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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世矚目的中共十八大今天隆重開幕。這次會議

具有承先啟後、繼往開來的里程碑意義。以胡錦濤

為總書記的中共第四代領導人帶領全國人民創造了

史無前例的黃金十年，為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奠定

了雄厚的基礎。十八大的召開，必將認真總結黃金

十年成功經驗，把握好國家發展的新要求和人民的

新期待，在新一屆領導層帶領下，砥礪奮進，改革

創新，再創下一個更加輝煌的黃金十年。

中共十八大備受關注，成為影響中國未來乃至全

球未來的「大事件」。過去十年在胡錦濤總書記提出

的科學發展觀的指引下，中國取得舉世矚目的輝煌

成就。在短短十年間，中國由一個發展中大國成長

為一個對世界影響舉足輕重的新興大國。2002年，

中國還是世界第六大經濟體，到2011年，已躍升為

第二大經濟體，國內生產總值年均增長10.7%，超過

了人類史上任何一個主要經濟體的GDP增速，創造

出「中國神話」。中國如今是世界第一大製造工業

國、第一大出口國和第一大外匯儲備國，對世界經

濟貢獻率達到20%，成為拉動全球經濟增長的「火

車頭」之一。在全面推進經濟建設的同時，中國的

政治、文化、社會以及生態文明建設也進展迅速，

保證了經濟平穩較快發展、社會和諧穩定。以北京

奧運會和上海世博會的成功舉辦為標誌，中國正以

文明、進步、自信的形象屹立在國際舞台上。國際

輿論認為，世界見證了中國不平凡的十年，十八大

既是對這十年的一個總結，更是對未來十年的規

劃。

下一個十年，中國的改革事業將進入攻堅階段，

中華民族要在全球化、工業化、城鎮化、資訊化的

複雜而緊迫的時空中，實現偉大復興，完成西方國

家近二百年才完成的任務，建成現代化國家，必須

要有源源不斷的科技創新超越前人，同時也超越自

己。中國目前正在經歷調整經濟結構、轉變增長方

式的關鍵階段，社會物質需求、精神需求和資源供

給緊張的矛盾日益突出，不少問題急待解決。十八

大的召開將選舉產生新的中央領導集體，為中國未

來十年的發展規劃清晰藍圖，相信新一屆的中央領

導人有能力、有智慧繼續推進改革，改善人民生

活，妥善處理各方面的挑戰，保證國家平穩有序地

發展，中國建成小康社會的目標將如期實現。

以胡錦濤為總書記的第四代中央領導集體，始終

把保持香港長期繁榮穩定作為新時期治國理政的重

大課題。十八大之後，中央會更加重視保持香港的

長期繁榮穩定，兩地聯繫將進一步密切，香港必將

為國家的繁榮富強繼續發揮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香港繁榮也將獲得更有力的支持。

奧巴馬在國內經濟疲弱之下成功連任，既

反映民眾願意多給他4年落實其未完成的工

作，也是由於羅姆尼未能給民眾「求變」的

信心。然而，奧巴馬獲勝後將面對嚴峻的內

外挑戰：對內「財政懸崖」迫在眉睫；對外

伊朗核問題和敘利亞內戰愈演愈烈，這些都

考驗奧巴馬應變能力和政治智慧。同時，全

球亦關注中美關係的未來走向。中美合則兩

利，鬥則俱損，保持健康穩定發展的中美關

係，符合兩國以至全球利益。奧巴馬應積極

深化中美關係，在其第二個任期致力於早日

建立兩國新型大國關係。

4年前奧巴馬以「改變」的旗號成功入主

白宮。4年過去，奧巴馬雖然成功推動醫保

改革，但同時復甦經濟的承諾仍未兌現。奧

巴馬是二戰後首個在任期間失業率超過7.4%

而連任的總統。然而，羅姆尼卻未能善用奧

巴馬的「致命傷」，反之不斷大打「中國

牌」，甚至宣稱「當選就會宣布中國為匯率

操縱國」，這種敵對思維不但不利中美合

作，而且更不符合美國利益，自然引起了不

少美國選民特別是華裔選民的反感，這亦是

令共和黨再一次飲恨大選的原因之一。

奧巴馬4年前挾「改變」光環入主白宮，現

在光環逐漸消去，更要面對嚴峻的內外困

境，就任之初立即就要處理「財政懸崖」這

個燙手山芋。如果兩黨未能在明年1月達成協

議上調國債上限，屆時「分段強行削赤」將

