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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據中新社北京六日消息：中國致公黨
第十四次全國代表大會6日在北京閉幕，會議選舉產
生了由118名中央委員組成的新一屆中央委員會。

會議期間舉行的致公黨第十四屆中央委員會第一
次全體會議選舉產生了由 34 名委員組成的第十四屆
中央常務委員會和新一屆致公黨中央領導機構，萬鋼
連任主席，蔣作君、王珣章、程津培、楊邦杰、嚴以
新、黃格勝、曹小紅、李卓彬、閻小培當選副主席。

萬鋼在閉幕式講話中指出，致公黨要緊緊抓住堅
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條主線，深刻體會建設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總依據、總布局、總任務，引導
廣大黨員進一步增強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道路自信
、理論自信、制度自信；要把思想和行動統一到中共
十八大精神上來，把智慧和力量凝聚到實現中共十八
大提出的奮鬥目標和各項任務上來，切實履行參政黨

職責，進一步提高參政議政、民主監督的能力和水平。
大會要求，致公黨要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

系為指導，推進政治交接，鞏固政治共識，增強堅持
中國共產黨領導的自覺性與堅定性；要進一步增強自
身活力，全面推進高素質參政黨建設，提高政治把握
能力、參政議政能力、組織領導能力、合作共事能力
；要堅持以促進改革、發展和創新作為參政議政第一
要務，緊緊圍繞國家重點熱點問題建言獻策；要切實
發揮民主監督作用，積極反映社情民意，使國家的決
策更符合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要以關注民生、
服務社會為立足點，不斷提高扶貧幫困的整體能力和
水平，着力促進民生改善與社會和諧；要堅持發揮
「僑」「海」優勢，積極維護歸僑僑眷、港澳台同胞和

海外僑胞的合法權益和正當利益，團結他們為促進兩
岸和平統一和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發揮積極作用。

據中新社北京六日消息：在認真聽取了大家的發
言後，習近平指出，今年以來，面對國際經濟的複雜
環境，面對國內改革發展穩定的繁重任務，我們堅持
以科學發展為主題、以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為主線
，按照穩中求進的工作總基調，及時加強和改善宏觀
調控，把穩增長放在更加重要位置，在穩增長、調結
構、促改革、惠民生等方面都取得了積極進展。黨外
人士向中共中央、國務院提出意見和建議，為我們科
學決策、科學施政發揮了重要作用，為推動經濟社會
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

習近平強調，在充分肯定中國經濟社會發展基本
面是健康的前提下，我們決不能低估當前和今後一個
時期所面臨的風險和挑戰，主要是世界經濟低速增長
態勢仍將延續，總需求不足和產能相對過剩的矛盾有
所上升，企業生產經營成本上升和創新能力不足的問
題並存，經濟發展和資源環境的矛盾有所加劇。我們
要堅持 「兩點論」，一分為二看問題，既要看到國際
國內形勢中有利的一面，也要看到不利的一面，從壞
處着想，做最充分的準備，爭取較好的結果。

習近平指出，明年是全面貫徹落實黨的十八大精
神的開局之年，做好明年經濟社會發展工作十分重要
，要以提高經濟增長質量和效益為中心，穩中求進，
開拓創新，扎實開局，進一步深化改革開放，進一步
強化創新驅動，實現經濟持續健康發展和社會和諧穩
定。

必須是沒有水分的增長
一是要保持經濟增長，繼續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

和穩健的貨幣政策，增強經濟增長的內生活力和動力
，增長必須是實實在在和沒有水分的增長，是有效益
、有質量、可持續的增長。

二是要加強和鞏固農業基礎地位，加大對農業的
支持力度，加強和完善強農惠農富農政策，加快發展
現代農業，確保國家糧食和重要農產品有效供給。

三是要推動結構調整取得明顯進展，在穩定外需
的同時努力擴大內需，加大產業結構調整升級力度，
穩步推進城鎮化健康發展。

四是要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方向，搞好頂
層設計，及時推出一些有針對性的改革措施，堅持整
體漸進和局部突破相結合，大膽探索，務求實效。

五是要大力保障和改善民生，重點保障低收入群
眾基本生活，做好高校大學生生活困難補助，注重穩
定和擴大就業，加強城鄉社會保障體系建設，引導群
眾樹立通過勤勞致富改善生活的信念，從而使改善民
生既是黨和政府工作的方向，又成為廣大人民群眾自
身奮鬥的目標。

