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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共產黨的全體黨員與其新領導集體必須在這有限的時間內，率領全體人民，不折騰不懈怠、戮力同
心、心無旁騖、目不轉睛地向着 「建成小康社會」 這一宏偉目標前進，才有可能到達勝利的彼岸。用一句不
太恰當地比喻來說，就是我們只能用短跑的速度來完成一次負重越野的長跑，只能用 「只爭朝夕」 的精神來
度過未來八年近三千個日日夜夜！

香港穩中求變添新動力 □崔 寧

胡錦濤總書記在政
治報告中對國際形勢和
中國和平發展道路的闡
述，是改革開放以來中
國外交的一個總結，並
為今後中國的外交政策
指明了方向。

當前國際形勢的一
個新特點，並將對 21
世紀國際格局產生深遠
影響的特點，是發展中
國家的群體崛起。世界
上 190 多個國家和 60 多億人口，財富和權
力的分配是極不均衡的。發達國家，尤其是
那些大的跨國公司積攢了大量財富，而窮國
和貧窮人口的狀況卻長期得不到改善。但從
本世紀初以來情況有了變化，現在不僅中國
在崛起，而且別的新興經濟體的發展也引人
注目；不僅是金磚國家，而且是十一個經濟
體（E11），甚至更多的國家，世界上的財
富和權力的分配正在向着均衡的方向發展。
20年前G7的GDP佔了全球的70%多，而現
在只佔 50%。10 年前金磚國家的 GDP 只佔
全球的15%，而現在達到了25%。新興經濟
體已經成為世界經濟增長的新引擎。正如報
告中所說，這是有利於維護世界和平的力量
，是有利於推動多極化的力量，是有利於維
護國際正義的力量，是有利於推動國際體系
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發展的因素。

提倡 「利益一致」
報告強調了中國人民利益和世界人民利

益的一致性。筆者理解這種一致性可以體現
在這樣幾個方面：第一，和平與發展是世界
各國人民的共同願望，是歷史的潮流，中國
的和平發展是與時代潮流一致的，是與各國
人民願望相脗合的。第二，由於中國人口多
、幅員廣、經濟總量大，所以中國本身的變
化會在世界上產生強烈的輻射作用，會鼓勵
發展中國家，也勢必增強發展中國家在國際
事務中的影響力。第三，中國的發展可以惠
及別國，惠及世界經濟，尤其是鄰國，這一
點已經表現得非常明顯，中國現在是相鄰各
國最大的貿易夥伴，或者次大夥伴，而且勢
頭迅猛，方興未艾。

推動建立長期穩定健康發展的新型大國關係寫進了胡主
席的報告，這具有重要意義。在中國與發達國家的關係中，
人們最關注的莫過於中美關係。三十二年來，中美兩國有磨
合、有競爭、有麻煩，但總體上說，兩國關係是向前發展的
。在過去五年中，兩國關係也大體上保持了穩定，並在一些
方面有所推進。但隨着中國的崛起，中美關係變得越來越像
新興大國與現存大國的關係，而在中美兩國和世界上都有人
認為，這種關係往往導致衝突。今年2月，習近平在訪美期
間提出了兩國構建新型大國關係的問題。在今年5月的第四
次戰略與經濟對話開幕式上，胡錦濤對此進一步加以強調，
現在又在十八大這樣莊嚴的講壇上對全世界加以明示。

新型大國關係
筆者相信，與發達國家發展新型大國關係這一新理念的

提出，不僅為中國與這些國家的關係指明了方向，而且是對
國際關係歷史的新發展，具有重要的理論和實踐意義。

周邊關係直接影響中國的安全環境和經濟環境，是中共
一直都非常注重的。過去我們提出了睦鄰政策，並取得顯著
成效，為小康社會的建設營造了一個有利的周邊環境。近年
來，由於中國與一些鄰國的領土、領海和海洋權益的紛爭，
在中國和國外都有人懷疑，中國是不是還堅持睦鄰政策。報
告明確地回答了這個問題，指出，我們將與鄰為善、以鄰為
伴，鞏固睦鄰友好，深化互利合作。自然，那些分歧確實存
在，中國在維護主權和領土完整方面是堅定不移的。但那些
紛爭不是中國與鄰國關係的全部，甚至不是中國與有爭議國
家關係的全部。要處理好維護主權和發展睦鄰關係兩者之間
的關係不容易，但我們必須學會這樣做，這是在中國崛起過
程中難以避免的事情。

