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海巖北京報
道）在國務院總理李克強日前怒斥
部分官員「尸位素餐」後，中央深
改小組召開第三次會議。中國經濟
體制改革研究會副會長石小敏認
為，深改小組首次會議主要任務是
構建組織架構和人事安排，第二次
會議的重點是佈置改革任務，而時
隔三個月後召開的第三次會議則意
在排除雜音、督促落實，而且從會
議內容看，中央首次就司法、財
稅、戶籍這些基礎性改革提出總體
方案和基本思路，可以預期未來相
關領域改革將加速推進。
近期中國經濟下行壓力不減，「微

刺激」力度加大，而對於改革，外界卻
提出推進遲緩甚至「微改革」的質疑。
近期連續兩次國務院常務會，國務院總
理李克強均強調，國務院決不發空頭文
件，所有政策措施必須不折不扣落實到
位。中國政府網更是透露，李克強曾直
斥部分官員「尸位素餐」、「為官
不為」而造成了政令落實不到位的
情況。
「今年改革的核心是簡政放權，

這一輪改革核心是政府要『權力縮
水』，現在只看到上面的決心，缺
乏下面的配合，這也是中國推進改
革中面臨的必經階段。」石小敏指
出，高層不斷喊話督促落實改革，
一方面顯示改革決心，另一方面也
將以更嚴厲的手段應對改革不落實
不作為的行為。
石小敏指出，中央改革正有條不紊

的部署和推進。「優先推進基礎性
改革」，中央從一開始就着眼於財稅、
戶籍這些具有全局意義
的基礎性領域改革，唯
有這些改革取得進展，
才具有推進其他經濟、
社會改革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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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要聚焦抓好落實
要求到人到事 凡事要有人去管去盯去促去幹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沖、李茜婷 北京報
道）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習近平昨日下
午在北京會見第七屆世界華僑華人社團聯誼大
會代表，並發表重要講話。習近平強調，團結
統一的中華民族是海內外中華兒女共同的根，
博大精深的中華文化是海內外中華兒女共同的
魂，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是海內外中華兒女
共同的夢。「共同的根讓我們情深意長，共同
的魂讓我們心心相印，共同的夢讓我們同心同
德，我們一定能夠共同書寫中華民族發展的時
代新篇章。」
昨日下午3時，習近平等中央領導人來到
人民大會堂金色大廳，和代表們親切握手，
並合影留念。在熱烈的掌聲中，習近平發表
重要講話。

囑為中外交流牽線搭橋
習近平指出，在世界各地有幾千萬海外僑

胞，大家都是中華大家庭的成員。當前，中
國人民正在為實現「兩個一百年」奮鬥目
標、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而奮
鬥。在這個偉大進程中，廣大海外僑胞一定
能夠發揮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中國夢是國
家夢、民族夢，也是每個中華兒女的夢。廣

大海外僑胞有着赤忱的愛國情懷、雄厚的經
濟實力、豐富的智力資源、廣泛的商業人
脈，是實現中國夢的重要力量。只要海內外
中華兒女緊密團結起來，有力出力，有智出
智，團結一心奮鬥，就一定能夠匯聚起實現
夢想的強大力量。
習近平指出，中華文明有着5,000多年的悠

久歷史，是中華民族自強不息、發展壯大的
強大精神力量。我們的同胞無論生活在哪
裡，身上都有鮮明的中華文化烙印，中華文
化是中華兒女共同的精神基因。希望大家繼
續弘揚中華文化，不僅自己要從中汲取精神
力量，而且要積極推動中外文明交流互鑒，
講述好中國故事、傳播好中國聲音，促進中
外民眾相互了解和理解，為實現中國夢營造
良好環境。
習近平指出，中國夢既是中國人民追求幸

福的夢，也同各國人民追求幸福的夢想相
通。國家好、民族好，大家才會好。世界
好，中國才會好。中國堅持走和平發展道
路，是世界繁榮發展的正能量。廣大海外僑
胞要運用自身優勢和條件，積極為住在國同
中國各領域交流合作牽線搭橋，更好融入和
回饋當地社會，為促進世界和平與發展不斷

作出新貢獻。

國僑辦推八項惠僑措施
本屆世界華僑華人社團聯誼大會主題是「服

務社區、和諧發展」，來自119個國家和地區
的500餘名僑團負責人出席大會。國務委員楊
潔篪在開幕式上勉勵海外僑胞加強團結互助，
傳播中華文化，建設和諧僑社，樹立和睦相融、
合作共贏、團結互助、充滿活力的僑社良好形
象。
國務院僑辦主任裘援平在開幕式上作主題報

