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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中新網二十七日摘編《金融時報》文章稱，過去30年，中國經濟快
速發展，創造了舉世矚目的經濟奇迹。然而，以低成本、強勢政府主導為核
心特徵的中國經濟模式，也積累了巨大的社會風險。內地經濟學家吳敬璉告
誡說： 「中國的經濟和社會矛盾幾乎到了臨界點。這並非危言聳聽。」

棄唯GDP論 改革是紅利
正確的認知，是正確的行動的前提。文章指出，從習近平、李克強在中

共十八大後傳遞的信號來看，中共決策層對形勢的判斷相當準確，改革思路
的把握相當到位，令人期待。

一、摒棄GDP至上的思維模式，是實現轉型的思想基礎。習近平在總
書記就職演講中說， 「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嚮往，就是我們的奮鬥目標」。習
近平更進一步把 「美好生活」具體化為 「我們的人民熱愛生活，期盼有更好
的教育、更穩定的工作、更滿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會保障、更高水平的醫
療衛生服務、更舒適的居住條件、更優美的環境，期盼着孩子們能成長得更
好、工作得更好、生活得更好」。這樣的執政理念，比起唯GDP論，是巨
大的歷史進步。

二、改革是最大的紅利。過去十年，中國經濟的 「超高速增長」受益於
人口紅利、 「入世」紅利、90年代改革紅利。如今，這些因素都出現了顯著
衰減。在21日召開的全國綜合配套改革試點工作座談會上，李克強說，「改
革是中國最大的紅利」。眾所周知，中國企業必須從粗放式製造向創新轉型。
但企業的創新離不開制度環境，包括便利的融資條件、較少的行政審批限制。

財政民主化 遏貪腐蔓延
三、解決腐敗問題，既不能指望思想教育，也不能單純地依賴嚴刑峻法

。習近平說， 「物必先腐，而後蟲生」。因此，治理腐敗，不能靠捉蟲，而
要靠改變制度。劉志軍、許宗衡、許邁永等之所以走向犯罪道路，關鍵在於
他們手上的權力過大、監督與制衡太少。因此，政府最小化審批權和對經濟
活動的干預，並輔之以財政民主化等，才能從根本上遏制腐敗的蔓延。

四、改革需要領導力。1998年朱鎔基在國務院全體會議強調，如果本
屆政府都是 「好好先生」，我們就對不起人民，要做 「惡人」，不要說 「我
們現在這個社會已經變成庸人的社會，都不想得罪人，我不同流合污就行了
」，這樣想是不行的。朱鎔基聲言要 「準備100口棺材，也有我的一口」。
顯示了改革的勇氣。最近，習近平指出， 「打鐵還須自身硬」，切中要害。

促經濟轉型 尋改革突破
五、改革突破口是處理好政府與市場的關係。當下，中國經濟和社會轉

型面臨無比複雜的局面，能否快刀斬亂麻，至關重要。李克強說， 「改革走
到今天，問題千頭萬緒。需要抓住牽一髮動全身的改革突破口，這種突破口
就是中共十八大報告所講：處理好政府與市場的關係。」善哉斯言。從 「經
濟建設型政府」向 「公共服務型政府」的轉型，是中國經濟能否走出 「中等
收入陷阱」的關鍵。因此，李克強的論述可以說抓住了 「牛鼻子」。

