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行政體制改革是政治體制改革的重要
內容。國務院研究室原主任魏禮群指出，
今後一個時期，中國的行政體制改革應當
繼續簡政放權，加快政府職能轉變；穩步
推進大部門制改革，健全部門職責體系；
優化行政層級和行政區劃設置。

【本報記者馬浩亮北京二十五日電】

十八大指明政府改革任務
推進大部門制 優化行政層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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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據新華社台北二十五日消息：台灣經
濟界人士 25 日在此間一場學術活動中表示，不久前
召開的中共十八大規劃了大陸經濟、社會的發展方向
，台灣將從中獲得可觀的發展機會。

「2012 年中國大陸經濟研究學會年會」25 日在台
灣政治大學舉行。台灣當局經濟主管部門官員卓士昭
在會上說，未來大陸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人均 GDP
繼續升高等，將增加台灣產品進入大陸的機會。

他舉例說，台灣在大陸舉辦的多場商品展，吸引
了大陸民眾的濃厚興趣，大陸來台遊客爭相購買台灣
的化妝品和食品。這說明台灣商品的品質得到了大陸
消費者的認可和信賴。

他認為，十八大報告中提出的 GDP 翻一番、建
設生態文明和美麗中國、大力發展文化產業和經濟結
構轉型等目標，將給兩岸經濟合作創造新的空間。

海基會董事長林中森在致辭中說，兩岸的經濟發

展應相互支持、互補。兩岸都將智慧產業、高速列車
、無線城市、冷鏈物流和電動汽車等確定為重點發展
領域。台灣與大陸可在這些領域開展合作。

台灣開南大學校長、中國大陸經濟研究學會理事
長高安邦說，大陸擴大內需以及經濟結構的轉型等，
給台灣企業帶來了發展機會。台灣企業在一些領域掌
握了核心技術，能夠幫助大陸廠商促進技術升級，這
也是台灣發展的方向。

十八大報告提出的行政體制改革的目標要求是，
深入推進政企分開、政資分開、政事分開、政社分開
，建設職能科學、結構優化、廉潔高效、人民滿意的
服務型政府。

簡政放權減少微觀干預
國務院研究室原主任、國家行政學院原常務副院

長魏禮群在《十八大報告輔導讀本》撰文稱，未來行政
體制改革將着重抓好五個方面改革。第一，繼續簡政
放權，加快政府職能轉變。深化行政審批制度改革，
切實減少對微觀經濟活動的干預，加強和改進宏觀調
控。改進市場監管。更加注重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

第二，十八大報告明確提出，穩步推進大部門制
改革，健全部門職責體系。魏禮群指出，這體現了中
央對深化行政體制改革，優化政府組織結構的決心。
推進大部門制改革，要對職能相近、管理分散的結構
進行合併，對職責交叉重複、長期難以協調解決的結
構進行調整，以利權責統一、提高整體效能。同時，
對職能範圍過寬，權力過分集中的機構進行適當分設
，以改變部門結構失衡和運行中顧此失彼的現象。

省直管縣不搞一刀切
第三，十八大報告提出，優化行政層級和行政區

劃設置，有條件的地方可探索省直接管理縣（市）改
革，深化鄉鎮行政體制改革。魏禮群針對此指出，要
合理確定中央對地方政府的職能與責任，健全中央和
地方財力與事權相匹配的體制。近幾年來，一些省實
行省直管縣的改革，是減少行政層級、提高行政效率
的重要探索，但由於各地發展不平衡，這方面改革不
搞一個模式，不能一刀切。

魏禮群認為，優化行政區劃設置，要簡化行政管
理層級，適時適度地調整行政區規模和管理幅度，提
高行政能力和效率。深化鄉鎮行政體制改革，對於經
濟總量較大、吸納人口較多的縣城和小城鎮，探索賦予
與之相適應的經濟社會管理權限。同時，各級機構要
嚴格控制機構編制，減少領導職數，降低行政成本。

第四，創新行政管理方式，提高政府公信力和執
行力。善於運用市場機制、社會力量，利用現代信息
技術，推行電子政務，優化管理流程。全面依法行政
，加強行政立法、執法、監督工作。大力推進政務公
開。提高科學決策水平，完善決策信息系統和決策智
力支持系統。推進政府績效管理，讓群眾參與政府績
效考評，加快完善責任追究制度。