告稱，國僑辦和中國海外交流協會今年將採取
一系列惠僑舉措，具體包括八項計劃：僑團建
設計劃、華助中心計劃、華教發展計劃、中餐
繁榮計劃、中醫關懷計劃、文化交流計劃、事
業扶助計劃、信息服務計劃。她強調，將力爭
通過與各國僑團的攜手合作，將祖（籍）國的
關懷與溫暖傳遞到廣大僑胞心間。
出席第七屆世界華僑華人社團聯誼大會香

港地區的部分人士有陳有慶、余國春、盧文
端、許榮茂、陳麗華、陳經緯、王國強、屠
海鳴、姚志勝、沈家燊、王欽賢、李碧蔥、
梁安琪、梁淦基、曾智明、施榮恆、黃英
來、王錦彪、吳騰輝等。

習近平冀華僑華人出力出智共圓中國夢

新華社報道稱，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全面深化
改革領導小組副組長李克強、劉雲山、張高麗出席

會議。

財稅改革利建公平統一市場
會議審議了《深化財稅體制改革總體方案》和《關於
進一步推進戶籍制度改革的意見》，建議根據會議討論
情況進一步修改完善後按程序報批實施。會議審議通過
了《關於司法體制改革試點若干問題的框架意見》、
《上海市司法改革試點工作方案》和《關於設立知識產
權法院的方案》。會議還部署了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工
作。
習近平在講話中指出，財稅體制改革不是解一時之
弊，而是着眼長遠機制的系統性重構。主要目的是明確
事權、改革稅制、穩定稅負、透明預算、提高效率，加
快形成有利於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有利於建立公平統一
市場、有利於推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現代財政制
度，形成中央和地方財力與事權相匹配的財稅體制，更
好發揮中央和地方兩個積極性。要樹立全國一盤棋思
想，加強組織領導，周密安排部署，正確引導輿論，凝
聚各方共識，積極穩妥推進改革。
習近平強調，推進人的城鎮化重要的環節在戶籍制

度，加快戶籍制度改革，是涉及億萬農業轉移人口的一
項重大舉措。總的政策要求是全面放開建制鎮和小城市
落戶限制，有序放開中等城市落戶限制，合理確定大城
市落戶條件，嚴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規模，促進有能力
在城鎮穩定就業和生活的常住人口有序實現市民化，穩
步推進城鎮基本公共服務常住人口全覆蓋。

戶籍改革要考慮能力和可能
習近平指出，戶籍制度改革要充分考慮能力和可能，

優先解決存量，有序引導增量。要尊重城鄉居民自主定
居意願，合理引導農業轉移人口落戶城鎮的預期和選
擇。要促進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鎮合理佈局、功能互補，
搞好基本公共服務，還要維護好農民的土地承包經營
權、宅基地使用權、集體收益分配權。

司法改革試點要可複製推廣
他表示，完善司法人員分類管理、完善司法責任制、
健全司法人員職業保障、推動省以下地方法院檢察院人

財物統一管理、設立知識產權法院，都是司法體制改革
的基礎性、制度性措施。試點工作要在中央層面頂層設
計和政策指導下進行，改革具體步驟和工作措施，鼓勵
試點地方積極探索、總結經驗。試點地方的黨委和政府
要加強對司法體制改革的組織領導，細化試點實施方
案，及時啟動工作，按照可複製、可推廣的要求，推動
制度創新。
習近平指出，總的看，改革勢頭較好。目標是否堅

定，決定改革的成敗；落實能否到位，決定藍圖的實
現。各地區各部門要敢於擔當，積極有為推進改革攻
堅。推進改革既要管宏觀，也要統籌好中觀、微觀。要
突出具有結構支撐作用的重大改革，把握好重大改革的
次序，優先推進基礎性改革。中央有關部門要加強對地
方改革的具體指導，明確改革政策各個環節的銜接配合
關係。各牽頭單位要加大年度工作要點的推進落實力
度，到人到事，凡事都要有人去管、去盯、去促、去
幹。要抓緊對領導小組工作要點落實情況督促檢查和對
賬盤點，成熟一個，審議一個，出台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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頤和園紀念對外開放100周年
香港文匯報訊（記

