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行政区划与区域发展
促进会成立

� � 在 7 月 1 日举办的“积极应
对人口老龄化战略研讨会” 上，
全国老龄委副主任、 民政部部
长、 全国老龄办主任李立国指
出， 我国从 1999 年迈入人口老
龄型社会以来，人口老龄化进程
不断加快， 到去年底，60 岁以上
老年人口已达 1.85 亿；2050 年前
后，将达到 4.8 亿左右，超过总人
口的三分之一，占届时世界老龄
人口的四分之一，成为世界上人
口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国家之一。

“我国是发展中的人口大国，
人口老龄化速度快、规模大、峰值

高、发展不均衡，更为突出的是，
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人口老龄化与工业化、城镇化、现
代化进程相伴随， 与城乡区域发
展不平衡相重叠， 与经济社会体
制改革、社会利益调整相交互，与
发达国家相比， 我国面临着提高
亿万老年人福利水平和实现国家
可持续发展的双重压力， 应对人
口老龄化的条件更复杂， 任务更
艰巨，时间更紧迫。 ”李立国如此
解释当前我国老龄化形势。

李立国强调，党中央、国务
院一向高度重视人口老龄化问

题，制定了一系列积极应对人口
老龄化战略决策和部署，结合国
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实施，有
效地推进了养老保障和老年服
务设施及老年文化医疗教育事
业和产业发展，较好地实现了老
有所养、老有所医、老有所教、老
有所学、老有所乐、老有所为。 人
口老龄化已成为人类社会面临
的挑战，目前，世界上人口老龄
化的国家和地区，已经增加到几
十个。 面对汹涌而来的人口浪
潮，一些国家和地区及时建立协
调机制，制定综合战略，针对我

国日益凸显的老龄问题，胡锦涛
总书记强调，要制定实施应对人
口老龄化战略和政策体系。

李立国说， 去年国务院颁布
实施了《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十二
五规划》和《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
设十二五规划》，在第三次全国老
龄工作会议上， 中共中央政治局
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全国老龄委
主任回良玉同志明确提出， 要构
筑全方位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国家
战略和行动纲领， 形成适合我国
国情的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战略体
系。 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不仅是

党和国家的重大战略部署， 也已
经成为全社会的共识。 积极应对
人口老龄化，是一项带有全局性、
综合性、系统性的重要社会工程，
需要党政部门、 科研机构和社会
力量广泛参与。

李立国认为，人口老龄化将
对我国发展带来诸多可以预见
的和难以预见的挑战，但挑战之
中也蕴藏着新的发展机遇。 我们
要坚定信心，切实增强责任感和
紧迫感，抓住机遇、迎接挑战，制
定和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
的战略。 （据人民网）

日前，联合国可持续发展
大会中国筹委会代表团团长、
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杜鹰
出席由国务院扶贫办和巴西
社会发展部、联合国开发计划
署、德国发展机构共同在“中
国角”举办的中国减贫专题边
会并致辞。

杜鹰指出，1992 年联合
国环境和发展大会召开以
来， 中国政府将可持续发展
作为国家发展战略， 将缓解
和消除贫困作为可持续发展
的重要任务，不断加大力度，
强化措施，创新机制，改善环
境， 减贫事业取得举世瞩目
的成就。 中国是第一个实现
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使贫困
人口比例减半的国家， 为全
球减贫事业做出了重大贡
献。

杜鹰说，中国在实践中不
断推进扶贫开发的理论创新、
组织创新和制度创新，完善国
家扶贫战略和政策体系，成功
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扶贫开
发道路。

中国坚持政府主导推动
减贫事业。 在扶贫工作每个
重要历史关头， 都召开中央
扶贫开发工作会议， 作出全
面部署。 国家在制定国民经
济和社会发展中长期规划

时， 把扶贫开发作为重要内
容，放在突出位置，并先后制
定了 3 个国家中长期减贫规
划。

中国坚持发展经济带动
贫困人口脱贫致富。 20 年来，
中国成功战胜各种风险和挑
战， 国民经济保持平稳较快
发展。 国民经济快速发展不
仅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使
千百万农民通过转移就业增
加了收入、解决了温饱问题，
还为增加扶贫投入提供了有
力保障。

