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純潔性關係執政黨生死存亡 馬浩亮 中紀委加力查辦八類案
【本報訊】據中新社北京十日消息：中

共第十七屆中央紀委第七次全體會議 10 日
在北京閉幕。

全會要求，繼續加大查辦案件工作力度
，嚴肅查辦發生在領導機關和領導幹部中貪
污賄賂、失職瀆職的案件，嚴重損害群眾經
濟權益、政治權益、人身權利的案件；嚴肅
查辦發生在工程建設、房地產開發、土地管
理和礦產資源開發等領域的案件，國有企業
和金融機構中內幕交易、關聯交易、利益輸

送的案件；嚴肅查辦違反政治紀律和組織人
事紀律的案件，司法領域貪贓枉法、徇私舞
弊的案件，為黑惡勢力充當 「保護傘」的案
件；嚴肅查辦商業賄賂案件，加大對行賄行
為的懲處力度。

全會提出對地方各級領導幹部換屆進行
監督檢查，要求嚴格執行組織人事工作紀律
特別是換屆紀律，堅決整治跑官要官、買官
賣官、拉票賄選和換屆前突擊提拔幹部等問
題，加強對地方各級領導班子換屆、擬提拔
幹部的廉政考察，加強對幹部選拔任用全過
程的監督。

全會要求，認真執行領導幹部報告個人
有關事項等兩項制度，繼續整治領導幹部違
規收受禮金、有價證券、支付憑證、商業預
付卡以及違規建房或多佔住房、買賣和出租
保障性住房等問題。

全會指出，深化公務車問題專項治理，
減少公務用車總量，加強日常監管，積極穩
妥推進公務用車制度改革。進一步加大專項
治理力度，深入推進工程建設領域突出問題
專項治理，堅決遏制工程建設領域腐敗行為
易發多發勢頭；深化慶典、研討會、論壇過
多過濫問題專項治理，將規範博覽會、體育
運動會舉辦活動納入專項治理工作範圍。

中共中央總書記胡錦濤在中紀委七
次全會上的講話中，用了大篇幅講到中
共 「純潔性」的問題。他將純潔性與鞏
固執政基礎聯繫起來，告誡全黨必須大
力保持黨員幹部思想純潔、隊伍純潔、
作風純潔、清正廉潔。

「政治癌症」 必需根治
黨建專家、國家行政學院教授徐鴻

武指出，中共幾代領導人都曾講過要保
持黨的純潔性，防止腐敗思想侵蝕黨的
肌體。以蘇聯、東歐等國的政權和政黨
為例，都是源於內部出了問題，原因就
在於失去了純潔性，腐敗橫行，思想混
亂，最終自我毀滅。鄧小平 1992 年南巡
講話也說過 「中國要出問題，還是出在
共產黨內部。」中央也曾明確提出，
「必須居安思危，增強憂患意識，深刻

汲取世界上一些執政黨興衰成敗的經驗
教訓。」

但此次胡錦濤強調加強執政黨的純
潔性問題，有着更深刻的現實背景。中
國經歷了三十多年改革發展，經濟總量
快速積累，國力空前增強，一些幹部孳
生驕縱享樂情緒，腐敗現象增加，表現
形式更為多樣。同時，社會轉型過程中
利益格局的多元化，也給執政黨的黨員
隊伍和思想意識帶來複雜影響。若魚龍
混雜，泥沙俱下，思想意識混亂，執政
黨內部不團結、不穩固，就無法肩負起
治國理政的重任。因此，從嚴治黨，保
持執政黨的純潔性，就顯得非常必要。

徐鴻武指出，腐敗是 「政治癌症」
，破壞黨群關係，影響黨的威信，是對
純潔性的最大挑戰和破壞因素。當今引
發社會動亂的原因有兩條，一是民生得
不到改善與解決，二就是政治腐敗。這
幾年，建築工程、國土資源、交通、組
織人事、司法，甚至教育、醫療衛生、
社保部門都成為腐敗重災區。其中一個
重要因素是體制機制不夠健全，存在弊

端與缺陷，監督跟不上。除進一步堵塞
制度漏洞外，更重要是加強執行，令行
禁止，避免出台的規章制度流於形式。

去年開除3.2萬人黨籍
胡錦濤在講話中提出，要 「建立健

全黨員黨性定期分析制度」。有專家對
此指出，2007 年中共十七大提出 「黨員
黨性定期分析制度」，這項制度是加強
黨員日常教育的一項舉措。主要內容是
在黨組織內部圍繞黨員的政治立場、宗
旨意識、執行組織紀律的情況等進行評
議討論。此舉有助於推動黨員改進作風
，提升政治素質，從而保持黨員幹部隊
伍純潔。

為了強化純潔性，中共近些年從入
口、出口兩方面同時着手。在入黨方
面，加強把關，防止投機取巧、動機
不純者進入共產黨隊伍。另一方面
，對於不合格者堅決清退。中組
部副部長王秦豐此前透露，2010
年出黨人數為3.2萬，大部分
屬於被開除黨籍。