第五，推進事業單位分類改革，構建公共服務新
格局。

【本報記者馬浩亮北京二十五日電】人
民代表大會制度是中國的根本政治制度。十
八大報告提出，支持和保證人民通過人民代
表大會行使國家權力。

全國人大常委會副秘書長沈春耀針對此
指出，要支持人大及其常委會充分發揮國家
權力機關作用，依法行使立法、監督、決定
、任免等職權，加強立法工作組織協調，加
強對 「一府兩院」的監督，加強對政府全口
徑預算決算的審查和監督。

同時，要提高基層人大代表比例，降低
黨政領導幹部代表比例。在人大設立代表聯
絡結構，完善代表聯繫群眾制度，健全國家權
力機關組織制度，優化常委會、專委會組成
人員指示和年齡結構。提高專職委員比例。

聯絡機構供代表聯繫群眾
關於在人大設立代表聯絡機構，由中組

部黨建讀物出版社和中宣部學習出版社聯合
出版的《十八大報告學習輔導百問》一書進
一步闡述指出，這是加強人大代表同群眾聯
繫的一個重要舉措。這個聯絡機構不同於西
方國家議員個人工作室，而是主要設在各級
人大機關內部，作為人大代表集體聯繫選舉
單位選民和人民群眾的常設辦公地點，方便
人大代表通過書信、電話、來訪接待、調研
走訪、督辦等形式，保持同選舉單位選民和
廣大人民的密切聯繫。

這個機構的設立，將有利於在人大代表
和人民群眾之間構建開放、互動、暢通、緊
密的關係，一方面，使人大代表能夠深入了
解民情、廣泛反映民意、充分集中民智，推
動解決群眾反映強烈的突出問題；另一方面
，使人民群眾能夠及時便捷地反映自己的利
益訴求，提出意見和建議，是吸納有序政治
參與，進一步增強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政
治的生機和活力。

十八大報告還明確提出，進一步提高基
層人大代表特別是一線工人、農民、知識分
子代表比例。這有利於優化代表結構，體現
代表的廣泛性。相應地，要降低黨政領導幹
部代表比例，切實解決人大代表 「官民比例
」失衡現象。

【本報北京二十五日電】十八大第一次正
式提出 「社會主義協商民主」。全國政協辦公
廳研究室主任劉佳義指出，人民政協是協商民
主的重要渠道和基本實現形式。根據需要，可
對政協現有界別進行適當調整，並完善政協委
員推選機制，改進政協委員產生辦法。

劉佳義表示，應當認真研究關於政協的政
策文件與憲法法律的有效銜接，明確人民政協
協商民主的法律地位。將人民政協的政治協商
、民主監督和參政議政納入各級黨委的議事規
則和政府工作規則，實現政協職能與黨委政府
工作的有效銜接。

劉佳義指出，應增強協商主體的代表性、
包容性。目前人民政協由 34 個界別組成，各
民主黨派、各族各界代表人士是協商主體。界
別設置是否科學，直接關係到協商主體是否具
有代表性和包容性。目前政協的界別設置，基
本適應工作需要。但也存在與新形勢和任務不
相適應的問題，應當逐步加以完善。首先需要
制定全國性界別設置的指導性意見，使之有章
可循、有據可依。可根據經濟社會發展和社會
階層結構的發展變化，對現有的界別進行適當
調整。

劉佳義認為，政協委員參政議政的能力和
水平直接影響着協商民主的成效。應在深入總
結各地加強委員隊伍建設有益實踐的基礎上，
制定出台全國性的指導性意見，對委員的產生
、管理作出明確規定。完善委員推選制度，改
進委員產生辦法，優化政協委員構成。

他還建議，有條件的地方，可以探索政協
委員在界別內選舉產生，確保政協委員切實有
代表性、責任感強、廉潔守法、有議政建言的
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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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十八大完成了中共最高領導層的
新老交替，而明年3月全國兩會，又將迎
來一次換屆高峰，國務院及全國人大、全
國政協都將進行領導層換屆。從近幾屆來
看，政府在換屆的同時也往往進行政府機
構改革。

在《十八大報告輔導讀本》中，有三
位官員的文章形成了一個微妙的組合。魏
禮群、沈春耀、劉佳義三人在對報告的解
讀中，分別涉及了政府、人大、政協的改
革，譬如政府的大部制改革，人大增加基
層代表比例、優化常委會組成人員結構、
提高專職委員比例、設立代表聯絡結構，
政協優化界別設置、完善委員推選機制等
等。其中很多的觀點都是首次提出，富有
新意。

三人的身份也非常特殊，簡而概之是
三位 「研究室主任」，魏禮群是原國務院
研究室主任，沈春耀曾任全國人大常委會
辦公廳研究室主任，劉佳義現任全國政協
辦公廳研究室主任。這三個職位分別是國
務院總理、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全國
政協主席的首席幕僚。也正因此，十八大
對政改的部署，和三位高級智囊官員的表
態，具有極強的指向意義和政策信號釋放
作用，值得關注。

