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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名照提示十八大四熱詞蔡名照提示十八大四熱詞

改革黨章反腐選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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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的十八大將貫穿改革開放精神
，對未來一個時期改革開放的目標、任
務將作出全面部署。」中共十八大新聞
發言人蔡名照今日的一席話，有力地回
應了關於 「中國將勇往直前還是折返後
退」的外界疑慮。與長期縈繞在民間的
對於改革開放的殷切期許相呼應，這一
鄭重宣示，恰是一個負責任的執政黨交
出的一份順民意慰民心的改革「信約」。

改革開放30多年來，中國在經歷華
麗轉身的同時，也遭遇到 「成長的煩惱
」，中國社會走到一個矛盾凸顯的時期
。人們在實踐中日益感受到改革的內在
結構存在明顯的不匹配、不平衡，當中
社會改革、政治改革的短板效應尤為突
出。不改革，既得利益集團不會主動讓
出利益；不改革，許多積累的問題和矛
盾會不斷激發，累積的戾氣和怨氣在突
破臨界點後恐怕會帶來社會危機。種種
現象表明，中國改革的使命任重道遠，
需要只爭朝夕有力推進。正因為如此，
隨着十八大召開日期的臨近，民間關於
進一步推進改革開放的呼聲日盛，改不
改，怎麼改，人們期待在十八大這一決定
中國未來走向的重要會議上得到回答。

而今，在與危機的賽跑中改革，我
們聽到了重申強調改革信念的有力回應
。從中可看出，執政黨並未躺在過去的
功勞簿上，安於現狀、止步不前，而是
喚起了改革攻堅的巨大勇氣，決心奮力
攻克重點領域和關鍵環節的難關險隘。

不過，如果說30年前的改革，靠的
是 「沒規矩」和 「破規矩」，只需衝破
僵化思維，大膽試，大膽闖。那麼，今
天面臨的發展和改革局面顯然要複雜得

多，必須通盤考慮、總體設計、精細化操作。這需
要壯士斷腕的勇氣，更需要高超的政治智慧。

這一點，中共高層顯然也有了清醒意識，特別
強調 「在今後的改革中，將更加注重頂層設計、系
統配套和以人為本」。這意味着，十八大會議上，
將對未來改革進行整體謀劃，抓住牽一髮而動全身
的關鍵問題，綱舉目張，為解決其他矛盾鋪平道路
。而從 「摸着石頭過河」的探索，步入對改革進行
全方位制度設計的時代，預示着中國改革事業已經
進入了新的征程。

歷史呼喚執政者的勇氣和擔當。拋卻觀念中的
磕磕絆絆，開啟改革的新征途，此其時也。如果說
，過往的行程還可以停留在 「不怕慢，就怕站」的
思路，那麼在決定中國命運的關鍵時刻，則容不
得絲毫的停頓和遲緩。我們期待着，在牽繫中
國命運的歷史關頭，肩負重任的中共黨代
表們，能夠吸納民意，凝聚共識，把
改革創新精神貫徹到治國理政各個環
節。

北京觀察北京觀察

首場新聞發布會的舉行，標誌着中
共十八大新聞大戰正式打響。對比十六
大、十七大的首場發布會，變與不變之
間，折射出中共、中國乃至世界的大變
化。

所謂 「不變」，連續三次黨代會的
發布會，中外記者都圍繞政治體制改革
、反腐、黨內民主等問題向發言人發問
，對於中共這個世界上黨員人數最多、
規模最大的政黨，記者們保持了持續的
關注熱度。

更多的 「變」令人眼前一亮。最突
出的一大變化無疑是參會媒體數量劇增
。以往的首場發布會，很多媒體往往能
領到四五張請柬，今年每家媒體只有一
張。新聞中心的工作人員坦言 「人太多
了」。境外記者數量由十六大時不足700
人、十七大時 1146 人，增加到十八大的
1704人。

