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習近平提五點意見
改革開放是一場深刻革命，必須堅持正確方向，沿正確道路推進
改革開放是前無古人的嶄新事業，必須堅持正確的方法論，在不斷實踐探索中
推進
改革開放是一個系統工程，必須堅持全面改革，在各項改革協同配合中推進
穩定是改革發展的前提，必須堅持改革發展穩定的統一
改革開放是億萬人民自己的事業，必須堅持尊重人民首創精神，堅持在黨的領
導下推進

關 昭

反對派遊行亂港擾民挨罵 收起你們的龍獅旗！

井水集

反對派元旦 「倒梁」 遊行，部分參
加者入夜後瘋狂衝擊警方防線、躺倒大
馬路，令來往交通受阻達數小時，警方
對此種罔顧他人權利、破壞社會安寧的
做法予以譴責，市民大眾亦對反對派亂
港擾民的惡行越來越反感。

事實是，反對派前天的遊行，與改
善經濟民生無關、與促進政府施政無關
、與市民利益包括普選也並無任何關連
，而只是一場徹頭徹尾的政治鬧劇而已
。他們甚至連一些像樣的訴求也提不出
，只是在那裡重複又重複的指責梁振英
「僭建」 、 「講大話」 。但有關問題特

首本人已一再道歉及解釋，市民大眾亦
已再無追究的興趣，因此不僅遊行人數
只有 「民陣」 及 「蘋果日報」 事前吹噓
的十三萬的 「零頭」 ，整個遊行過程就
像一部流動 「大型人肉錄音機」 ，在那
裡重複播放 「梁振英下台」 的濫調，途
人都聽得厭煩。

當前，港人社會存在各種各樣的民
生問題和訴求，元旦日加風再起，兩電
齊齊加費、西隧及大欖隧道加價，升斗
市民牛肉吃不起、 「地溝油」 陰影來襲
，還有最低工資調升至三十元及標準工

時立法亦已提上日程，但反對派對這些
關乎社會民生的議題根本不關心、不研
究，他們 「獨沽一味」 就是 「倒梁」 ，
就是要反對為中央和 「中聯辦」 所支持
、信任的特首，只此而已，豈有他哉。
這樣的遊行，只是政治叫囂和宣泄，根
本不可能達到任何正面效益。

更重要的是，就算 「師出有名」 ，
遊行集會也必須依法而行，要按照警方
批准的路線和規則進行，但在前天的遊
行中，他們不僅不理會警方勸喻，沿途
擺 「街站」 賣物和籌款，而且在企圖衝
上禮賓府不遂之後大肆搗亂，衝破警方
防線，走出花園道、大道中，佔據行車
線，一批戴上 「V煞」 面具的青年還躺
倒在馬路中央，立法會議員 「長毛」 梁
國雄和 「人民力量」 的陳偉業則在一旁
指揮，他們最後被警方帶走。

而在搞事者佔據馬路期間，中區來
往交通陷於停頓，不少參加完元旦慶祝
活動的市民都急於回家，他們只能響號
表達不滿，個別駕車人士則氣憤得下車
和 「V煞」 理論，質問你們有示威的自
由，難道我們就沒有使用道路和回家的
權利？場面一度十分 「火爆」 ，如果不

是警方在場勸止，以及市民普遍比較自
制，一場市民與搞事者的肢體衝擊勢難
避免。

事實是，反對派在梁振英政府上台
以來發起的抗中亂港活動，無論是性質
還是形式，較諸以往都更為囂張、更為
惡劣、也更為嚴重。他們不僅僅是從一
般經濟、社會、民生角度對政府的施政
有所不滿，而是一開始便已經定下要梁
振英下台、要中央和 「中聯辦」 「縮手
」 的政治 「基調」 ，企圖以梁振英個人
行為上的一些不當為 「缺口」 ，攻破 「
一國兩制」 底線，直接質疑、攻擊和挑
戰中央對特首、對政制的任命權和主導
權，企圖掀起回歸以來最大的一場政治
惡浪。

反對派惡行遭到市民反對，決非偶
然。中國 「十八大」 後，以習近平為總
書記的新一代中央領導集體產生，精神
煥發、面貌一新、說到做到，而且底氣
足、人氣旺、聲勢盛，港人對此都感到
欣慰和鼓舞。反對派要 「倒梁」 、要抗
中亂港，與市民的願望和利益背道而馳
，焉能不挨罵？

反對派元旦發起 「倒梁」 遊行，
其中，一個自稱 「我係香港人、唔係
中國人」 的網上群組約一百五十人，
去到西環 「中聯辦」 門前搗亂，焚燒
國旗，還播放英國國歌和在自製旗杆
上升起英國殖民管治時期的香港 「龍
獅旗」 ，喊叫 「抗議中共干政」 等口
號，態度囂張，令人憤慨。