維護海外權益
十八大的報告清醒、自信、堅定，既有理論高度，又貼

近實際。比如，要維護我國海外權益是過去未曾提出過的，
這是隨着中國利益的拓展而新提出來的。接下來，隨着中國
經濟越來越融入世界經濟，我國的海外利益越來越重要，領
事保護成為我國外交工作的一個重要方面。實際上在過去數
年中我國在這方面都花費了巨大的精力，也取得了令人矚目
的成果，成為我國外交的一個新的重要領域。

胡錦濤總書記報告謀的是中國的發展，想的是世界人民
的利益。中國的和平發展將繼續下去，中國也必將為全人類
的共同事業──和平與發展作出更大的貢獻。這大概也是國
際上普遍關注十八大的原因。

作者為社科院榮譽學部委員

戮力同心 小康在望
□秦曉鷹

八年的時間，對一個人來
說，是一段不算短的時光。呱
呱墜地的嬰兒會變成背起書包
的學童；風華正茂的青年會邁
入事業有成的中年；如今已是
而立之年的人們則會在流逝的
歲月催促下雙鬢添霜，初迎人
生金色的秋天…但是，八年，
對一個正在實行巨大變革、經
歷着歷史性轉折的國家發展進
程來說，對於奮力爭先努力躋

身於世界優秀民族之林的中國來說，又實在是太緊
迫、太短暫了。

任務艱巨時間緊迫
剛剛閉幕的中共十八大，把中國執政黨在

2020 年將要實現的國家發展目標確定為全面建成
小康社會，這是一個何其艱巨又何其緊迫的偉大任
務！說它艱巨，是因為這個目標包含了過於浩繁又
過於複雜的內容；說它緊迫，是因為所有可以預見
和不可預見的攻堅克難，都必須在這極為有限的八
年時間內完成。中國共產黨的全體黨員和它的新領
導集體必須在這有限的時間內，率領全體人民，不
折騰不懈怠、戮力同心、心無旁騖、目不轉睛地向
着 「建成小康社會」這一宏偉目標前進，才有可能
到達勝利的彼岸。用一句不太恰當地比喻來說，就
是我們只能用短跑的速度來完成一次負重越野的長
跑，只能用 「只爭朝夕」的精神來度過未來八年近
三千個日日夜夜！奧林匹克運動會有一項最為給力
也最為吃力的項目叫做 「鐵人三項」，筆者以為，

中共十八大閉幕的那一刻，就是中國社會經濟發展
「鐵人三項」正式起跑發令槍響的時刻！

然而，當我們已經充分意識到，未來八年是向
「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最後衝刺；當我們從北京

人民大會堂如潮的掌聲中，深深感到中國公眾對執
政黨實現執政目標的熱切期盼時，是否更應該深思
，我們應該從哪裡獲得完成這一偉大艱巨任務的正
能量呢？我們又將從哪裡才能找到，才能汲取要成
就這番偉業所需要的不竭動力、旺盛創造力和深厚
自信力呢？

筆者以為，首先，鮮活的正能量和強大的動力
蘊藏於億萬民眾之中。魯迅先生早在其著名的雜文
《中國人失去自信力了嗎》中就曾經指出，要找到
中國的自信力，狀元宰相的文章是不足為據的，要
自己去看 「地底下」。他說，在中華大地上自古以
來就有努力奮鬥的人、拚命硬幹的人、捨身求法的
人、為民請命的人，他們才是 「中國的脊樑」。換
句話說，只有民眾才是決定一切事業成敗之本。

筆者極為讚賞中共決定於近期在全黨開展一次
關於群眾路線教育的決定。因為只有聯繫群眾、相
信群眾、依靠群眾，才能發現智慧、發現人才，才
能找到政策制定的正確本源和檢驗的標準，也才會
真正實現 「以人為本」科學發展觀的初衷與遠謀。

嚴格防範四大危機
實現建成小康社會的另一個根本保證就是 「黨

要管黨」，執政黨要 「管」好自己的黨員隊伍，特
別是要管好擔任着各級政府部門權力部門和大中型
國企的黨員領導幹部。胡錦濤在他所做的報告中又
一次尖銳指出了黨內存在的精神懈怠、能力不足、
脫離群眾、消極腐敗的四大危險。毫無疑問，能不
能對這四大危險保持高度的警惕、能不能時刻防範
和努力鏟除這四大危險，就是今天執政黨自身建設
的最基本、最緊迫的任務，也是執政黨能否凝人心

