袁要计算经济结构及发展对劳动力的需求尧

门相关学科都找全并且用大协调学调适各自的角

劳动人口和赡养人口的平衡袁 还要计算普遍生活

度袁才能获得无影灯的效果袁才能周全地编制出宏

方式及其提高袁同资源承载力尧环境容量尧生态负

观协调的综合发展规划遥 主持研究编制综合发展

荷等方面袁才能从整体效益上确定适度人口遥 趋向

规划的人袁 必须有足够宽的知识面和大协调思维

适度人口的努力袁降低也是提高整体效益袁背离适

能力袁 必须作风民主能够容纳并主动衔接不同学

度人口的目标袁增长也是损失遥 在周全地交叉计算

科的见解和知识遥 如果找不到对大协调学有多年

的基础上袁才能交叉协调到位遥 我们预防灾难的策

研究和学习的人袁至少应该找文理兼通的务实能

略必须有足够的提前量遥 要在统筹发展综合规划

力强的人主持遥 绝对不能随意任命遥

中抓住抓好宏观协调的基本要领遥

古代曾有把叶吕氏春秋曳贴在墙上袁对能改一

能否有效预防各种不协调问题袁是检测综合

字者奖黄金一两的事例遥 我们现在为了真正能可

规划成败的客观标准遥 没有计算就没有科学袁就

持续发展袁为什么不能在综合规划实施前先公布

难以科学地编制综合规划遥 要研究人口结构及其

让大家挑毛病呢钥 为什么一定要在实施后造成了

生活方式发展变化尧生态负荷尧科技进步尧生产方

巨大损失再讨论修改呢钥 必须从大局出发制定足

式变化趋势尧各种自然资源耗费趋势尧各种污染

够严格并要严格执行的责任制袁使没有足够能力

源分布及变化趋势尧消费结构尧产业结构尧就业结

的人不敢谋求主持规划遥 既要对挑出真正毛病的
员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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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给予奖励袁也要对编制出毛病太多尧偏差太大
的规划的人给予重罚遥 因为他耽误了宝贵的规划
时间遥 还应该有两套或三套规划袁 相互竞争尧辩
论尧优选尧补充完善遥 要组织各门学科尧各行业都
可以参加的公开论证会遥 在此基础上袁还要应用
大协调学衔接各门相关学科对规划草案进行严
格周全的评审袁提出修改意见遥 几经反复修改和
论证袁直到万无一失完全通过袁才能正式颁布实
施遥 不敢公开欢迎挑毛病的或经不起挑剔的规
划袁就不准实施遥 总之袁全面协调到位是规划的质
量袁要对国家长远发展负责遥
发展目标必须周全渊这是硬性规定袁不准片
面冤袁 各项指标必须相互协调袁 不能是分散的拼
盘遥 效率和力度要适宜袁既不要太高没人能完成袁
也不能太低造成拖拉遥 要从整体宏观协调的要求
制订各行业的发展规划袁而不能反过来袁让各部
门报规划然后砍砍补补弄成个拼盘遥 我在 1984
年发表的论文中提出的野综合发展规划大协调原
则渊27 项冤冶 咱员猿暂袁至今仍然是大协调学最完整的系
统原则遥 可按照这些经济社会与生态环境交叉协
调的原则要求袁根据当地各方面实际情况袁制订
出各部门尧各行业同整体协调的工作目标和切实
可行的系统化的各项指标要求遥
有了宏观协调的综合发展规划袁还得要有落
实和执行规划的责任制遥 否则袁再好再实的规划
也会成为空话遥 就一个地区的领导班子来说袁一
把手要负责规划整体的落实和全局的综合调适袁
各分管干部要负责本职分管方面的落实和同整
体的协调遥 还要把总体目标分解到各层次尧各部
门落实到位袁 并要在执行中及时同整体调适袁共
同维护和提高整体效率和宏观效益遥
科学地健全并严格执行各级领导干部责任
制袁才可以带动对各部门尧各行业建立全面严格
的工作责任制遥 咱员源暂每个单位的工作总成绩都要同
该单位管理者的名利紧密挂钩袁每个工作都要有
全面严格的责任制袁每个工作者都只能靠尽职工
作得到收益袁任何人只要努力搞好工作就能增加
收益袁不能以牺牲工作成效利用职权谋私袁社会
正气才能树起来袁才能从根本上杜绝行贿受贿等
腐败行为袁才能带动各项工作健康发展遥 咱员缘暂
有了科学的全面的工作责任制袁才能搞好综
合规划尧宏观协调和全面深化改革袁实现可持续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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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效益发展遥 这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工作袁其
质量关系改革开放大业的成败和能否健全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健康运作机制遥 我们相信袁在务实
求真的邓小平理论指导下袁我们一定能搞好全面
深化改革袁把各项改革引向深入和配套袁搞好综
合规划宏观协调和周全落实袁把我们的国家建成
整体效率高尧宏观效益大尧可持续发展的美丽的
社会主义祖国遥 咱员远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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