這幫人的一個姓陳發言人聲稱，
他們不是鼓吹 「港獨」 ，只是覺得港
英時代管治較好，以及不滿內地多次
「干預」 香港內政，還聲稱要向聯合

國 「求助」 云云。
這一網上群組，包括那名姓陳發

言人，如果能夠公開聲明不是鼓吹 「
港獨」 ，那最少證明他們還不至於是
一群政治 「白痴」 或 「糊塗蟲」 。事
實是如果要搞 「港獨」 ，他們大概已
經遲出生了四、五十年。早在港英殖
民管治時期的上世紀六、七十年代，
香港的確有人想過要搞 「獨立」 ，但
不用中國出聲反對，港英殖民政府也
早已暗中 「叫停」 ，因為英國人到底
是政治老手，知道 「港獨」 根本無可
能，因為中國在領土主權問題上不會

袖手。回歸前尚且如此，如果有人以
為今天的中國、回歸後的香港，還有
可能 「港獨」 ，那就的確只能說一句
「痴人說夢」 了。

但是，既然明知 「港獨」 不可能
，那麼他們在遊行中去到 「中聯辦」
門前揮舞 「英國香港旗」 ，又是什麼
意思？什麼居心？難道他們以為如此
就能 「嚇怕」 人，令中央 「不敢」 再
「干預」 香港事務了嗎？

他們說，揮舞 「英國香港」 旗，
是因為英國管治香港管得比較好；如
果他們確是因為這個原因的話，那麼
，唯一的、最合理的做法，就是他們
也來努力的參與，用正面的、有建設
性的聲音和行動來協助特區政府 「管
好香港」 ，而不是去到 「中聯辦」 門
前揮舞一面早已退出歷史舞台的舊旗
幟。揮舞 「英國香港」 旗，英國不會
「回來」 、殖民管治更不會 「回來」

，有一點志氣和骨氣的什麼 「群組」
，還是用心好好的做一個香港人、中
國人吧！

習近平：改革開放是深刻革命
主持政治局第二次集體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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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十八屆中共中央政治
局2012年12月31日就堅定不移推進改
革開放進行第二次集體學習。中共中
央總書記習近平在主持學習時強調，
必須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改革方
向，堅持對外開放的基本國策，以更
大的政治勇氣和智慧，不失時機深化
重要領域改革。

社 評

落實鐵律八條17省立規
【本報訊】在中共中央提出改進工作作風、密切聯繫群

眾的八項規定後，中國內地已有17個省（區、直轄市）出台
實施細則。

中新社引述北京官方媒體報道稱，截至1月1日，已有甘
肅、江蘇、安徽、山西、湖南、新疆、黑龍江、西藏、湖北
、青海、福建、浙江、雲南、江西、北京、山東、寧夏等17
個省（區、直轄市）向社會公布了具體實施細則。

各地出台的細則大多 「因地制宜」，針對民眾關注的改
進調查研究、精簡會議活動、精簡文件簡報、規範出訪活動
、改進警衛工作、改進新聞報道、嚴格文稿發表、厲行勤儉
節約等方面提出了較為具體的措施。

除根據八項規定提出具體要求外，各省還提出改進作風
的其他具體規定。江蘇省要求要力解決民生難題，堅持和
完善領導幹部接訪下訪制度。

自上而下 律人先律己
湖南省要求領導幹部加強督促檢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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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教育身邊工
作人員嚴格按規定辦事。

福建省要求改進督查考評工作，各類評先評優突出先進
性和民眾公認，實施動態管理，不搞一次評比 「定終身」。
湖南省委要求嚴控各類檢查評比考核驗收活動，不得 「搭車
考核」、 「越權考核」。

福建省提出改進幫扶激勵機關幹部職工工作。健全領導
幹部與機關群眾談心制度。黨組織定期走訪、慰問生活困難
的幹部職工，堅持貴在平時、注重常態和既重物質又重精神
的原則，幫助他們排憂解難。

【本報訊】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1
日上午在全國政協禮堂舉行新年茶話會。胡錦濤、
習近平、吳邦國、溫家寶、賈慶林、李克強、張德
江、俞正聲、劉雲山、王岐山、張高麗等黨和國家
領導人同首都各族各界代表歡聚一堂，共慶2013年
元旦。

建成小康社會號角已吹響
據中新社報道，中共中央總書記、中共中央軍

委主席習近平在茶話會上發表重要講話。他強調，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是造福人民的美好事業，也
是需要我們為之付出智慧和力量的艱辛事業。現在
，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號角已經吹響，關鍵是要樹
立起攻堅克難的堅定信心，凝聚起推進事業的強大

