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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李理北京十六日電】中共十八大圓滿
閉幕，政治宣言備受世界矚目。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
資深研究員吳敬璉今日在 「2012 財新峰會」上指出
，十八大已經重啟改革議程，早前對於十八大的期盼
基本得到了實現。不過，政治和經濟改革關鍵在落實
。作為經濟改革堅定倡導者，吳敬璉強調，建立和完
善競爭性市場體系應該成為經濟改革的中心。

十八大報告指出，要全面深化經濟體制改革。深
化改革是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關鍵。經濟體制改
革的核心問題是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係，必須更加
尊重市場規律，更好發揮政府作用。對此，吳敬璉認
為，經濟改革一個中心是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改
革方向，完善各種制度，以便更大程度更廣範圍發揮
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改變政府主導的資
源配置方式。

吳敬璉表示，十八大對於過去一兩年提出的各種
意見作出判斷和決定，重申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個
改革目標，把深化經濟改革和政治改革放到了執政黨
的議事日程， 「重啟改革這一步已經邁出去了」。

吳敬璉認為，對照20世紀90年代初期的改革歷
程，最主要的工作就是要頂層設計。現在需要把過去
的諸多關於改革的討論彙集起來，明確重點、實施步
驟、時序安排和配套關係，包括與優化環境的配套關
係，把總體規劃和行動綱領制定出來。他說， 「落實
包括兩方面，一是根據改革方向，形成各方面的改革
方案，並匯成總體規劃和行動綱領；二是堅決克服特

殊利益群的阻擾，使得各項改革措施能夠得到落實。」
吳敬璉以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的資源分配不公舉例稱， 「比如

信貸資源的使用，造成中小企業很大的問題。而 『公平』問題也在
十八大報告中得到了體現。」未來在設計具體改革方案時，要保證
各種所有制經濟都能夠平等地獲取信貸資源和其他資本資源。

習近平插
隊的延川縣安
驛公社梁家河

實際上並沒有真正的河，只有一條溝渠，雨
季的時候溝渠裡才流淌一些泥水。溝渠兩側
是陡峭的山坡，先人們利用這種山坡地形順
勢挖出一孔孔土窰洞，就是家。全大隊 200
多名社員就住在這些土窰洞裡。

來到 72 歲的梁家河老支書梁玉明家裡
，可見乾淨的窰洞牆壁掛着與習近平的合影
。 「我介紹習近平入黨，就是看中他是個好
苗子，吃苦肯幹，有想法，能團結群眾、團
結隊幹部」。梁玉明回憶說，當年一天到晚
，自己有空就愛跑到習近平的土窰裡，聽他
講大山外的世界，講古今中外的事。大讚習
近平喜愛看書，那些書大多為馬列著作，當
地人看不懂，都很尊敬這些能讀懂的後生。

梁玉明說，1973 年冬，習近平任梁家
河大隊黨支部書記，帶領社員到寨子渠打壩
，當時天寒地凍，河渠裡冰塊很厚，若不處
理，春天冰雪融化後壩基就會塌掉，勞民傷
財。習近平做了下渠挖冰塊的動員後，第一
個跳進冰水裡幹起來。在他的帶領下，經過
日夜奮戰，打了十幾個土壩，治理了好幾條
爛溝。

此間，習近平
還給社員們大辦沼
氣，解決燒柴問題
。當習近平在報紙
上看到四川綿陽一
些農村在搞沼氣，
用來做飯、照明，
既方便，又廉價。
想到村裡年年拉煤
的日子，習近平到
公社請假，自費前
往實地考察沼氣池
建造技術。那時，

延安還沒有通火車，他要坐兩天汽車到西安
，然後再坐火車到四川。返回村裡後，習近
平給社員們講述沼氣的好處，從未接觸過化
學、不知道沼氣為何物的大多數鄉親們半信
半疑。習近平知道這是一件新生事物，他決
定先建好第一口沼氣池，用事實來說服社員
。幾個月後，當社員用第一口沼氣池的沼氣
做飯照明的時候，鄉親們不得不佩服這位年
輕的習支書 「有知識、點子多」。