、聚民力的關鍵。
實現建成小康社會的再一個根本保證，則來源

於始終不渝地堅持改革開放。改革開放對中國來說
並不僅僅是一種方針政策的依據和導向，不僅僅是
解決中國歷史與現實問題的攻堅克難的利器，而且
是中華民族得以復興社會得以進步的旗幟。對世界
來說，改革開放更是當代中國最突出最鮮明的國家
形象，是中國以富裕文明和平的東方大國的姿態與
世界各國實現相互理解和諧共處、共同繁榮的唯一
紐帶和橋渠。中國執政黨對改革開放的能否堅定不
移，能否具有高度自覺，是判斷中國共產黨是否與
時俱進，判斷未來的中國能否成為負責任的世界大
國的最主要標誌之一。

青年作用無可限量
實現建成小康社會宏偉目標還有一個十分重要

的動力來源，或者說是一個可以寄託希望之所在，
那就是中國今天有近五億的廣大青年。胡錦濤在十
八大報告中指出，中國的事業需要一代又一代有志
青年的共同奮鬥。的確，今天的中國青年是一個朝
氣蓬勃的龐大群體。這是一代在中國走向工業化、
信息化、城市化、國際化的歷史進程中成長起來的
中國人，是一代沒有遭受過民族屈辱，沒有遭受過
戰爭與飢餓的全新的充滿自信中國人。在建成小康
社會乃至建成中等發達國家的征程上，他們的作用
將無可限量。近代中國的啟蒙學者梁啟超先生就說
過，少年強則中國強。青年時代的毛澤東也曾說過
，天下者我們的天下，國家者我們的國家。可以相
信，只要執政黨給予青年以足夠的關注、關心和關
愛，讓青春在創造 「美麗中國」中煥發出奪目光輝
，那麼，充滿自信的新一代中國青年就一定不會辜
負前輩重託，為我們五千年的文明古國贏得又一個
不老的青春！

作者為資深評論員

中共十八大勝利閉幕。這個在國家發展處於建設
小康社會關鍵時期召開的執政黨全國代表大會，確立
堅持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提出轉變經濟增長
方式和居民收入倍增計劃，豐富科學發展觀內涵，並
將在隨後召開的一中全會上產生新一屆領導集體。十
八大是中共歷史進程的里程碑。

胡錦濤在十八大政治報告中，重申中央對港方針
、原則，對香港同胞實踐 「一國兩制」、為國家發展
做出應有貢獻寄予厚望。如果將在北京人民大會堂召
開的這個令世界矚目的大會，比作新征程起步誓師大
會的話，那麼，十八大為國家未來發展指明方向並發
出乘風破浪、揚帆前行的信息，對處在 「穩中求變」
時期的香港而言，毫無疑問，是增添了發展新因素。

小康目標是契機
香港社會正在 「穩中求變」的路上探索前行，以

梁振英為特首的第四屆特區政府組建已超過百日，新
一屆立法會也開始運作。梁振英提出 「穩中求變」政
綱，主要內容就是政府 「適度有為」，加快經濟建設
，努力改善民生，正視並設法解決深層次矛盾。這樣
的發展思路，符合指導國家未來建設的科學發展觀，
與 「以人為本」宗旨和 「發展是硬道理」要旨合拍、
一致。相同的社會脈動，有益於中央政府有效管理，
有益於香港社會變革，有益於香港與國家經濟整體融
合，並在國家 「十二五」規劃時期及建成小康社會十
年歷程中，發揮現有獨特優勢，獲得更大發展。

十八大上，中共提出在2020年建成小康社會目標
。這個目標內容豐富，包括深化改革開放，包括轉變
增長模式，包括將居民人均收入倍增。對於香港這個
外向型經濟體，這些豐富內容，既是加快發展的競爭
力量，更是加快發展的契機，是競爭與機遇並存。特
首梁振英在今年國慶酒會致辭時曾表示， 「要認識到
香港和內地共同發展的必然性和必要性，及時把握國
家發展為香港帶來的每一個契機」。要抓住契機，就
要擴大並加快兩地融合，契機抓住了，香港前景自然
就光輝燦爛。