文章引用法國浪漫主義文豪雨果名言指出： 「地球上沒有任何力量，可
以阻止一個時機已經到來的想法。」習李新政，呼之欲出。

中共十八大選舉產生新一屆中共中央
委員會。大公報根據現有的公開資料整理
出205名中央委員的現任主要職務。

（註：排名按簡體字姓氏筆畫為序；資料來源：人民
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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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關總署署長、黨組書記，海關總監關銜
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副主席，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
主席，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軍事委員會副主席，中央
黨校校長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委員、國務院黨組成員兼
國務院秘書長、機關黨組書記，中央國家機關工委書
記，國家行政學院院長
中共廣西壯族自治區黨委副書記，自治區人民政府主
席
中國航天科技集團公司黨組書記、總經理
中央軍事委員會委員，解放軍空軍司令員
中共山西省委副書記、山西省省長
國家人口和計劃生育委員會黨組書記、主任
中共遼寧省委書記
國務院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主任、黨委書記
中共中央宣傳部副部長、中央外宣辦主任、國務院新
聞辦公室主任
中共中央台灣工作辦公室主任，國務院台灣事務辦公
室主任
中共甘肅省委書記
全國人大常委會副秘書長、機關黨組書記
中華全國總工會副主席、書記處第一書記
中共寧夏回族自治區黨委副書記、自治區政府主席
中共四川省委書記
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主任
中國社會科學院黨組副書記、副院長
中共北京市委副書記，代市長、市政協主席
科學技術部黨組書記、常務副部長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書記，國
務院副總理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
中共湖北省委副書記、省長
國務院副秘書長、國家信訪局局長
中國人民武裝警察部隊司令員
最高人民法院院長
解放軍總裝備部政委
中共黑龍江省委副書記、省長
解放軍副總參謀長
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部長
解放軍瀋陽軍區司令員
中國殘聯副主席、黨組書記
中共吉林省委副書記、省長
國家質量監督檢驗檢疫總局局長、黨組書記
國務院副秘書長
中共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黨委副書記，新疆生產建設兵
團黨委書記，政委
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部長、黨組書記，兼國家公務
員局局長，中央組織部副部長
吉林省政協主席
中共內蒙古自治區黨委副書記、自治區人民政府主席
中共河南省委書記
中央社會主義學院黨組書記、第一副院長（正部長級）
解放軍北海艦隊司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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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軍空軍政委
中共西藏自治區黨委副書記、自治區人民政府主席
中國科學院院長、黨組書記
中共中央統戰部部長
中共黑龍江省委書記
中共廣東省委副書記、省長
解放軍成都軍區政委
中共中央統戰部副部長，全國工商聯黨組書記、第一
副主席
國家體育總局局長、黨組書記
解放軍總後勤部政委
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副主任，國務院發展研究中
心黨組書記、副主任
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書記處書記
國防大學政治委員
軍事科學院院長
中共甘肅省委副書記、省長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委員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央宣傳部
部長
解放軍海軍政委
國家審計署黨組書記、審計長
解放軍蘭州軍區司令員
解放軍北京軍區政治委員
中國航天科工集團公司總經理、黨組書記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軍事委員會副主席
中國人民武裝警察部隊政治委員
全國政協機關黨組書記、副秘書長
解放軍副總參謀長、國家國防動員委員會秘書長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天津市委書記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重慶市委書記
解放軍軍事科學院政委
中共福建省委副書記、省長
中央書記處書記，全國政協副主席
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副書記，中央軍委紀律檢查
委員會書記，解放軍總政治部副主任
解放軍濟南軍區政委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主任、黨組副書記
中共安徽省委副書記，省長
新華通訊社社長、黨組書記
公安部副部長、黨委副書記
民政部黨組書記、部長
中共雲南省委副書記、省長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副總理
中共江蘇省委副書記、省長
國家行政學院常務副院長、黨委書記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黨
組成員兼秘書長
中共湖北省委書記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
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國家民族事務委員會主任
交通運輸部黨組書記、部長
中共西藏自治區黨委常委，西藏軍區司令員
國家安全生產監督管理總局黨組書記、局長，國務院
安全生產委員會副主任