自行啟動，強制性削減政府部門開支達650億

美元，對華府的運作及美國經濟將造成巨大

衝擊，加上小布什時代的減稅措施將於明年

屆滿，有分析指將拖累美國經濟增長減少

4%。在國際方面，美國在外交上也是到處碰

壁，駐利比亞大使斃命街頭，已經給奧巴馬

的中東外交政策敲響警鐘；伊朗核問題和敘

利亞內戰都非短時間能解決，而美國「重返

亞洲」戰略亦引起亞洲國家的警惕及抵制。

如何調整外交政策將成奧巴馬的一大課題。

奧巴馬當選後，國家主席胡錦濤與總理溫

家寶即分別致電祝賀。今年是中美關係正常

化40周年，中美已形成利益攸關者的密切關

係，在當前全球經濟不景，國際和地區形勢

面臨諸多挑戰形勢下，中美確實需要進一步

加強溝通、協調與合作。中美能否建立相互

尊重、互利共贏的合作夥伴關係，關鍵在於

雙方必須建立政治互信，尊重彼此的核心利

益和重大關切。中國一向強調，「太平洋之

大，足以容納中國與美國」，講的就是這個

道理。希望奧巴馬總統多做些有益兩國關係

的工作，透過對話協商化解爭端，共同維護

亞太及世界的和平穩定局面。

(相關新聞刊A4、A14-A17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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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媒：十八大是今年世界最重要事件
中國新領導人對美影響 遠超美新總統對華影響

最年長代表焦若愚
97歲黨齡76年

律師代表：維權維穩乃一個問題兩方面

深圳續為國家改革探路

美國廣播公司專欄作家克里．布朗如此寫道：
「中共十八大將成為影響中國未來乃至全球未來

的『大事件』。」而英國《衛報》網站引述學者觀點認
為，全世界都會感受到這次大會帶來的影響。中國發
生的事都很重要。

凸顯黨內民主進一步成熟
美國布魯金斯學會認為，中國有序的、機制化的權

力代際轉換凸顯中共黨內民主的進一步成熟，將贏得
國際社會更多的讚許和認同；領導層構成呈現基層經
驗豐富、知識水平高和專業背景深厚的趨勢，將有利
於推動中國取得新的進展，是中國未來發展的希望。
十八大前夕中共領導人發表的公開講話中頻頻出現

「新時期」、「新特點」和「新知識」，「新」字預示
未來中國將持續關注體制創新以適應新的歷史機遇和
挑戰——美國《紐約時報》如此評價。
各國媒體普遍看好並希望中國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

式—推進城鎮化，擴大內需，加強科技創新。英國
《金融時報》刊登新加坡國立大學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
院長馬凱碩的觀點，認為未來10年，中國領導層將為
中國經濟注入新的動力和活力。
中國外交政策受到關注。「十八大之後，中國將繼

續以一種積極的姿態出現在國際政治中，同時，中國
將從國際規則的『應對者』轉變為『制定者』，扮演新
的角色。」美國《外交事務》雜誌認為，未來中國會
力解決周邊面臨的領土爭端和安全問題，從而為自

身發展營造一個良好的環境，這將是未來中國對外政
策的重點。
另訊 俄羅斯國家通訊社俄通社—塔斯社總編輯馬

拉特．西先諾維奇．阿布爾哈金日前在接受中國記者
採訪時表示，他相信，中共十八大將成為中國發展進
程中一個非常重要的里程碑！

俄媒總編：中國發展里程碑
阿布爾哈金指出，十年來，中共帶領全中國人民取

得的最大成就是戰勝了經濟危機。令世人羨慕的是，
在全球經濟低迷的背景下，中國始終保持了高速發展
的態勢，一直處於世界領先地位。所有這一切都充分
證明了，中共領導人提出和執行的方針政策是正確
的。他說，中國具有廣闊的發展前景，中國對世界的
貢獻將越來越大。他斷言，中國的前景將更加美好！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消息：在中共十八大即將召開
之際，深圳市委書記王榮在北京接受中新社記者採訪
時表示，作為經濟特區，深圳始終牢記中央賦予的
「改革先行、探索走在前」的要求，未來將 力破除阻