溫家寶、李克強、張德江、俞正聲、劉雲山、王
岐山、張高麗出席座談會。溫家寶通報了經濟工作有
關情況，介紹了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做好明年經濟
工作的考慮。

【本報訊】據新華社北京六
日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
中央軍委副主席范長龍（見圖）6
日在全軍高級幹部學習貫徹黨的
十八大精神研討班講話強調，軍
隊學習貫徹黨的十八大精神，最
核心的要求就是始終不渝堅持黨
對軍隊絕對領導。

他強調，任何時候任何情況
下，都要確保部隊絕對忠誠、絕
對純潔、絕對可靠，在思想上政
治上行動上與黨中央、中央軍委
保持高度一致，堅決維護黨中央
、中央軍委權威，堅決聽從黨中
央、中央軍委和習主席指揮。

范長龍強調，要緊密團結在
以習近平為總書記的黨中央周圍
，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
幟，以鄧小平理論、 「三個代表

」重要思想、科學發展觀為指導
，認真落實習主席關於軍隊走在
前列的要求，持續興起學習貫徹
黨的十八大精神的熱潮，努力開
創國防和軍隊建設新局面，為全

面建成小康社會提供堅強安全保
障。范長龍指出，要把增強 「三
個自信」、 「一個信賴」，作為
學習貫徹黨的十八大精神最重要
、最有效的抓手，真正把思想統
一起來，把力量凝聚起來，為實
現黨的十八大提出的戰略任務貢
獻力量。

范長龍強調，要下定決心，
奮力實現 「能打仗、打勝仗」的
目標要求。要繼承發揚我黨我軍
的優良傳統和革命精神，保持人
民軍隊的根本性質。要堅持從自
身做起，從現在做起，從能改的
改起，務使作風建設有明顯進步
。要選拔好、使用好各級領導幹
部，確保槍桿子牢牢掌握在忠於
黨的可靠的人手中。

【本報訊】據新華社北京六
日消息：近日，中共中央政治局
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宣部
部長劉奇葆（見圖）分別到中央
外宣辦、文化部調研，強調宣傳
思想文化戰線要把學習宣傳貫徹
黨的十八大精神作為工作主線，
扎實推進社會主義文化強國建設
，進一步推動興起學習宣傳貫徹
十八大精神的熱潮。

劉奇葆先後考察了外宣成果
展示、網絡新聞宣傳、公共文化
服務、對外文化交流等工作，聽
取了中央外宣辦、文化部的工作
情況匯報，並與有關負責人進行
了座談。

劉奇葆指出，宣傳思想文化
戰線要按照中央統一部署，把學
習宣傳貫徹十八大精神作為首要

政治任務，作為頭等大事，精心
組織、確保實效，在深入淺出、
入腦入心上下功夫，在指導實踐
、推動工作上下功夫，引導廣大
幹部群眾把思想統一到十八大精

神上來，把力量凝聚到實現十八
大確定的各項任務上來。

劉奇葆指出，要準確把握黨
和國家事業發展對宣傳思想文化
工作提出的新要求，準確把握人
民群眾精神文化生活新期待，認
真研究新形勢下外宣工作和文化
工作面臨的重大問題。要深入研
究對外宣傳和對外文化交流的特
點和規律，探索深化工作的途徑
和辦法。要深入研究加強互聯網
建設、運用和管理，唱響網上主
旋律。要深入研究深化文化體制
改革的目標任務、政策措施，更
好地促進文化事業文化產業發展
，進一步解放和發展文化生產力
。要深入研究加強文化產品創作
生產引導，努力提高文化產品品
質、多出精品力作。

【本報訊】中共中央11月30日在中
南海召開黨外人士座談會，中共中央總書
記習近平主持座談會並發表重要講話。習
近平強調，在充分肯定中國經濟社會發展
基本面是健康的前提下，我們決不能低估
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所面臨的風險和挑戰
，從壞處着想，做最充分的準備，爭取較
好的結果。

萬鋼連任致公黨主席

【本報訊】據中通社六日消息：
據長江日報報道，中共中央總書記習
近平帶領6位政治局常委，從中南海
出發到國家博物館參觀《復興之路》
展覽，沿途不封路，而是跟着社會車
輛過來的。4日，在武漢市委會議中
心的全市學習貫徹十八大精神研討班
上，十八大報告起草組成員、中央宣
講團成員、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主任
歐陽淞在作輔導報告時，披露了這一
細節。