力量，緊緊依靠全國各族人民，推動黨和國家事業
不斷從勝利走向新的勝利。

習近平指出，剛過去的2012年，在中國發展征
程上具有特殊重要的意義。面對嚴峻的國際經濟形
勢和繁重的國內改革發展穩定任務，全黨全國各族
人民緊密團結、開拓前進，推動中國經濟社會發展
呈現穩中有進的良好態勢。香港、澳門繼續保持繁
榮穩定，兩岸交流合作進一步深化。對外交流合作
全方位開展，為維護世界和平與促進共同發展作出
了新的貢獻。

保持港澳長期繁榮穩定
習近平強調，2013年，是全面貫徹落實中共十

八大精神的開局之年。要深入學習和全面貫徹落實

中共十八大精神，堅持以鄧小平理論、 「三個代表
」重要思想、科學發展觀為指導，穩中求進，開拓
創新，扎實開局，促進經濟持續健康發展和社會和
諧穩定，加快推進國防和軍隊現代化建設，不斷提
高黨的建設科學化水平。要保持香港、澳門長期繁榮
穩定；鞏固和發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基礎。我們要
同各國人民攜手推進人類和平與發展的崇高事業。

習近平指出， 「眾人拾柴火焰高。」中共十八
大對鞏固和發展最廣泛的愛國統一戰線作出了部署
，賦予人民政協更重大的責任、更光榮的使命。參
加人民政協的各黨派團體和各族各界人士要切實把
思想和行動統一到中共十八大精神上來，共同致力
於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茶話會由全國政協主席賈慶林主持。

據中新社報道，北京官方1日發布消息說，中央黨史
研究室李向前研究員、國家發展改革委宏觀經濟研究院王
一鳴研究員在集體學習中就這個問題進行了講解，並談
了他們的意見和建議。

習近平在主持學習時發表講話指出，必須認真總結
和運用改革開放的成功經驗。他就此提出五點意見：

─改革開放是一場深刻革命，必須堅持正確方向，
沿正確道路推進。在方向問題上，頭腦必須十分清醒，
不斷推動社會主義制度自我完善和發展，堅定不移走中國特
色社會主義道路。

─改革開放是前無古人的嶄新事業，必須堅持正確的
方法論，在不斷實踐探索中推進。摸石頭過河和加強頂層設
計是辯證統一的，推進局部的階段性改革開放要在加強頂層設
計的前提下進行，加強頂層設計要在推進局部的階段性改革開
放的基礎上來謀劃。要加強宏觀思考和頂層設計，更加注重改
革的系統性、整體性、協同性，同時也要繼續鼓勵大膽試驗、
大膽突破，不斷把改革開放引向深入。

─改革開放是一個系統工程，必須堅持全面改革，在各
項改革協同配合中推進。要更加注重各項改革的相互促進、良
性互動，整體推進，重點突破，形成推進改革開放的強大合
力。

尊重人民首創精神
─穩定是改革發展的前提，必須堅持改革發展穩定的

統一。要堅持把改革的力度、發展的速度和社會可承受的程
度統一起來，把改善人民生活作為正確處理改革發展穩定關係的
結合點。

─改革開放是億萬人民自己的事業，必須堅持尊重人民首
創精神，堅持在黨的領導下推進。改革發展穩定任務越繁重，越
要加強和改善黨的領導，越要保持黨同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繫，善
於通過提出和貫徹正確的路線方針政策帶領人民前進，善於從人
民的實踐創造和發展要求中完善政策主張，使改革發展成果更多
更公平惠及全體人民，不斷為深化改革開放夯實群眾基礎。

習近平強調，改革開放只有進行時沒有完成時。改革開放中
的矛盾只能用改革開放的辦法來解決。要積極回應廣大人民群眾
對深化改革開放的強烈呼聲和殷切期待，凝聚社會共識，協調推
進各領域各環節改革，努力把改革開放推向前進。

■改革開放只有進行時沒有完成時。沒有改
革開放，就沒有中國的今天，也就沒有中
國的明天。改革開放中的矛盾只能用改革
開放的辦法來解決。要積極回應廣大人民
群眾對深化改革開放的強烈呼聲和殷切期
待，凝聚社會共識，協調推進各領域各環
節改革，努力把改革開放推向前進。

金句金句習近平習近平

出席全國政協新年茶話會

習近平：開拓創新 扎實開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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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西民眾冬泳迎新年
2013年新年首日，來自廣西各地的2000多名冬泳

愛好者聚集在廣西首府南寧母親河邕江兩岸，以冬泳
的方式迎接新年到來，並以此紀念偉人毛澤東冬泳邕
江55周年。一些冬泳愛好者高舉毛澤東主席及中共中
央總書記習近平的圖像，高喊 「為人民健康服務」 、
「我們冬泳身體好，堅決保衛釣魚島」 等口號，興奮
地渡過300多米的江面。 中新社

◀習近平在全國政協新年
茶話會上發表重要講話時
指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
的號角已經吹響，關鍵是
要樹立起攻堅克難的堅定
信心 新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