另一變化是，大會為記者們提供的
產品比以往更豐富。首場發布會共安排
了 9 次提問，創下歷史新高，十六大、
十七大時分別為5次和7次。並且9次中
有 5 次機會安排給境外記者，涵蓋港、
台、美、俄、新加坡。記者們的提問也
突破了以往以中共黨務為主的做法，首

次涉及經濟、外交、兩岸、收入分配改
革等話題。中國經濟走向如何？中方對
美國大選的反應？新一屆領導人對於兩
岸會不會有更務實的作為？都紛紛拋向
發言人蔡名照。

這些變化最直觀地顯示出外界對中
國的關注，對了解中共、中國的強烈渴
望。在過去十年間，中國成為世界第二
大經濟體，尤其經歷了經濟危機的洗禮
之後，一枝獨秀的中國成為世界經濟復
蘇的重要引擎，中國在國際事務中的話
語權越來越大，在世界政治經濟舞台上
的角色越來越吃重。美國 CNBC 電視台
網站的文章就明確指出： 「一些觀察家
稱，中國十年一次的政治過渡比美國大
選還重要。這說明，作為一個逐漸成長
起來的經濟強國，中國國內的政治策略
決定了其經濟政策，從而對全球產生影
響。」

大會為記者們提供的周到服務，也
體現出中共公開自信的政治胸襟和國際
形象，越來越有底氣地向外界開放。蔡
名照有關 「努力推進中美合作夥伴關係
建設」、 「中國經濟長期向好的趨勢沒
有改變」等表態，也向外界宣示了一個
大黨、一個大國致力和平、勇擔責任、
積極參與建設和諧世界的決心，同時也
提升了世界經濟發展的信心。

（本報北京七日電）

受大會委託，中共十八大新聞發言人蔡名照今日就大會準備情況
和會議議程等作介紹，並回答中外記者的提問。

蔡名照首先介紹了中共十八大預備會和主席團會的有關情況。預
備會通過習近平為大會秘書長，並確定了大會的主要議程。預備會議
後召開了代表資格審查委員會會議和主席團第一次會議。主席團第一
次會議通過了大會的具體日程，推舉產生了大會主席團常務委員會。
大會成立秘書處，負責大會各項會務工作。

看點一：部署未來改革保障民生
議程：聽取和審議十七屆中央委員會的報告
歷次黨代會都會從戰略全局上對改革發展作出規劃和部署。中共

十八大前，從媒體到民間，體制內外都頻頻發聲，新的改革共識正逐
漸形成。7月23日省部級主要領導幹部專題研討班開班式上，胡錦濤
作出重要宣示，要 「不為任何風險所懼、不為任何干擾所惑」， 「必
須毫不動搖推進改革開放，永不僵化、永不停滯」。

政治體制改革決定中國民眾的民主權利。蔡名照說，政治體制改
革必須從中國國情出發，毫不動搖地走黨和人民在長期實踐中開闢出
來的正確道路，不為任何風險所懼，不為任何干擾所惑。

政改的方向是堅持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發展道路，堅持中國
共產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依法治國的有機統一。堅持和完善人
民代表大會制度，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民族
區域自治制度和基層群眾自治制度。從各層次、各領域擴大公民的有
序政治參與，擴大社會主義民主，加快推進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建設。

經濟和社會改革影響未來民眾的生活福祉。十八大前多個網絡調
查中，收入分配、醫療、教育、住房、社會保障等民生議題的關心居
高不下。蔡名照說，十八大將按照民生優先、富民惠民的政策取向，
對保障和改善民生作出全面部署。

對於備受矚目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蔡名照稱已經形成了深化改
革的基本思路，總體方案正在研究制定。同時要加快基本公共服務體
系建設，在學有所教、勞有所得、病有所醫、老有所養、住有所居等
方面持續取得進展，使改革發展的成果更多地、更公平地惠及全體人
民。

看點二：科學發展觀將有新闡述
議程：審議並通過《中國共產黨章程（修正案）》
中共十七大上，以人為本、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的科學發展觀，

