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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賈磊北京十四日電】習近平當選中共
中央總書記後首次離京考察，是新班子履新一個月以
來的 「重頭戲」。南巡考察選定作為改革開放前沿陣
地的廣東，首站又選在深港合作的戰略區域─前海
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此後又赴橫琴新區視察，已
然釋放出強烈信號，中央新班子重視粵港澳合作向深
層次發展，大力支持港澳實現長期繁榮穩定的決心和
信心不變。

習近平此次視察行程中，公開報道最少提及十七
處地方。縱然行程緊密，他亦給予前海和橫琴充分關
注。目前，前海尚未啟動大規模建設，還是一大片荒
地，習近平卻在這裡視察了近一個小時；他的車隊還
在連接澳門和珠海橫琴的跨境大橋蓮花大橋特意繞行
一周，隨後再赴橫琴新區。

要求前海依託香港發展
自信是以習近平為首的新一代領導人留
給外界的印象，習近平對香港的發展也

始終關心和充滿信心。他要求前海快
馬加鞭、加快建設速度，既有對深港
合作發展的信心，也蘊含着期待。

有北京學者認為，習近平對前海
、橫琴等地的考察，意味未來將和

香港、澳門在經濟上建立更緊
密的聯繫和對接，同時內
地也更要學習香港、澳門

在政府和社會管理上的有益經驗。
「中央都授權給你們了，你們就要大膽地往前走

。」習近平要求前海的發展要依託香港、面向世界，
將其定位為改革的試驗田，為全國探索經驗。這片
「特區中的特區」肩負起為改革開放繼續探路的重任

。按照這一要求，前海未來的飛速發展，或將對香港
和內地產生深遠影響。

2008年7月，主管港澳事務的習近平首次以中共
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家副主席身份訪港時，即鄭重承
諾： 「只要是對香港經濟發展、民生改善有利的事情
，中央政府都會繼續積極予以支持」。國務院副總理
李克強也在2011年訪港時宣布 「36條」挺港措施，為
香港發展注入新的活力。

正如在深圳蓮花山向鄧小平銅像敬獻花籃結束後
，香港記者向習近平提問所獲得的回應那樣，在重視
並熟悉香港、勤勉務實的新班子領導下， 「香港一定
會繁榮昌盛」。

習近平
●何謂中國夢？我以為，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就是中華民族
近代最偉大的中國夢。

●空談誤國，實幹興邦。
●憲法的生命在於實施，憲法的權威也在於實施。
●改革不停頓、開放不止步。

李克強
●堅決破除一切妨礙科學發展的體制機制弊端。
●市場經濟本質是法治經濟，體制改革與法治建設相輔相成。
●以人民利益至上、以人民健康為重，這是政府應盡的責任。
●作為政府，有責任調動各方面力量加大污染防治力度，不欠新
帳、多還舊帳，在充分提供物質產品、文化產品的同時，更多
提供生態產品。

劉雲山
●抓 「八項規定」 的落實，貴在領導帶頭、難在長期堅持、重在
形成機制。

●判斷落實情況好不好的標準，是老百姓提出的問題有沒有得到
解決。

王岐山
●你們說新官上任三把火，我們更希望的是潤物細無聲，不大搞
動靜，但是也不能有困難就不做。

●信任不能代替監督。
（本報記者賈磊整理）

從 11 月 15 日新一屆政治局常委與中外記者見面
會到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體學習，習近平總書記在短
短三天內 「兩談」反腐敗問題，無論是強調 「打鐵還
需自身硬」，還是引用 「物必先腐，而後蟲生」等詩
句，都顯示出以習近平為總書記的黨中央決心狠抓黨
內廉政建設，確保幹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
永葆共產黨人清正廉潔的政治本色。

物必先腐而後蟲生
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共十八屆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

體學習會議上指出： 「一些國家因長期積累的矛盾導
致民怨載道、社會動盪、政權垮台，其中貪污腐敗就
是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大量事實告訴我們，腐敗問題
越演越烈，最終必然會亡黨亡國！我們要警醒啊！」

縱觀習近平的從政生涯，反腐敗的印記始終貫穿
其中。1980年代末期，在福建工作的習近平就告誡當
地的領導幹部：「千萬不要既想當官又想發財，還要利
用手中權力謀取私利，官商結合必然導致官僚主義」。

王岐山在中紀委座談會上強調，要清醒認識黨風
廉政建設和反腐敗鬥爭的長期性、複雜性、艱巨性，
堅持標本兼治、綜合治理、懲防並舉、注重預防的方
針，堅決查處違紀違法案件，研究並實施制度創新，
全面推進懲治和預防腐敗體系建設。