作為曾經是內地改革開放窗口的香港，雖然原有
的作用和地位發生了一些改變，但在國家未來發展的
進程中，獨特的優勢依然存在，而且還在不斷鞏固，
還將繼續發揮難以替代的作用。只要香港能夠逐步落
實中央給予的各項惠港政策，尤其是CEPA及其補充
協議、粵港以及香港與珠江三角洲的合作，就能夠不
斷加快融合步伐，在國家的強國富民、和平崛起中，
獲得實惠和持續增長。

十八大政治報告再次強調，中央堅定支持特區行
政長官和特區政府依法施政，帶領各界人士集中精力
發展經濟，切實有效改善民生，循序漸進推進民主，
包容共濟促進和諧，並且深化兩地經貿關係、推進交
流合作。這不僅是對特首、特區政府的信任支持，也
是對香港社會的 「穩中求變」給予殷切期待。

目前香港社會經濟的亮點主要集中於兩地融合上
。譬如港珠澳大橋建設、京港高速鐵路建設、邊境地
區開發；譬如參與內地的南沙、橫琴島、深圳前海合
作建設等。這些投資和建設項目，加上香港建設人民
幣離岸中心，建設國際郵輪碼頭，擴建機場第三條跑
道等，為香港持續繁榮，奠定堅實基礎。

經濟發展了，特首梁振英所倡導的 「社會各階層
共享繁榮成果」才可以避免 「畫餅充飢」和 「望梅止

渴」的結局，才可以滿足社會 「多建公屋」和 「復建
居屋」的企求，才可以實現政府為長者 「折枝」的期
許。香港社會民生問題荊棘叢生，貧富懸殊嚴重，相
對貧困人口增加，加上老年化趨勢，社會矛盾突出，
政府正在想方設法加以緩解，可謂壓力巨大。有中央
的信任和支持，加上樂觀的經濟發展成果作基礎，相
信特區政府有智慧有能力逐步化解矛盾，落實 「共享
繁榮成果」的願望。

兩地融合成亮點
堅持走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不走老路，

更不走邪路，是中共十八大確定的政治改革方向。這
對實行 「一國兩制」的香港，其實也是有利的。
國家主體堅持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是執政黨
歷史經驗教訓的總結，也是社會保持平穩和諧的需
要。

國家主體政治穩定，香港實行資本主義才有安定
的環境，才有法律和制度保障，循序漸進的民主制度
才能完善並發揮效能。

依據基本法和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決定，香港將在
2017年實行一人一票選舉特首，之後再過四年，立法
會議員亦將全部由直選產生。香港民主制度的建立，
從無到有，從小到大，從弱變強，這種循序漸進發展
，所體現出的正是中共貫徹 「一國兩制」方針的決心
和信心。

十八大勝利閉幕，中共產生新一屆領導集體，表
明國家發展進入一個新階段，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事業
又翻開新一頁。正如中聯辦主任彭清華在出席十八大
接受記者採訪時所言，十八大描繪了國家未來發展的
宏偉藍圖，也給香港發展帶來更廣闊的發展空間，更
多的發展機會，更強的發展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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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大昨日正式閉幕，新一屆政治局常委也將於
今天選舉產生，中國自此將揭開歷史的新一頁。對於
香港市民而言，這次會議有着非比尋常意義，它不僅
決定了國家未來發展的方向，更會對香港的繁榮穩定
起着深遠的影響。簡而言之，十八大對香港有着三重
意義：一，中共的穩定與發展是香港繁榮安定的基石
；二，中共對香港的堅定不移的支持是香港發展興盛
的保障；三，香港與國家命運休戚與共，在享受制度
優點的同時，更應承擔起應有的責任與義務。

一，中共的穩定與發展是香港繁榮安定的基石。
即便是西方最挑剔的媒體，也不得不承認十八大對中
國未來的至關重要的影響，也不得不承認中共對中國
發展的重要推動作用。一個國家如果沒有穩定的政治
環境，將不可能有良好的發展，對於有着十三億人民
、五十六個民族的中國來說，穩定不僅意味着安全、
更意味着發展與民族復興。作為中國唯一的執政黨，
中共十八大的成功舉行，為中國未來鋪墊了一條穩定
、可靠、安全的發展環境，這是極其重要的國家福祉。