政改是外界對十八大最為關注的焦點
問題之一。結合魏禮群等人的解讀來看，
十八大對於政改至少具備以下三方面的意
義。最首要的是再次重申了政改的方向。
如沈春耀所指，就是要走中國特色政治道
路，絕不照搬西方政治制度模式，絕不搞
多黨輪流執政、 「三權鼎立」和兩院制。

其次，直面了政改難度和當前存在的
不足，對政改的必要性和緊迫性沒有迴避。如魏禮群坦
言，中國經濟發展方式轉變仍然落後，經濟結構調整緩
慢，社會管理領域矛盾較多，公共服務建設滯後，都與
行政體制改革存在缺陷和弊端有關。

再次，與時俱進，把握了發展潮流，及時回應了民
間和學界的政改關切，展現了開明務實的姿態。如這
對有關 「人代會」變成 「官代會」的批評，十八大提
出，進一步提高基層人大代表比例，改變官民比例
失調問題。劉佳義還明確提出，應充分利用互聯網
發揮協商民主。他認為，目前中國網民以網絡論
壇、網絡社區、網絡博客等為載體，將互聯
網技術運用到政治參與中，對協商民主
產生了重要影響。

【本報訊】據新華社北京二十五日消息：中共中央近
日印發了《關於認真學習宣傳貫徹黨的十八大精神的通知
》。

通知要求，全面準確學習領會十八大精神。通知強調要
着重把握以下幾個方面：要深刻領會十八大的主題；要深刻
領會過去5年和10年黨和國家事業取得新的歷史性成就；要
深刻領會科學發展觀的歷史地位和指導意義；要深刻領會中
國特色社會主義的豐富內涵，深刻領會奪取中國特色社會主
義新勝利的基本要求；要深刻領會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和全面
深化改革開放的目標；要深刻領會社會主義經濟建設、政治
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生態文明建設等方面的重大部
署；要深刻領會全面提高黨的建設科學化水準。

通知要求，堅持聯繫實際、推動工作。要把十八大精神
落實到推動科學發展、加快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和加
快轉變經濟的發展方式上來；要落實到促進社會和諧、保障
和改善民生上來；要落實到全面推進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
上來；要落實到解放思想、改革開放、凝聚力量、攻堅克難
上來。

十八大部署政治建設七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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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馬浩亮製表）

支持和保證人民通過人民代表大會行使國家權力

健全社會主義協商制度

完善基層民主制度

全面推進依法治國

深化行政體制改革

健全權力運行制約和監督體系

鞏固和發展最廣泛的愛國統一戰線

中央部署落實十八大精神
聯繫實際推動科學發展

十六大以來機構改革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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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馬浩亮搜集整理）

大部門制改革

行政層級改革

行政區劃改革

2003年十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首次設立了10名 「專職常委」 ，均是政治學、經濟學、法學、農
業、科技等各領域的中青年專家。2008年十一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擴大了 「專職常委」 陣容。
此舉優化了人大常委會的知識和年齡結構。

全國政協各專門委員會增設駐會副主任，是專職的副部級職務，增強了政協各專委會履職的能力

2008年國務院機構改革中，實行職能有機統一的大部門體制，組建工業和信息化
部、交通運輸部、組建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地方層面，深圳、順德等地的大
部門制試點探索。

省直管縣改革穩步推進。廣東順德、江蘇昆山等一批在本省內經濟規模雄厚的縣
（市、區），試點實行省直管縣，繞開地級市層級，財政直接與省掛鈎，計劃由
省單列，經濟社會管理執行地級市權限。

多省（市）開展行政區合併，精簡機構，加強地區融合。北京撤銷崇文區、宣武
區，分別併入東城區、西城區；上海盧灣區併入黃浦區，南匯區併入浦東新區；
重慶撤銷大足縣、雙橋區、綦江縣、萬盛區，組建大足區、綦江區；安徽省撤銷
地級巢湖市。

十八大創兩岸合作新空間

▲中國將繼續穩
步推進大部門制
改革，圖為2008
年大部制改革啟
動後，原信息產
業部牌匾被撤下
，更換為工業和
信息化部

資料圖片

◀廣東省推出的
網上辦事大廳提
高了政府電子政
務水準

網絡圖片

▲一位讀者在選購十八大相關書籍 網絡圖片

▲人大將設立專門聯絡機構，加強人大代
表同群眾聯繫 網絡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