作為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指導方針，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必須
堅持和貫徹的重大戰略思想被寫入黨章。外界預計，十八大黨章修改
的主要變化仍將出現在總綱部分。

在介紹黨章修改問題時，蔡名照稱， 「十八大將對科學發展觀作
出新的闡述，對深入學習和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提出新的要求」。會
將十八大報告確立的重大理論觀點和重大戰略思想寫入黨章，同時
「保持黨章總體穩定，只修改那些必須改的、在黨內已經形成共識的

內容」。
他強調，修改後的黨章將充分體現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最新成果，

充分體現十七大以來中共中央提出的一系列重大戰略思想，充分體現
黨的工作和黨的建設的新鮮經驗，以適應新形勢新任務對黨的工作和
黨的建設提出的新要求。

看點三：制度反腐完善黨內民主
議程：審議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的工作報告
「對薄熙來、劉志軍等人問題的查處就充分表明了我們黨加強黨

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鬥爭的堅強決心和鮮明態度。」蔡名照說。中國
正處在社會轉型期，一些領域腐敗現象易發、多發，懲治和預防腐敗
工作是中共面臨的一項長期、複雜、艱巨的任務。

中共十八大要對反腐倡廉工作作出全面部署。中央紀委正制定建
立健全懲治和預防腐敗工作體系2013-2017年的工作規劃，進一步完
善黨內反腐倡廉的教育、預防、監督、懲治的制度體系。蔡名照說，
要從體制機制上加強對各級幹部的監督，切實讓權力在陽光下運行。

中共當前所處歷史方位和執政條件、黨員隊伍組成結構都發生了
重大變化，來自外部的風險前所未有，黨內民主建設需要與時俱進，
不斷完善。蔡名照說，要按照黨章規定，在黨內生活中實現黨員人人
平等，共同參與討論、決定和管理黨內事務，堅持民主和集中相結合。

看點四：新中央領導集體將亮相
議程：選舉新一屆中央委員會和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
中共十八大後，新的中央領導集體將產生。未來十年，中國經濟

總量有望重回世界第一，同時內地各項改革進入 「深水區」，如何破
除體制機制障礙阻力，需要決策層有更大的決心和智慧。這個領導中
國、影響世界的精英群體世所矚目。

十八大將差額選舉中央委員和中央候補委員，由十八大當選代表
和特邀代表按大會通過的選舉辦法無記名投票選舉產生。十八大閉幕
後，將召開十八屆一中全會和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第一次全體會議，
選舉產生新一屆中央領導機構和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領導機構。

【本報訊】據中新社北京七日消息：中央政府駐港聯
絡辦副主任李剛7日接受媒體採訪時表示，每次黨代會，
中共人事肯定會有變化，但中央政府堅持 「一國兩制」、
「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方針都不會改變。只要堅持
「一國兩制」，香港明天就一定會更好。

有香港記者追問說，十八大後，中央對香港的政策是
否會有微調，主管香港事務的中央領導人是否會變化。

對此李剛表示，會還沒開，所以不清楚中央對港政策
是否會做出微調。他還沒有收到任何主管香港事務的中央
領導人會有變化的消息。

▲李剛7日在人民大會堂門口被媒體團團圍住 中新社

李剛：中央對港政策不變

從發布會提問看變遷
本報記者 馬浩亮

特稿特稿

▲蔡名照7日走上北京人民大會堂金色大廳主席台，向中外記者介紹中共十八大準備
工作情況和大會議程 中新社

▲參加中共十八大首場新聞發布會的中外媒體記者數量較十七大劇增，達到
1704人 新華社

中共十八大今日舉行首場新聞發布會，大會發言人
蔡名照就外界的關注逐一作答，從問答中不難梳理出，
「改革」 、 「黨章」 、 「反腐」 、 「選舉」 是此次大會
的四個重要看點。