外交部部長
公安部常務副部長、黨委副書記
中國銀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行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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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稅務總局黨組書記、局長
解放軍總政治部副主任
中央軍事委員會委員、海軍司令員
司法部部長、黨組書記
電監會黨組書記、主席
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常務副主任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主任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廣東省委書記
中央機構編制委員會委員、辦公室主任
中共中央組織部常務副部長
最高人民法院黨組副書記、常務副院長
國務院法制辦公室主任、黨組書記
全國婦聯黨組書記、副主席、書記處第一書記
中央軍事委員會委員，解放軍總政治部主任
衛生部副部長、黨組書記
中共寧夏回族自治區黨委書記
中央軍事委員會委員，解放軍總裝備部部長
解放軍北京軍區司令員
中共河北省委副書記、省長
中共河北省委書記
外交部常務副部長、黨委書記
中國兵器工業集團公司總經理、黨組副書記
中共安徽省委書記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黨委書記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解放軍第二炮兵部隊政委
中共中央統戰部常務副部長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副總理、黨組成員
共青團中央書記處第一書記
中國科協黨組書記、副主席、書記處第一書記
水利部部長、黨組書記
中共西藏自治區黨委書記
工業和信息化部黨組副書記、副部長兼國家國防科技
工業局局長、國家原子能機構主任、國家航天局局長
中共中央黨校副校長
中共遼寧省委副書記、省長
中共貴州省委副書記
中共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黨委副書記，自治區人民政府
主席
工業和信息化部部長、黨組書記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軍事委員會副主席
中國僑聯黨組書記、主席
中國航空工業集團公司董事長、黨組書記
中國銀行業監督管理委員會主席、黨委書記
中共江蘇省委書記
中共海南省委書記
中國工程院院長
中共湖南省委書記
中共中央政法委秘書長，中央綜治委副主任
環境保護部部長、黨組書記
解放軍南京軍區政治委員
中央軍事委員會委員，解放軍總參謀長
中共中央直屬機關工委副書記，中央直屬機關黨校校
長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政法委書記，國務委員、
公安部部長
中國保險業監督管理委員會主席、黨委書記
中國文聯黨組書記、副主席
中共陝西省委副書記、省長
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央組織部部長
中央軍事委員會委員，解放軍總後勤部部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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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貴州省委書記、省長
解放軍濟南軍區司令員
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副書記
最高人民檢察院黨組副書記、常務副檢察長
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共內蒙古自治區黨委書記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中共山東省委副書記、省長
中共山東省委書記
中共青海省委副書記，省長
中共雲南省委書記
中共山西省委書記
教育部部長、黨組書記
國家安全部部長
國務院三峽工程建設委員會副主任，國務院三峽工程
建設委員會辦公室主任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央辦公廳
主任，中央直屬機關工委書記
解放軍總政治部副主任
中共浙江省委副書記、省長
中國作家協會主席
中共湖南省委副書記、省長
國土資源部部長、黨組書記
解放軍廣州軍區司令員
中國國際貿易談判代表（正部長級）、商務部副部長
中共廣西壯族自治區黨委書記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北京市委書記
中共河南省委副書記、省長
中國證券業監督管理委員會主席
中共天津市委副書記、市長
中共重慶市委副書記、市長
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副書記
最高人民檢察院黨組書記、檢察長，首席大檢察官
解放軍副總參謀長
中央軍事委員會委員
中共江西省委副書記、省長
中共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黨委常委，新疆軍區司令員
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特別行政區聯絡辦公室主任
中共海南省委副書記、省長
新聞出版總署黨組書記、副署長，全國 「掃黃打非」
工作小組副組長兼辦公室主任
中國石油天然氣集團公司總經理、黨組書記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上海市委書記、市長
農業部黨組書記、部長
國務院副秘書長，國務院機關事務管理局局長
國務院研究室主任
中共青海省委書記
中國投資有限責任公司董事長、中央匯金投資有限責
任公司董事長
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黨組成員、副主任
解放軍瀋陽軍區政委
中共中央宣傳部副部長，文化部黨組書記、部長
中共中央宣傳部副部長
解放軍南京軍區司令員
中共中央宣傳部副部長，國家廣播電影電視總局局長
中共中央宣傳部常務副部長，中央精神文明建設指導
委員會辦公室主任
解放軍廣州軍區政治委員
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委員，解放軍第二炮兵部隊司令
員