一如昨日公布的十八大會議決議所指出的，這次
大會分析了國際國內形勢的發展變化，回顧總結了過
去五年的工作和過去十年來的奮鬥歷程及取得的歷史
性成就，確立了科學發展觀的歷史地位，提出了奪取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勝利的基本要求，確定了全面建
成小康社會和全面深化改革開放的目標，對新的時代
條件下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作出了全面部署，
對全面提高黨的建設科學化水準提出了明確要求。

國家穩定 香港保障
當前，世情、國情、黨情繼續發生深刻變化，中

國面臨的發展機遇和風險挑戰前所未有。中共在這次
會議中清醒地指出，必須要牢記人民信任和重託，更
加奮發有為、兢兢業業地工作，繼續推動科學發展、
促進社會和諧，繼續改善人民生活、增進人民福祉，
完成時代賦予的光榮而艱巨的任務。

顯而易見，十八大是一場政權順利交接的會議，
更是一次自我鞭策、冷靜面對挑戰、迎難而上的會議
。香港市民儘管在 「一國兩制」環境下生活，但同為
中國一分子，國家能穩定前進，執政的中國共產黨能
清醒認識問題並積極尋求改進辦法，這不僅令人感到
欣慰，更是一種對未來發展的樂觀期待。歷史證明，

香港的發展建基在國家的繁榮穩定之上、香港市民的
福祉也只有在國家穩定發展前提下才能得到保障。十
八大的成功召開，令香港市民對未來有了更加樂觀的
期望。

二，中共對香港的堅定不移的支持是香港發展興
盛的保障。回歸十五年的歷史說明，中央政府對香港
給予了無私的支持與幫助。正如那些被引用了無數次
的例子，沙士肆虐、金融風暴來襲、CEPA個人遊支
持……等等，每到關鍵的時刻、每到香港需要支持的
時候，中央政府總是第一時間給予全力支持，十五年
來香港市民對此感受至深。

而此次大會，中共再一次重申了對香港的支持，
更強調了對港澳政策的 「根本宗旨」與推進方向。
胡錦濤總書記在作工作報告中也指出，香港澳門回歸
以來，走上了同祖國內地優勢互補、共同發展的寬廣
道路， 「一國兩制」實踐取得舉世公認的成功。中央
政府對港澳實行的各項方針政策，根本宗旨是維護國
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保持港澳長期繁榮穩定。
而昨日的大會決議也指出，全面準確貫徹 「一國兩制
」、 「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方針，必須把堅持一
國原則和尊重兩制差異、維護中央權力和保障特別行
政區高度自治權、發揮祖國內地堅強後盾作用和提高
港澳自身競爭力有機結合起來。

這些對香港工作的論述，清清楚楚地寫在工作報
告與會議決議之中，代表的是中共對香港的支持承諾
。可以預見，在未來的時間裡，中央政府一定會依據
香港的不同發展階段，推出有利各方的政策；也一定
會一如既往地在香港需要之時，伸出關懷與援助之手。

同享尊嚴 貢獻力量
三，香港與國家命運休戚與共，在享受制度優點

的同時，更應承擔起應有的責任與義務。胡錦濤在會
議報告中指出，中央政府將嚴格依照基本法辦事，完
善與基本法實施相關的制度和機制，堅定支持特區行
政長官和政府依法施政，帶領港澳各界人士集中精力
發展經濟、切實有效改善民生、循序漸進推進民主，
深化內地與港澳經貿關係，推進各領域交流合作，促
進港澳同胞、在愛國愛港施幟下的大團結，防範和遏
制外部勢力干預港澳事務。並堅信港澳同胞不僅有智
慧、有能力、有辦法把特區管理好、建設好，也一定
能在國家事務中發揮積極作用，同全國人民一道共享
做中國人的尊嚴和榮耀。

顯然，作為一個特區，香港不能只享受 「一國兩
制」的種種優點，更應當承擔起作為國家一分子的責
任。如果說回歸前十五年是 「一國兩制」落實的探索
期，那麼從今往後，香港應當成為一個於國家有作為
、於民族有貢獻的地區。

十八大成功舉行，國家在健康的道路前行，香港
也再一次獲得了穩定、安全的發展環境，全體市民在
感到欣慰與高興的同時，也應當深思 「自己的能為國
家做些什麼」。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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