礙科學發展的體制機制，繼續先行先試。

王榮表示，十七大以來，深圳在轉型升級、社會建

設和黨的建設等問題上一直都在探索，始終按照改革

開放先鋒城市要求，希望通過勇於改革，解放思想，

探索經驗。未來五年，深圳也會按照中央要求，順應

廣大黨員和老百姓新時期對黨的要求，結合深圳實情

進一步做好各項工作。

力破除阻礙發展的體制機制
針對未來改革的部署，王榮表示，深圳會圍繞體制

機制改革，就如何為產業轉型升級、新興戰略性產業

發展提出建議；也會通過體制機制改革，為社會領域

如何建立起適應經濟發展以後的社會建設創造環境條

件；同時通過體制機制改革，寄希望於在黨的自身建

設方面做出一些探索。他強調，深圳將一如既往，為

中國改革「探路」。

王榮強調，不通過深化改革就不可能形成一個新的

有利於產業轉型的體制機制。反過來講，產業轉型升

級必須突破已經形成的利益結構和權力結構。他表

示，「我們黨這幾年非常強調要勇於破除阻礙科學發

展的體制機制，這些我們都必須去做。」

王榮還談到了社會領域的改革。他表示，在經濟發

展和人民生活改善之際，中國社會領域的改革目前更

多處於探索階段，尚未來得及更為系統和徹底地從體

制機制角度考慮。深圳未來將大膽地在社會建設領域

做新探索，寄希望於在體制機制層面、在社會建設層

面能夠順應時代發展的階段性需要。

對於即將召開的十八大，王榮稱，在這樣一個重要

的時間節點，十八大報告會根據黨情、國情和世情的變

化，從中央層面對未來的發展做出判斷、做出部署。

據新華社7日報道 11月7日是中共十八大代
表、北京市原市長焦若愚97歲生日。在兩千多名
中共十八大代表中，他最年長。焦若愚黨齡長達
76年，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前一年，即1936年，21
歲的焦若愚宣誓加入中國共產黨。8日，這位參
加過7屆中共全國代表大會的老人，將來到十八
大會議現場，見證這一重要歷史時刻。

最盼加強反腐 深化改革
中共十八大召開前，焦若愚認真閱讀了有關文

件，並揮筆寫了一句話：「從群眾中來，到群眾
中去」。他認為，黨最重要的是要密切聯繫群
眾，黨代表最重要的是要有擔當。
問及焦若愚對中國共產黨有甚麼寄語，老人

說，希望黨在未來執政過程中，堅決與腐敗等問
題作鬥爭，並通過深化改革進一步解決發展中的
難題，帶領國家和人民走向更美好的明天。

于丹冀十八大後
兩岸文化交流展新貌
香港文匯報訊（十

八大報道組 王曉雪、

凱雷）首次當選十八
大黨代表的知名學者
于丹(見圖)7日接受本
報訪問時表示，十八
大有 承前啟後、繼
往開來的重要意義，
希望中央能進一步重
視中國傳統文化建
設，並形成更多制度化的保障。
于丹在十八大預備會議後向本報記者表示，文

化就是「文而化之」，中華民族從不缺乏文明，
但文明是否能融入生活、融入習慣並融入人心是
重要問題，尤其是幸福指數成為當前社會關注和
討論的熱點話題，文化如何能與社會建設與民生
建設產生更多關聯，是知識分子要繼續努力的方
向。
談及兩岸四地文化交流與合作時，于丹表示，

近期兩岸四地的文化、教育溝通已上新台階，期
待在十八大之後能夠有更好的局面。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消息：出席中共十八
大的有2,270名代表，當中有3名律師，佟麗
華是其中之一。他是一名公益律師、三家公
益機構的創辦人。
41歲的佟麗華1998年入行，僅3年半升任

北京致誠律師事務所主任，其後，他開始投
身公益法律服務，啟動資金來自承接商業官
司的個人積蓄，最困難時不得已賣掉自家房
產。過去十多年，他帶領團隊主要為青少年
及農民工等群體提供免費法律援助。
佟麗華說：「我一直認為，維權和維穩是

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如果維權非法治化，
維穩也非法治化，這社會非亂不可。」他
說，在農民工看來，很難評價依法維權和不
依法維權的優劣；但從治國理政的角度來
講，要引導、幫助人民群眾依法維權，同時
讓人民感受到依法維權能夠獲得公正。

獲習近平鼓勵 幫助農民工
2010年6月，胡錦濤、習近平在中南海接

見佟麗華在內的60名優秀共產黨員。臨別
時，習近平挨個握手，輪到佟麗華，他自我

介紹稱是「給農民工提供法律援助的律
師」。「我記得很清楚，他（指習）停下
來，沉吟了一句，『你們這工作很重要，應
該好好堅持做下去，讓更多農民工獲得幫
助』。」
首度當選全國黨代表的佟麗華稱，參會主

要關注普通老百姓和弱勢群體問題，以及依
法治國議題。「依法治國是破解當下中國各
種難題的最佳路徑。只有法治彰顯出來，人
民群眾的權益才能得到更好保障、市場經濟
才有制度保障、權力才不會被濫用！」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消息：中共十八大今日

開幕，世界各大媒體密切留意中國的前行方

向，梳理分析中國的變化趨勢。一些媒體將太

平洋兩岸的「中共十八大」和「美國大選」並

提，日本新華僑報網認為它們是國際媒體公認

的「2012年世界最重要事件」。美國《時代》

周刊在梳理全球著名媒體的評論後分析認為，

十八大選舉產生中共新一代領導人對美國產生

的影響，將遠遠超過美國大選選出的新一任總

統對中國產生的影響。

■ 王 榮 強

調，未來五

年深圳將一

如既往，為

中 國 改 革

「探路」。

資料圖片

■十八大代表中有3名律

師，公益律師佟麗華是其中

之一。 中通社

■中共十八大代表、北京市原市長焦若愚今年97

歲高齡，是十八大最年長的代表。 網上圖片

■世界各大媒

體密切關注中

共十八大，認

為十八大是今

年世界最重要

事件。圖為中

外媒體記者排

長龍採訪十八

大新聞發佈

會。

中央社

——熱烈祝賀中共十八大勝利召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