「1975 年習近平被推薦去讀清華大學
，走的那天全村人送行，十幾個年輕人還一
直送到縣城。」最後由梁玉明將其送到延安。

在梁家河，老一輩人都對習近平印象深
刻。64 歲的鞏振福，是當時二小隊的隊長
，他回憶說，習近平這些知青都是自己開伙
做飯，很快就融入了當地老百姓的生活。習
近平 16 歲，愛吃玉米糰子，喜歡逗老鄉家
養的狗。煙癮也很大，一天2包，其中大多
與人分享。30 多歲的梁秀雲還記得，當時
自己只有3歲，家裡窮，難得有白麵吃。習
近平這些北京知青常把自己白麵饃（饅頭）
送給村裡的孩子吃。此間，聽到最多話的莫
過於老一輩人樸實的讚譽， 「習近平是梁家
河的好支書。」 （本報西安十六日電）

據新華社北京十六日消息：會議強
調，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的首要政治任
務，就是認真學習宣傳和全面貫徹落實
黨的十八大精神，把全黨全國各族人民
的思想統一到黨的十八大精神上來，把
力量凝聚到實現黨的十八大確定的各項
任務上來，為實現黨的十八大確定的奮
鬥目標和工作任務而奮鬥。

強調學習新黨章
會議要求，各級黨委要按照中央部

署，結合實際，作出專題部署。
會議強調，大會通過的黨章修正案

，體現了黨的理論創新和實踐發展的成
果，體現了黨的十八大確立的重大理論
觀點、重大方針政策、重大工作部署，
對堅持和完善黨的領導、加強和改進黨
的建設提出了明確要求。認真學習黨章
，嚴格遵守黨章，是學習貫徹黨的十八
大精神的重要內容。要把學習黨章同學
習黨的十八大精神緊密結合起來，同學
習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緊密結合
起來。

致謝各民主黨派
另外，中共中央委員會還於當日發

布了致各民主黨派中央、全國工商聯的

感謝信。
信中首先對各民主黨派中央、全國

工商聯對十八大的支持表示感謝，並指
出：中共十八大是在中國進入全面建成
小康社會決定性階段召開的十分重要的
大會。會議圓滿完成了各項議程，開得
十分成功，同時開啟了中國共產黨團結
帶領全國各族人民繼續奮勇前進的新征
程。

信中表示，中共中央將一如既往充
分發揮統一戰線的重要法寶作用，堅持
長期共存、互相監督、肝膽相照、榮辱
與共的方針，促進思想上同心同德、目
標上同心同向、行動上同心同行，把中
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
度堅持好、完善好、發展好，進一步發
揮工商聯的職能作用，為實現中國共產
黨第十八次全國代表大會確定的宏偉目
標最廣泛地凝聚人心、匯聚力量。

另據報道，政協第十一屆常委會
19次會議定於11月19號到22號在北京
召開。會議將審議通過政協第十一屆常
委會 19 次會議議程並聽取中央領導做
報告。在本次政協大會上，將討論十八
大報告中提出的 「健全社會主義協商民
主制度」的觀點，提出意見建議。

【本報訊】十八屆中共中央政治局16日召開會議，對學習宣
傳貫徹黨的十八大精神進行研究部署。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主持
會議。會議指出，認真學習宣傳貫徹黨的十八大精神，對於動員全
黨全國各族人民在以習近平為總書記的黨中央領導下，滿懷信心為
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奪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勝利而奮鬥，具有重
大現實意義和深遠歷史意義。同日，中共中央委員會發布了致各民
主黨派中央、全國工商聯的感謝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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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洪磊 16 日在例行
記者會上宣布：應東盟輪值主席國柬埔寨王國首相洪
森、泰王國總理英拉邀請，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將於
11月18日至21日出席在柬埔寨金邊舉行的第15次中
國─東盟（10+1）領導人會議、東盟與中日韓（10+
3）合作15周年紀念峰會和第七屆東亞峰會，並對柬
埔寨和泰國進行正式訪問。