巧的是，就在4日當天，中央政
治局審議通過了改進工作作風密切聯
繫群眾的 「八項規定」，出行不封路
不清場，是其中重要一項。昨日，經
媒體發布，這 「八項規定」受到廣泛
關注和好評。

歐陽淞講述，11 月 29 日，習近
平和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克強、張德江
、俞正聲、劉雲山、王岐山、張高麗
等一起到國家博物館參觀《復興之路
》展覽。作為這一展覽主辦單位的負
責人之一，他當天上午在展覽現場靜
候參觀團隊到來。

隨社會車輛一起走
等待中，歐陽淞等接到中央辦公

廳電話，稱習近平已從中南海出發。
從中南海到國家博物館，歐陽淞說按
感覺，車隊大約只要5分鐘就到了，
可當天 10 分鐘過去了，也沒看到車
隊到達。

後來問了原因，原來一路上，習
近平等一行的車隊是隨着社會車輛一

起走的，沿途沒有清道。
歐陽淞介紹，通常情況下，在北京行車如果清道封路，

一般要留兩股道，其中一股道讓車隊走，另一股道站着維持
秩序的警察， 「一旦清道封路，交通會變得較擁擠」。

「這雖是一次具體安排，一個小細節，但反映了新一屆
黨中央集體良好的親民作風」，歐陽淞4日評價說。事實上
，十八大閉幕以來中國政壇呈現的不少新氣象，已持續成為
社會關注的熱點。

傳中央領導人來深圳視察

▲記者從麒麟山莊內部獲悉，近日似有迎接領
導人的準備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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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長龍：堅持黨對軍隊絕對領導 劉奇葆：把握人民文化生活新期待

保持經濟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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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結構調整
取得明顯進展

大力保障和改善民生

【本報記者黎冬梅深圳六日電】據消息人
士透露，近日將有中央領導人到深圳視察。深
圳羅湖區一帶工作人員連日打掃街道、清潔環
境、擺放鮮花、綠化裝飾，由於近日深圳連綿
陰雨，上述做法頗為引人關注。更有來自深圳
羅湖區漁民村的村民指，新任中共中央總書記
習近平將會來視察；6日，媒體間也流傳習近
平將於本周末來深圳的消息，並稱習近平將下
榻深圳麒麟山莊。記者也從麒麟山莊內部獲悉
，近日似有迎接領導人的準備。

與以往中央領導人來地方視察不同，深圳
當地保安並未讓人感到戒備森嚴，也未見有封
路徵兆。分析人士指，如果真是習近平到來，

此種現象可以理解。中央政治局此前剛剛推出
八項規定，要求政治局成員到基層調研要輕車
簡從、減少陪同、簡化接待，同時要改進警衛
工作，減少交通管制，一般情況下不得封路、
不清場閉館。相信習近平此行必將做出表率。

羅湖漁民村忙於清潔裝修
記者從深圳羅湖漁民村了解到，該村近兩

日一直忙於清潔和裝修，不少村民稱， 「聽說
有領導要來，要搞得漂亮一點迎接貴客」。漁
民村臨近羅湖口岸，與香港一河之隔，雖然面
積不大，但每當提起深圳的改革開放，人們的
目光總要投到這個小漁村。在改革第一年，漁

民村村民年收入就達到了 3000 元。1980 年，
漁民村就成為了全國第一個 「萬元戶村」。
1984 年鄧小平到過該村視察，肯定其發展成
績，目前村內仍有鄧小平視察的浮雕，村民對
鄧小平存有深厚感情。2010 年，國家主席胡
錦濤也曾到訪過該村。

分析人士同時指出，習近平在出任中共總
書記視察地方的第一站如選擇改革開放的窗口
深圳，將具有特殊含義。繼鄧小平南巡 20 年
後，深圳將再吹東風。不久前，習近平在參觀
「復興之路」大型展覽時曾引述鄧小平南巡講

話名言 「空談誤國，實幹興邦」，此八個字當
年曾率先在深圳蛇口立起標語牌。

▲11月29日，中共中央總書記、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
和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克強、張德江、俞正聲、劉雲山、
王岐山、張高麗等來到國家博物館，參觀《復興之路》
展覽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