有媒體今日請薄熙來介紹養生秘籍
，他斑白的兩鬢，偶爾戴上的老花眼鏡
，顯示時光的年輪，在他俊朗的外表下
，已留下歲月的痕跡。

記者拿起 2007 年 11 月 29 日一張大
公報走向他。當天的頭條新聞是《薄熙
來告別商務部今赴渝》，看到相關圖片
，薄熙來有些興奮繼而感慨： 「真是時
光飛逝，歲月如梭。」五年來，重慶啟
動了一項項敢為天下先的試驗，交出一
張張探索的成績單，但也因他個性鮮明
受到一些非議。他立足政壇的根本事實
：一步一腳印地走，卻始終未改。

唱紅打黑、民生共富、五個重慶，
重慶的執政思路清晰而堅定。薄熙來對

此的解釋是，按照中央的要求，看準的
事情要下決心堅定不移去做，任何事情
都不會是大家高度一致的，都會有爭議
，往往是越有價值的事情卻越有爭議。
如果面對爭議大家都躲開，正義、正氣
就會受到影響。

「我不擔心被扣 『左』的帽子。
『左』的高峰是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

命我12年在最基層，被關了幾年，以後
又在工廠裡待過幾年，對 『左』的認識
，心裡清清楚楚。面對爭議，就是要敢
於堅持真理，而堅持真理又必須旗幟鮮
明。如果當領導的不敢站出來，你下面
的人會站出來嗎？當領導要敢於承擔責
任，如果有什麼錯誤，我們要擔得起這

個責任。」
關於外界津津樂道的 「熙奇組合」

，薄熙來讚揚他的拍檔： 「你提到我和
黃市長的組合，我們市政府非常務實，
非常有創意。我和奇帆真是能夠說到一
塊兒去。比如公租房的建設重慶在全國
是領先的，但一下蓋了4000萬平方米，
這完全是奇帆的計劃，我對目前效果感
到非常滿意。」

有記者問及薄熙來十八大的去向，
他說： 「我就是走到哪裡就想哪裡的事
，什麼時候就想什麼時候的事，只悶頭
幹好現在的工作，重慶還有很多事情要
做，半年以後要發生的事用不着去想它
。」 【本報重慶十日電】

特特稿 薄熙來感慨時光飛逝 本報記者 孫 志

鄧公共富理念
薄熙來：關道義薄熙來：關道義 促發展促發展

重慶實踐樣本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今日

在會見 「知名媒體看重慶」 採訪團時指出，共富不
僅是執政的道義問題，同時也是經濟發展的問題
。收入差距應保持在合理範圍內，否則會破壞生
產力。 「縮差共富」 本質是提升整個社會消費水
平，使投資、出口、消費三架馬車卯足勁拉動經
濟，惟有如此，中國的發展才能持續。

【本報記者孫志、冀萍重慶十日電】

地處西南一隅的山城重慶，在全國率
先提出共富理念。以分好蛋糕促做大蛋糕
，令多項經濟指標領跑全國，2011年GDP
增長 16.5%，位居全國首位，西部地區增
長極強勢崛起。

「今年是鄧小平南巡講話二十周年，
鄧公在南巡講話中完整闡釋共富理念。請
教薄書記共富理念對於重慶GDP增長稱冠
全國的作用，及對未來發展的意義？」大
公報上述提問，令薄熙來神情凝重，他仔
細用筆記錄。

縮差共富提振消費
薄熙來深情地說： 「你提到小平的講

話，大家對他老人家都很有感情。光陰似
箭，歲月如梭，讓我回憶起在大連，金縣
工作的情景，那時還是小伙子，幾十年過
去，現在是年過花甲、老驥伏櫪。鄧公的
一些講話總讓我想起過去的一些事情。」

談及共富對於發展的價值，薄熙來指
出，過去在改革開放之初，不搞平均主義
，一定要打破大鍋飯，鼓勵一部分人先富
，促進了生產的積極性，發展的積極性。
但這個概念延伸的時間太長了，貧富差距
過大的負面效應，沒有及時關注和糾正。
此一時彼一時。有一些地方，貧富差距拉
得就偏大，差距過大會破壞生產力。

「從哲學上講，任何事情都有一個度
，這個差距需要保持在適度的範圍內，差
距過大也照樣是破壞生產力，所以要縮差
共富。」

不介意非議不懼扣帽
薄熙來強調，共富不僅是執政道義的

問題，其實也是經濟發展的問題。 「縮差
共富」從本質上提升了整個社會消費水平
，使投資出口消費三架大車都卯足勁拉動
經濟發展。 「我認為消費是中國經濟發展

的強大動力，且潛力
巨大，發掘潛力需要
靠中低收入者提高消
費水平收入水平，那
麼中國未來就無可限
量。」

薄熙來指出，縮
差共富是有挑戰的，但重慶通過三四年的
實踐，說明這條路是走得成功的。 「當然
也會有一些給我們戴帽子的，是不是大鍋
飯，是不是搞平均主義，也會有這種看法
，這種問題我們完全不介意，只要把地方
的經濟搞起來就好。老百姓很高興，擁護
政府，同時也為推動整體重慶經濟發展做
出了貢獻。」