據中通社報道，第21屆東盟峰會將於18日在柬
埔寨首都金邊召開，這次峰會的主題是 「東盟：一個
共同體，共同的命運」，探討在全球經濟危機和壓力
增大的背景下，如何促進共同發展。從 15 日起，與
峰會有關的一系列高官預備會議開始啟動。按照日程
安排，首先是東盟各成員國的高級官員舉行峰會的一
系列預備會議，之後是東盟成員國的高級財經官員舉

行預備會議。從 18 日起，東盟峰會正式召開。中國
國務院總理溫家寶、日本首相野田佳彥以及美國總統
奧巴馬等對話夥伴國的領導人預計都會在 18 日左右
抵達金邊。東盟中國對話會議以及東盟與美國的對話
會議要在19日才會正式登場。

東海南海爭端受關注
據悉，在這次峰會期間，東盟10+6自貿區談判

將有可能被批准，所以這次財經官員的預備會議會引
發大家關注。另外在當天晚間，東盟成員國的外長會
舉行一次非正式的工作晚宴。

這次東盟峰會雖以發展為主題，但值得警惕的是
，菲律賓有意再次強行把南海問題端上東盟峰會的桌
面。峰會輪值主席國柬埔寨在 15 日已證實，在峰會

期間南海議題會被觸及。
據悉，在峰會召開前，菲律賓上下加緊為南海問

題造勢。據《菲律賓商報》報道，菲外交部發言人赫
爾南德斯 14 日在記者會上表示，菲總統阿基諾三世
將於峰會期間與中方官員討論 「南海行為準則」問題
。赫爾南德斯聲稱，東盟已經準備好 「南海行為準則
」的元素，並已準備好與中國談判，希望中國作出正
面回應，立刻討論該問題。剛獲得連任的美國總統奧
巴馬這次也來參加峰會，某些菲媒視為可以在此問題
上助菲遏制中國。

與此同時，中日韓最近的海上爭端也是關注焦點
。日韓兩國官員透露稱，這次中日韓三國領導人會談
可能不會舉行。日媒 15 日有報道稱，東盟會議將發
聲明呼籲中日韓在領土問題上保持克制。

【本報訊】據新華社北京十六日消息：連日來，國際社
會高度關注中共十八大強調扎實推進社會主義文化強國建設
，認為這一重大舉措將進一步增強中國的軟實力，擴大中華
文化的國際影響力。

阿根廷國際關係研究所主任羅貝托．孔薩尼在接受採訪
時說，中國文化崇尚和諧與和平。中國在參與經濟全球化過
程中也給世界帶來了中國文化，十八大報告強調建設社會主
義文化強國，這不僅對中國，對未來世界的健康發展也非常
有意義。

烏克蘭─中國合作協會執行董事謝爾蓋．科舍沃伊接受
採訪時說，當今世界雖然發生了深刻複雜的變化，但中國依
然保持其文化特色。相信在中共十八大之後，中國將推動社
會主義精神文明和物質文明全面發展，建設面向現代化、面
向未來的社會主義文化。

德國漢學家黑爾維希．施密特─格林策接受採訪時說，
中國在現代化建設進程中，珍惜自己的傳統文明，保持中國
文化的精髓，使中國文化屹立在世界民族之林。中國發揮自
己傳統文化的優勢，把傳統文化發揚光大，是提升綜合競爭
「軟實力」的重要方面。

他說，中國學術界及文化界表現出很高的對外交流和學
習的開放意識、積極態度，這反映了中國向世界展示自己悠
久傳統文化的強烈願望。當前中國與世界的文化交流無論是
在廣度還是深度上都在不斷拓展。

德國中國問題專家羅爾夫．貝特霍爾德接受採訪時表示
，中國推進社會主義文化建設，提高國家綜合競爭力的 「軟
實力」是非常正確的。中國文化博大精深，德國民眾對此非
常有興趣。中國擴大文化影響的力度可以加大，傳播形式可
以更加多樣化。