者 吳冕、馬琳 北京報
道）世界文化遺產、中
國現存最大的皇家園林
頤和園昨日啟動對公眾
開放 100 周年紀念活
動。400多件實物及大
量珍貴的檔案資料向人
們展示百年間頤和園的
發展歷程，包括晚清時
的「遊園證明」、地契
賬簿、民國時期遊客照
片等，多數展品為首次亮相。
1914年5月21日，中華民國內務

府呈報政府總統的公文擬擇期開放
皇苑。由此，皇家園林揭開了神秘
面紗，頤和園成為最早一批正式向
公眾售券開放的皇家宮苑。歷經百
年，政權幾經更迭，頤和園幸運的
在戰亂頻發的情況下得以保全，逐
漸從皇家私園變為國家公園，變為
國家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直至成為
世界文化遺產。

據頤和園有關負責人介紹，「百
年頤和——頤和園對公眾開放100周
年紀念展」、「三山五園文化論
壇」、「皇家園林旅遊節」、「頤
和秋韻桂花文化展」等多項紀念活
動將陸續展開。
頤和園老照片展和書畫展昨日同

時舉行。晚清以來240張老照片和
50多幅書畫名家真跡都讓遊客在觀
賞古典園林的同時，充分了解頤和
園人文價值和中國傳統文化。

香港文匯報訊 中央紀委監察部網站5日發
佈消息，為增強紀委監督權的獨立性和權威
性，湖北省委明確規定紀委書記（紀檢組
長）在黨委（黨組）中的排位，不論資歷先
後，都排在副書記之後、其他常委（黨組成
員）之前。
湖北省委制定了《關於紀委書記（紀檢組

長）排序及分工意見》。除了對紀委書記排
名有明確要求外，湖北省還規定紀委書記

（紀檢組長）專司其職，不參與所在地方、
單位其他業務分工，不臨時主持單位工作。
2012年6月，中共湖北新一屆省委領導班

子選出，共13位常委。排在前5位的是省委
書記李鴻忠、副書記兼省長王國生、副書記
張昌爾、常務副省長王曉東和武漢市委書記
阮成發，省紀委書記侯長安排在第6位。按
照新規，侯長安今後應在省委班子中排第4
位。

鄂紀委書記排省委第4 凸顯權威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古寧 廣州報道）廣東
省環保廳總工程師陳銑成日前透露，預計穗
深佛今年 10 月起將發佈空氣質量指數
（AQI）預報，珠三角其他城市在今年年底
前發佈。而汕頭、韶關、茂名市則在明年6月
前發佈，其餘城市在明年年底前發佈。此
前，廣東發佈了《珠江三角洲區域大氣重污
染應急預案》。業界人士稱，進行空氣質量
預報是重污染天氣應急的必要條件，只有預
測未來48小時到72小時會出現重污染天氣時
才能啟動應急預案。

陳銑成透露，今年年初廣東省環保廳批准在
省環境監測中心成立「珠三角區域空氣質量預
報預警中心」，承擔環境質量預報預警的技術
支持與服務，預計年底前實現業務化運行，屆
時將為珠三角乃至全省各城市空氣質量預報工
作提供業務指導，並發佈分片區的空氣質量預
報信息。
灰霾專家則稱，氣象的短期預報在24小時到
48小時之間，在這個時間段預測AQI指數技術
上不存在困難。儘管PM2.5的濃度預測相對於
二氧化硫等傳統監測項目來說難度會大一些，

但珠三角地區對PM2.5的監測已經超過8年，
已積累足夠的數據，如開展AQI指數預測，準
確率預計能達到80%—90%。

穗深佛10月將發佈空氣質量預報

香港文匯報訊 中共中央總

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

主席、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

導小組組長習近平昨日主持

召開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

小組第三次會議並發表重要講話。習近平強調，

改革要堅持從具體問題抓起，着力提高改革的針

對性和時效性，着眼於解決發展中存在的突出矛

盾和問題，把有利於穩增長、調結構、防風險、

惠民生的改革舉措往前排，聚焦、聚神、聚力抓

落實，做到緊之又緊、細之又細、實之又實。習

近平要求，各牽頭單位要加大年度工作要點的推

進落實力度，到人到事，凡事都要有人去管、去

盯、去促、去幹。

■習近平在北京會見第七屆世界華僑華人社團聯誼大會代表。 新華社

■湖北紀委書記侯長安。 網上圖片

■廣東明年底前可望實現全省發佈空氣質量預
報。 本報廣州傳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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