從雷政富，到李亞力，再到李春城，十八大後的
一系列反腐動作，表明十八大報告 「不管涉及什麼人
，不論權力大小、職位高低，只要觸犯黨紀國法，都
要嚴懲不貸」所言非虛，表明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正
黨風、肅黨紀皆在 「實」上見真功。

─盤點中央新班子施政滿月

從11月15日至今，新一屆中共中央領導集體履新整整一
個月。30天來，習近平為總書記的執政新班底，以 「中國夢
」 的圖景為精神感召，以 「空談誤國、實幹興邦」 為理念，
不斷予國人新的驚喜。習近平首次離京視察廣東，短短四天
時間，能查閱到的公務活動多達十八場。不難看出，一個夙
夜在公、勤勉工作的執政團隊，正傳遞出矢志改革的力量。

新的執政班底從中國最基層成長，從公務員隊伍中一步
步起步。這一代的領導人深知中國的國情世情和民眾的呼聲
，對國富民強和民族復興具有強烈的使命感。 「我要再一次
強調 『空談誤國，實幹興邦』 這個口號。」 《南方日報》刊
登《習近平總書記考察廣東紀實》，習近平再次動情發出參
觀 「復興之路」 展覽中的同一表述。言之切切，號召國人為
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 「中國夢」 而奮鬥。

【本報記者孫志北京十四日電】

新華社在其評論員文章《永不停頓，永不止步
─學習習近平總書記廣東考察重要講話之一》的總
結道： 「『御政之首，鼎新革故』。新一屆中共中央
領導集體履職近一個月來的言行，向世人展現了堅持
改革創新、奮發有為的精神風貌。」

12月7日到11日，習近平利用北京以外的首個正
式行程，到過去20年期間處於經濟改革前沿的廣東省
考察，此行充滿象徵意義。鄧小平在1992年的 「南巡
」啟動了一輪改革，推動中國經濟加速發展。習近平
發出了推動新一輪改革的呼籲： 「改革開放是決定當
代中國命運的關鍵一招，勇於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籬。」

深圳是經濟改革的同義詞。習近平在廣東視察企
業、農村、部隊，頻頻談到改革，有評論說： 「習近
平不是第一個談到中國需要改革的中國領導人，但他
的改革言論在語氣上比以往的領導人更加緊迫更加有
力。」

改革是中國最大紅利
習近平指出，現在中國改革已經進入攻堅期和深

水區，我們必須以更大的政治勇氣和智慧，不失時機
深化重要領域改革。深化改革開放，要堅定信心、凝
聚共識、統籌謀劃、協同推進。改革開放也永無止境
，停頓和倒退沒有出路。我們要堅持改革開放正確方
向，敢於啃硬骨頭，敢於涉險灘，既勇於衝破思想觀
念的障礙，又勇於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籬。要尊重人民
首創精神，在深入調查研究的基礎上提出全面深化改
革的頂層設計和總體規劃，尊重實踐、尊重創造，鼓
勵大膽探索、勇於開拓，聚合各項相關改革協調推進
的正能量。

「改革是中國最大的紅利」。中共中央政治局常
委、國務院副總理李克強在全國綜合配套改革試點工
作座談會發出最充滿個性的改革宣言。他指出，經濟
體制改革走到今天，碰到的問題千頭萬緒，眉毛鬍子
一把抓，有可能事倍功半，但如果抓住牽一髮動全身
的改革突破口，不僅可能事半功倍，甚至可能是十倍
、二十倍。此次會議的內容和主題，會後被部分人士
解讀為 「十八大後中南海向外界釋放的改革信息」。

中共中央政治局12月4日召開會議，審議並一致
通過了中央政治局關於改進工作作風、密切聯繫群眾
的八項規定。新一屆中共中央領導集體亮相整整二十
天，這八條鐵律是政治局自身的 「從我做起」，可以
說是對習近平 「打鐵還需自身硬」的有力響應。

此次會議出台的八項規定，無疑是廣大網友關注
的焦點。 「抓作風建設，首先要從中央政治局做起」
確是此次會議的亮點。從改進調研到改進新聞報道，

從開短會、講短話，到不得封路、不清場閉館等，八
項規定細緻的回應了群眾和民間的呼聲。

輕車簡從零距離接觸民眾
「子帥以正，孰敢不正。」政治局會議強調，抓

作風建設，首先要從中央政治局做起，要求別人做到
的自己先要做到，要求別人不做的自己堅決不做，以
良好黨風帶動政風民風，真正贏得群眾信任和擁護。
有學者解讀為： 「改革工作作風是手段而不是目的。
以工作作風為切入口的改革舉措，實際為後來改革鋪
路。」