美國華美協進社主席麥卡爾平接受採訪時說，中國在文
化教育方面做得越來越好，中國傳統文化正在走向世界，中
國藝術家在美國的演出和交流活動越來越多。更多美國人對
漢語和中國傳統文化感興趣，學漢語的美國人日益增多。

西班牙加利西亞國際關係學院院長、中國問題專家胡里
奧．里奧斯在接受記者採訪時指出，中國這些年來特別重視
其在全球的文化形象普及，並以其取得的成果而自豪。孔子
學院的建立為促進雙方交流、了解和互信提供了一個前所未
有的機會。

斯里蘭卡凱拉尼亞大學人文學院院長、孔子學院斯方院
長塞內維拉特納教授在接受採訪時說，過去幾十年，中國克
服了許多困難，取得了巨大成就，其中中國文化的貢獻不可
或缺。中國文化所推崇的傳統美德，在中國人民建設世界強
國的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本報訊】據新華社北京十六日消息：中
國證監會主席郭樹清 16 日在證監會黨委中心
組（擴大）會議上說，要把保持市場長期穩定
健康發展與解決近期緊迫性問題結合起來，堅
持市場化改革方向，開創資本市場改革發展的
新局面。

郭樹清指出，中共十八大報告明確提出要
「深化金融體制改革、加強金融監管，推動金

融創新、維護金融穩定」，明確要 「加快發展
多層次資本市場」，證券期貨監管系統在學習
貫徹中共十八大精神中，要緊緊圍繞這些要求
，狠抓落實。

郭樹清說，深化金融體制改革，就是要繼
續堅持市場化改革方向，完善有利於市場穩定
和功能發揮的體制機制，切實發揮資本市場優
化資源配置的功能，引導社會資金分配到國民
經濟發展最需要的領域和最薄弱的環節。

他指出，加強金融監管，就是要繼續加強
市場法治建設，打擊內幕交易、操縱市場、
「老鼠倉」等違法犯罪行為，保護投資者合法

權益。推動金融創新，就是要繼續減少行政審
批，放鬆管制，鼓勵、引導市場主體緊緊圍繞
實體經濟的需要，進行市場創新、產品創新、
服務創新和管理創新。維護金融穩定，就是要
均衡發展股權市場和債券市場，改善中國金融
體系結構，清理規範各類股票、類期貨交易場
所，引導好區域性股權交易市場建設，提高全
系統、全行業的信息安全保障水準，確保不發
生區域性系統性金融風險。

郭樹清說，加快發展多層次資本市場，就
是要繼續拓展資本市場服務實體經濟的廣度和
深度，通過加快建設創業板、新三板、區域性
股權交易市場，真正形成 「金字塔」型市場體
系結構，做好資本市場與科技創新、現代農業
、社會保障等的對接與服務，推動中國經濟發
展由要素投入型向創新驅動型發展轉變。

郭樹清說，要加強監管、放鬆管制，不斷
探索有利於市場主體創新發展的內在機制。進
一步推動完善稅費結構，形成有利於創新創造

的市場環境，不斷提高市場運行效率。積極發展各類資產管
理機構，不斷壯大機構投資者隊伍。

同時，他表示，要穩步發展期貨市場和衍生品市場，積
極做好國債期貨、原油期貨市場建設工作，不斷增強服務實
體經濟的能力。大力加強上市公司、證券期貨經營機構以及
交易所等市場主體建設，不斷引導和促進規範發展。

溫總明赴柬與東盟對話
菲蓄謀再綁架峰會談南海議題

▲一位北京市民正在購買16日報紙，報紙頭版刊登了習近平當選中共中央
總書記的報道 中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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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看好中國文化建設

▲郭樹清說，深化金融體制改革，就是要繼續堅持市場
化改革方向 資料圖片

▲6月27日，智利聖托馬斯大學孔子學院舉辦 「中國電
影周」 ，隨着中國經濟日益強大，外國民眾對中國文化
的興趣也在增加 網絡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