【本報記者賈磊北京七日電】

于廣洲、萬里、習近平、馬馼（女）、馬凱
、馬飈（壯族）、馬興瑞、王剛、王俠（女）、
王珉、王勇、王晨、王毅、王三運、王萬賓、王
玉普、王正偉（回族）、王東明、王樂泉、王光
亞、王偉光、王兆國、王志剛、王岐山、王滬寧
、王宜林、王建偉、王勝俊、王洪章、王曉初、

王家瑞、支樹平、尤權、車俊、烏雲其木格（女，蒙古族
）、尹蔚民、巴特爾（蒙古族）、鄧樸方、鄧前堆（怒族
）、盧展工、田修思、白潔（女）、白立忱（回族）、白
瑪赤林（藏族）、白志健、白春禮（滿族）、令計劃、司
馬義．鐵力瓦爾地（維吾爾族）、吉炳軒、回良玉（回族
）、朱小丹、朱之鑫、朱善璐、朱福熙、朱鎔基、廷．巴
特爾（蒙古族）、喬石、華建敏、全哲洙（朝鮮族）、莊
仕華、劉淇、劉鵬、劉雲山、劉亞洲、劉延東（女）、劉

奇葆、劉曉江、劉家義、劉福連、江澤民、許達哲、許其
亮、許耀元、孫勤、孫懷山、孫春蘭（女）、孫政才、孫
思敬、孫家正、蘇榮、蘇毅然、杜青林、杜恒岩、李偉、
李鵬、李長才、李長春、李從軍、李東生、李立國、李兆
焯（壯族）、李克強、李嵐清、李金華、李建華、李建國
、李海峰（女）、李繼耐、李鴻忠、李景田（滿族）、李
瑞環、李源潮、楊晶（蒙古族）、楊傳堂、楊棟樑、楊潔
篪、楊煥寧、肖鋼、肖捷、吳邦國、吳官正、吳勝利、吳
愛英（女）、吳新雄、何勇、何祥美、何毅亭、冷溶、汪
洋、汪永清、沈躍躍（女）、沈德詠、宋平、宋大涵、宋
秀岩（女）、張平、張陽、張茅、張勇、張毅、張又俠、
張慶黎、張國清、張寶順、張春賢、張研農、張高麗、張
海陽、張海迪（女）、張瑞敏、張裔炯、張德江、陸昊、
阿不來提．阿不都熱西提（維吾爾族）、陳元、陳希、陳

雷、陳至立（女）、陳全國、陳宜瑜、陳奎元、陳炳德、
陳德銘、努爾．白克力（維吾爾族）、苗圩、范長龍、林
軍、林左鳴、歐陽淞、尚福林、羅幹、羅志軍、羅保銘、
周濟、周強、周小川、周本順、周生賢、周永康、周伯華
、鄭萬通、房峰輝、孟學農、孟建柱、項俊波、趙實（女
）、趙樂際、趙克石、趙克志、趙宏博、趙洪祝、趙憲庚
、胡問鳴、胡和平、胡澤君（女）、胡春華、胡錦濤、柳
斌傑、俞正聲、姜偉新、姜異康、姜建清、賀國強、秦光
榮、袁純清、袁貴仁、耿惠昌、聶衛國、栗戰書、賈東亮
、賈慶林、錢運錄、鐵凝（女）、徐才厚、徐樂江、徐建
一、徐紹史、郭聲琨、郭伯雄、郭明義、郭金龍、郭樹清
、黃興國、黃奇帆、曹建明、盛光祖、常萬全、鄂竟平、
梁光烈、梁國揚、尉健行、彭清華、蔣潔敏、蔣超良、韓
正、韓長賦、焦若愚、曾慶紅、溫家寶、謝伏瞻、謝旭人
、強衛、樓繼偉、路甬祥、靖志遠、褚益民、蔡武、蔡英
挺、蔡赴朝、雒樹剛、廖暉、廖錫龍、熊群力、薛瑩（女
）、戴秉國（土家族）、戴相龍、魏亮（按姓氏筆畫為
序） 【新華社北京七日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