其實，在11月29日，七常委在參觀 「復興之路」
展覽就沒有封路和進行交通管制。習近平在廣東視察
期間， 「不清場、不擾民」。網友並通過進行實時報
道： 「探訪習近平車隊，便衣安保未呵斥攔截」；在
部隊視察時，習近平與士兵共進午餐自己打飯，並說
「自己動手，豐衣足食」，親自盛飯盛菜。這些與百姓的零
距離接觸，透露出親民愛民的形象和務實的作風。

一個月內，李克強開會要求不准念稿，劉雲山說
「講空話連野豬都不信」，王岐山開會打斷套話等等

，都為其他領導幹部轉變作風樹立了榜樣和表率。

中共十八大閉幕後，習近平在首次政治局學習上
講話說，要永遠銘記黨的三代中央領導集體和以胡錦
濤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作出的
歷史性貢獻。

習近平指出，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一代
中央領導集體，為新時期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提供
了寶貴經驗、理論準備、物質基礎。以鄧小平同志為
核心的黨的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成功開創了中國特
色社會主義。以江澤民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三代中央
領導集體，成功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推向二十一世紀
。新世紀新階段，以胡錦濤為總書記的黨中央，成功
在新的歷史起點上堅持和發展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革命傳統資源是寶貴財富
「可以看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承載着幾代中

國共產黨人的理想和探索，寄託着無數仁人志士的夙

願和期盼，凝聚着億萬人民的奮鬥和犧牲，是近代以
來中國社會發展的必然選擇，是發展中國、穩定中國
的必由之路。」習近平說。尊重歷史傳統，這彰顯出
新一代領導人對中國道路發展邏輯的認知達到了新的
理論高度。

習近平曾說過，革命傳統資源是共
產黨的寶貴精神財富。革命傳統不能丟
，革命資源不能棄，它是社會主義核心
價值體系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在廣東
視察期間，習近平向鄧小平銅像敬獻
花籃，種下一棵高山榕樹，以這種
方式向改革總設計師致敬，並與歐
廣源、李灝、梁廣大、陳開枝等
四位當年曾陪同鄧小平南巡視
察的老同志交流座談。

12月5日，習近平在與在華工作的外國專家代表
親切座談時說，我們的事業是同世界各國合作共贏的
事業。國際社會日益成為一個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
命運共同體。中國不僅是合作共贏的積極倡導者，更
是合作共贏的切實踐行者。

習近平總書記的外事活動 「首秀」就邀請外國專
家座談，聽取專家們對中國建設的建議和看法，看點
多多。在外國友人面前，習近平展現了嚴謹務實的作
風，以及現代性、開放性的形象，傳遞追求 「合作共
贏」的迫切願望。

在世界愛滋病日到來前夕，李克強與防治愛滋病
民間組織、有關國際組織的代表座談。深藍工作組、
愛之光、海河之星、青春紅絲帶社團等12家民間組織
的代表爭相發言，介紹為愛滋病高危人群、感染者和
患者服務的情況。李克強說，你們從事的都是善舉，
相互支持、守望相助體現了人性的光輝、人道的力量
。我們會更加注意聽取來自民間組織的聲音，你們發
揮優勢和作用的空間會更大。

開門納諫問計於民
中紀委書記王岐山也在借重智囊力量，聽取 「民

智」共商反腐大計。他在座談會上推薦的法國人托克
維爾的《舊制度與大革命》，希望以其法國大革命時
期的歷史事件能夠激發今天中國人革除痼疾的思維。

從中不難看出，新一代領導集體開門納諫，問計
於民的工作思路，體現出其廣闊的執政視野和開放現
代的執政理念。

抓改革 勇於突破利益固化藩籬

革舊習 八條鐵律從政治局做起

念傳統 復興中國夢凝國人夙願

新形象 現代性開放性接軌世界

肅貪腐 倡廉潔樹清風嚴懲貪官

【本報記者賈磊北京十四日電】在就任
中央軍委主席的第一個月，習近平先後三次
在不同場合對國防和軍隊建設提出要求，全
面闡述自己的治軍思想、強軍抱負，並提出
「強軍夢」 。從這三次論述來看，堅持黨對
軍隊絕對領導、堅決完成各項軍事鬥爭任務
和軍隊建設、保持解放軍光榮傳統和優良作
風構成其治軍思想的三大基石。

堅持黨對軍隊絕對領導
中共十八大閉幕後三天，習近平主持中

央軍委擴大會議時提出 「五個必須」 ：必須
把學習貫徹黨的十八大精神作為首要政治任
務抓緊抓好；必須毫不動搖堅持黨對軍隊的
絕對領導；必須堅決完成各項軍事鬥爭任務
；必須按照全面建設的思想努力推進軍隊的
革命化現代化正規化建設；必須始終保持我
軍光榮傳統和優良作風。他特別提出，軍隊
高級幹部要旗幟鮮明反對腐敗，帶頭遵守廉
潔自律各項規定。