在回應如何衡量探索共同富裕初步成
功時，他認為，共富包括兩個概念，一是
共同，二是富裕，共同就是適當的平衡差
距，富裕則是無止境的。在探索過程中，
既要平衡地區差距、收入差距、城鄉差距
，也要把握好避免平均主義、大鍋飯，保
持經濟活力。

民心安方能社會穩
共富的過程就是照顧中低收入者，特

別是無收入的人。重慶的 「共富十二條」
條條如此：照顧低收入群體、大規模建設
公租房、提高最低工資標準，改革戶籍制
度，針對空巢老人、留守兒童出台的一系
列惠民措施。

薄熙來指出，從經濟發展的宏觀思維
來講消費，消費決不僅僅是少數富人的事
，而是整個社會消費水平的體現。所以共
富不僅事關執政道義，也是經濟發展的問
題。縮差共富對於一個地方的可持續發展
至關重要，只有在適度的收入差距之下，
廣大市民才能夠心裡安穩，這其實促進了
社會和諧，降低了維穩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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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賈磊、韓毅重慶十日電】 「GDP是衡量
經濟的主要數據之一。我們不唯GDP，但當然不能不要
GDP。」重慶市長黃奇帆今日在回答媒體提問廣東GDP
達5萬億，卻未在當地 「兩會」上着重提及時指出，廣東
等沿海地區適度放慢GDP增長，不再追求過高速度是合
理的，西部適當加快則是理所當然，也是國家期望的。
重慶打造成為內陸開放高地的戰略目標已基本形成。

雙管齊下做大經濟蛋糕
「中央賦予重慶增長極功能，重慶是西部開發的領

頭羊，又是國家級中心城市，我不認為重慶GDP增長全
國第一是問題。結構調整不唯GDP有理，西部開發爭取
GDP領先也大有道理。」黃奇帆說，兩種情況都是科學
發展觀的體現。

2011 年重慶工業增長、進出口、外商投資增長等表
現全國第一。黃奇帆強調，重慶經濟增長是全方位的，
GDP做大了不等於幸福，重慶開放的資源為全世界所用
，可以超常規做大蛋糕，還通過改革調整農民工戶籍等
生產關係中不合理的部分，做大和切好蛋糕雙管齊下。

他以戶籍制度改革為例， 「322萬農民工轉戶，有些
專家沒到過重慶就評論一通，我就當風吹過、霧飄過。
」黃奇帆稱，重慶並非輕率行事，而是從同等市民待遇
、城市承載能力、轉戶成本、就業、遺留土地財產等五
方面做好了頂層設計，是在農民工自願情況下轉戶，解
決的是成熟工人的落戶問題。

黃奇帆表示，重慶打造內陸開放高地的核心標誌是
口岸高地的建設。去年貨運量達9.3億噸，外地經渝轉口
的貨運量佔重慶通關量的 32%。目前， 「渝新歐」國際
貿易大通道的常態化運行，打通了中國通向歐洲的戰略
通道，使物流成本降低 18%；重慶國際航空貨運從無到
有，創中西部國際出口貨量增幅、貨運航空公司數量、
國際貨運航線數量、國際貨運航班頻率四項第一。

重慶房產稅試點已近一年，倍受外界關注，目前該
市房產稅繳稅率為97%，只有3%戶主沒有繳納，基本達
到效果。黃奇帆說，今年重慶是全國所有大城市中唯一
沒有搞限購的地區，因為有了房產稅的遏制，重慶在按
揭貸款比例、土地價格、生產量供求平衡中調控得當，
令重慶房價在全國37個省會級城市中最低。

窗口公司將在港掛牌
對於重慶在港開設窗口公司的計劃，黃奇帆對大公報表示還在

醞釀，已於去年下半年開始組建機構，今年一定會掛牌成立。他表
示，該公司將有可能在港上市，公司成立後，既可通過香港市場融
資投入重慶，也可以香港為平台，為重慶的 「海外兵團」融資。就
赴港發行人民幣債券，他表示需考慮市場情況選擇發行的時機。

2012年，地方政府債務將進入償債高峰。黃奇帆指出，重慶市
政府量入為出，對債務問題管理比較合理，至2011年底，重慶債務
餘額（包括區縣債與市政府債）為1800多億，而重慶預算內財政是
1500多億，地方財政收入是2900多億，債務為財政收入的60%左右
，債務餘額約為當地GDP的20%。他強調，重慶是中國31個省市中
，地方債務量與年度財政收入和GDP比值最低的前四位之一。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與重慶市長黃奇帆7日在重慶市政協第三屆委
員會第五次會議開幕前相談甚歡 中新社

▲重慶藥品交易所累計交易量超過 50 億元，藥品採購
價格平均降幅達28% 賈磊攝

重慶朝天門長江與嘉陵重慶朝天門長江與嘉陵
江交匯處江交匯處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在重慶 「打黑風暴」 中落馬的重慶
市司法局原局長、重慶市公安局原副
局長文強的展板，是預防瀆職侵權犯
罪的反面教材 中新社

▲重慶是地方債務量與年度財政收入和 GDP 比值全
國最低的前四位省份之一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