中国坚持实施区域发展
总体战略促进贫困地区发展。
西部大开发十几年来，中央财
政转移支付的 40%以上都投
入到了西部地区，开工建设了
一大批基础设施。 生态保护、
产业发展、以及改善民生的社
会事业有力地促进了西部地
区的发展形成了“以区域发展
带动扶贫开发，以扶贫开发促
进区域发展的良性互动新格
局”。

中国坚持扶贫式开发方
针， 激发贫困地区内生动力。
通过整村推进、小额信贷等方
式，改善基本生产条件，提高
贫困人口自我组织水平和自
我发展能力。

杜鹰强调， 尽管中国在

缓解和消除贫困、促进可持
续发展做出巨大努力，取得
显著成效，但中国仍然是一
个发展中国家，人均收入水
平还不高，区域、城乡发展
不平衡的问题还相当突出，
制约贫困地区发展的深层
次矛盾依然存在。 扶贫对
象规模仍然很大， 返贫现
象时有发生 ， 特别是集中
连片特殊困难地区发展相
对滞后， 扶贫开发任务仍
然十分艰巨。

2011 年， 中国政府制定
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
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 和面
向未来 10 年的《中国农村扶
贫开发纲要》， 到 2020 年，稳
定实现扶贫对象不愁吃、不
愁穿，保障其义务教育、基本
医疗和住房。 明确将消除贫
困和改善生态环境结合起
来。 国家大幅度提高扶贫标
准， 让扶贫政策惠及更多的
低收入人口；国家划定 14 个
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作为
扶贫攻坚的主战场， 在扶贫
开发的新阶段， 中国将统筹
协调各方面资源， 加大支持
力度， 为彻底改变贫困地区
贫困人口的面貌而做出新的
努力。

（据《中国经济导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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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政部部长李立国：

人口老龄化速度快、规模大、不均衡

中国扶贫开发任务仍然十分艰巨
6 月 30 日上午，中国行政区

划与区域发展促进会在北京人民
大会堂举行成立大会。 民政部部
长李立国出席会议， 民政部副部
长孙绍骋出席会议并讲话。

中国行政区划与区域发展
促进会， 是依法登记的全国性、
专业性、非营利性社会组织。 促
进会的宗旨是：以科学发展观为
指导， 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
度，充分发扬学术民主，立足国
情，推动和促进我国行政区划工
作科学发展，为国家和区域经济
社会协调可持续发展服务。 促进
会的主要任务是：宣传国家行政
区划与区域发展的方针政策，进
行行政区划理论与发展战略研
究， 承担行政区划有关规划、技
术标准论证，开展行政区划调整
论证评估，组织行政区划与区域
发展信息和成果交流。

民政部副部长孙绍骋在讲话
中指出， 中国的行政区划已有
3000 多年的历史，一直是国体和
政体的重要组成部分， 国家行政
管理的基础， 地方政府治理区域
的依据，关系国家长治久安、繁荣
昌盛的大政。当前，我国已进入工
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
际化深入发展的历史阶段， 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经
济体制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不断
深化，科学技术日新月异，信息化
水平不断提高， 城镇化率达

51.27%， 城镇人口首次超过农村
人口，农民工市民化、城市化空间
布局等新形势新任务， 对行政区
划工作提出许多新要求新课题。

孙绍骋表示， 中国行政区划
与区域发展促进会作为行政区划
方面的专业性社会组织， 是政府
职能部门的补充和助手， 是研究
行政区划工作的新载体和新平
台， 必将促进行政区划工作更好
地适应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 希
望中国行政区划与区域发展促进
会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 实事求
是，立足国情，围绕中心，服务大
局， 深入开展行政区划理论与发
展战略研究， 积极探索中国特色
的行政区划体系， 协助政府部门
做好科学论证和风险评估工作，
努力推进国家和区域经济社会科
学发展。他希望，中国行政区划与
区域发展促进会要充分发挥四个
方面的作用：一是认真履职，充分
发挥参谋助手作用； 二是聚智聚
力，充分发挥智囊智库作用；三是
搭建平台， 充分发挥桥梁纽带作
用；四是规范高效，充分发挥引领
示范作用。

孙绍骋要求， 各级民政部门
要积极培育和大力支持为行政区
划工作服务的社会组织， 充分发
挥社会组织的重要作用， 不断提
高行政区划工作的科学化、 民主
化、规范化水平。

（据民政部网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