11月23日，習近平首次為上將授銜。
在北京八一大樓，他向晉升上將軍銜的中央

軍委委員、第二炮兵司令員魏鳳和頒發
命令狀。12月5日，習近平在會見二

炮第八次黨代表大會代表時，要求努力建設
一支強大的信息化戰略導彈部隊。

要求部隊 「三個牢記」
在廣東考察期間，習近平分別於12月8

日、10日在海軍南海艦隊 「海口」 艦、某集
團軍和廣州軍區機關考察，會見駐深圳、珠
海部隊團以上領導幹部和駐穗部隊師以上領
導幹部。這也是他就任軍委主席後首次視察
作戰部隊。

在這一場合，他首次提出了 「強軍夢」
，強調部隊要 「三個牢記」 ：堅決聽黨指揮
是強軍之魂，能打仗、打勝仗是強軍之要，
依法治軍、從嚴治軍是強軍之基，全面加強
革命化現代化正規化建設。這一論述是對致
力於實現 「三步走」 戰略 「第二步」 的中國
軍隊，實現十八大提出到2020年基本實現
機械化、信息化建設取得重大進展的鼓勵和
鞭策。

習近平提出 「要堅持用打仗的標準推進
軍事鬥爭準備」 、 「堅持從實戰需要出發從
難從嚴訓練部隊」 、 「要不折不扣落實依法
治軍、從嚴治軍方針」 ，也是他的 「實幹」
思想的又一體現。

三論國防宣示強軍夢

新班子挺港信心不變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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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新班子金句

[
▲ 11月29日，習近

平和李克強、張德江
、俞正聲、劉雲山、
王岐山、張高麗等參
觀 「復興之路」 展覽

新華社

▲

習近平在深圳羅
湖區漁民村社區與
居民握手交談

新華社

▲習近平在廣州軍區登上兩棲突擊車了解裝備
新華社

▲習近平在 「海口」 艦上與水兵一同就餐 新華社

▲習近平檢閱 「海口」 艦儀仗隊 新華社

◀

香港市民駐足商場大屏幕前關注
中共十八大消息報道 法新社

▲北京市民在選購中共十八大文件及學習輔導讀物
新華社

▲ 11月 15日，習
近平等十八屆中央
政治局常委在北京
人民大會堂與中外
記者見面

新華社

▲習近平9日在廣州主持召開經濟工作座談會
新華社

▲習近平在深圳羅湖區漁民村社區考察時看望居民
新華社

二〇一二年十二月十五日 星期六

11月15日
●七常委與採訪中共十八大中外記者見面

11月16日
●中央軍委擴大會議舉行，習近平主持會議

11月17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體學習，習近平要求
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11月19日
●中央紀委監察部機關召開全體黨員幹部大會，
王岐山要求深入推進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鬥爭

11月21日
●李克強主持召開全國綜合配套改革試點工作座
談會，強調改革開放是最大 「紅利」 ，堅決破除
一切妨礙科學發展的體制機制弊端

11月22日
●中共十八大精神中央宣講團動員會在北京召開
，習近平作重要批示，劉雲山出席並講話

11月23日
●習近平向晉升上將軍銜的中央軍委委員、第二
炮兵司令員魏鳳和頒發命令狀

11月26日
●習近平號召黨員幹部學習中航工業瀋飛董事長
、殲15總指揮羅陽

11月28日
●俞正聲出席黨外人士學習貫徹中共十八大精神
座談會並講話

11月29日
●七常委首次集體活動，參觀《復興之路》展覽

11月30日
●中共中央召開黨外人士座談會，就當前經濟形
勢和明年經濟工作聽取各民主黨派中央、全國工
商聯領導人和無黨派人士意見和建議

12月4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審議關於改進工作
作風、密切聯繫群眾的八項規定，分析研究
2013 年經濟工作。在人民大會堂召開大會紀念
憲法公布施行 30 周年，習近平強調要維護憲法
權威，捍衛憲法尊嚴，保證憲法實施

12月5日
●習近平會見二炮第八次黨代表大會代表，要求
努力建設一支強大的信息化戰略導彈部隊。習近
平同在華工作的外國專家代表座談，這是他當選
中共中央總書記後第一次會見外賓

12月7日至11日
●習近平在廣東考察，視察深圳、珠
海、廣州等地及南海艦隊、廣州戰區
，強調改革不停頓、開放不止步

12月13日
●習近平會見美國前總統卡特，
強調中美關係在新形勢下要不畏
艱難，勇於創新，積累正能量。
劉雲山主持召開中央黨建工作領
導小組會議

（本報記者賈磊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