【本報訊】英國《金融時報》中文網26日發表文章稱，
從習近平、李克強在中共十八大後幾次重要亮相傳遞的信號
來看，中共中央決策層對形勢的判斷相當準確，改革思路的
把握相當到位，令人期待。 「習李新政，呼之欲出」 。

【本報訊】人民網北京二十七日電：在27日
召開的中國曲藝家協會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
劉奇葆在談到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創作導向時，
結合他作為四川抗震救災一線指揮員最切身最真
實的感受，認為在危難時刻文藝可發揮解決 「千
金難買一笑」的獨特作用。

他說，5．12 汶川大地震發生後，我們面臨

的一個很大的壓力就是群眾情緒的撫慰。當時我
們採取大量的措施把文藝送到群眾中去。在當時
那種情況下，群眾如果能夠開懷一笑，他們內心
壓抑的情緒就能得到很好的釋放，那時真是 「千
金難買一笑」，我們的曲藝家們就起到了這樣的
作用。實踐證明，文藝這種方式對於撫慰群眾的
心靈確實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本報訊】據新華社北京27日電：國務院副
總理李克強27日在中南海紫光閣會見來華參加中
美商界領導合作計劃年度對話的美國著名企業和
金融機構負責人。

李克強說，40年來，中美從相互隔絕到致力
於建設相互尊重、互利共贏的合作夥伴關係，兩
國經濟從互不依賴到合作日益緊密，給兩國人民
帶來了巨大利益。當前，儘管世界經濟復蘇艱難
，但中美貿易逆勢上揚，雙向投資也持續推進，
中美這兩個主要經濟體，把自己的事情辦好了，
互信增強了，對世界經濟就是重大利好。

李克強指出，中國將努力保持經濟持續健康
發展，對外開放度將進一步加大。這也會為各國
與中國的合作帶來更多機遇。中美之間合作潛力
很大，但能不能抓得住、發揮好，在各自發展和
結構調整中擴大利益共同點，關鍵是要破除不合
理的投資貿易障礙，妥善處理分歧。合作是商業
行為，利在雙方，不公平不合理的人為設限，受
損也在雙方。希望美國企業家放眼長遠，發揮影
響，多做有益於雙邊關係和深化經貿往來的工作。

美國企業家表示，願為繼續加強對華交流、
深化美中經濟合作出力。

【本報訊】據中新社北京 27 日
電：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副主任高永
中 27 日表示，十八大新老交替的順
利進行表明中共領導層更替有了成熟
的制度保障，即通過黨的代表大會選
舉產生新的中央領導集體。 「這是中
共十八大的一個重大歷史貢獻」。

由當代世界研究中心和中國和平
發展基金會共同主辦的 「當代世界多
邊對話會」當日在北京舉行。近 30
個國家智庫的專家聚首北京，共議
「變化的世界與發展的中國」。

高永中表示，按照年齡和任期的
要求，上屆中共領導人主動退出領導
崗位，創造了新老交替的條件，表現
出他們對黨對人民高度負責的高風亮
節，表明了中共更加成熟、更加堅定
。新選出的年輕領導集體是個政治堅
定、經驗豐富、奮發有為的領導集體。

高永中說，黨的領導人更替在中
國有四個特點：一、充分發揚黨內民
主，用黨內民主選舉的辦法產生黨內
領導人。二、按照集體領導的原則實
現集體接班的思想。三、中共領導層
有老有中有青，這主要是為了考慮黨
和國家的長治久安。四、要經過層層
選拔，優中選優。

高永中還就 「中國已處在十字路
口」的說法回應稱，他不同意這一說
法。中國已明確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的前進方向，且要堅定不移地走下去。

高永中指出，中共十八大描繪了
中國未來的美好藍圖，讀懂了十八大
，也就讀懂了中國的未來。中國共產
黨在處理歷史與未來、變與不變的關
係時有兩句要緊的話，那就是 「既一
脈相承，又與時俱進」，因為實踐創
新永無止境、認識真理永無止境。

李克強晤美企業家
稱破除貿易障礙利在雙方

劉奇葆：文藝撫民心勝千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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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務院副總理李克強27日在北京中南海紫光閣會見來華參加中美商界領導合作計劃年度對話
的美國著名企業和金融機構負責人。 新華社

（205人）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
、中宣部部長劉奇葆27日在京出席中國曲
藝家協會第七次全代會開幕式 新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