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4年，有一本書在海內外產生了廣
泛影響。《習近平談治國理政》不僅國
內閱讀者眾多，在國外也有大量粉絲。
「臉書」掌門人扎克伯格（港稱朱恩伯

格）在讀、庫恩等海外學者在讀。德國前總理施密特
還撰寫了書評。

輿論認為，這是一本反映中國共產黨領導民族走向復
興的路徑及戰略設計之書，包含了深邃的思想內容。

根據美國《華爾街郵報》網站報道，年底一份研究
報告顯示，根據對全球30個國家公民的調查，習近平
是10位國家領導人中最受歡迎的一位。

「習近平領導下的中國給全世界留下的突出印象是
一個堅定地走向世界的國家。」美國《華爾街日報》
的報道說。

觀察家認為，這不僅是對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
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本人的讚譽，也是對2012年底中共
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率領的執政團隊的客觀評價。

「改革開放三十多年後，他們不僅對國家的發展作
出了新的頂層設計，本身也是實幹家和實踐家，正在
大刀闊斧改變現實，帶領人民實現『中國夢』。」在
基層長期從事司法調解的上海律師張劼評價道。

「新時代」出現
海內外觀察家稱，一個以全面深化改革、「鐵腕」反

腐和大國外交戰略等為關鍵詞的「新時代」出現了。
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鄭永年在分析這屆

中央領導集體的執政特點時表示，首先是確立並推行
了新改革模式。

「全面深化改革就是要克服既得利益阻礙，敢於啃硬
骨頭，進行系統式的、注重頂層設計的改革。」他說。

2014年是中國全面深化改革元年。十八屆三中全會
出台的15個領域330多項重大改革舉措，正在逐一推
進落實。

這一年，習近平八次主持召開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
導小組會議。中國的改革呈現頂層設計和基層探索互
動態勢。

從簡政放權到金融改革，從自貿區推廣到新型城鎮
化，從收入分配到戶籍改革，從推動傳統媒體和新興
媒體融合發展再到深化文化體制改革，外媒評價，中
國改革的幅度和力度「都超預期」。

分析家稱，中央執政的另外一個特點，是適應形勢
變化，在創造新的「中國奇跡」上做出實績。

2014年，中國經濟增長對世界經濟的貢獻率達到
27.8%，對亞洲的貢獻率更保持在50%以上。

11月的北京APEC會議上，習近平系統闡述了中國
經濟「新常態」的內涵，他認為有幾個主要特點：速
度——「從高速增長轉為中高速增長」，結構——
「經濟結構不斷優化升級」，動力——「從要素驅
動、投資驅動轉向創新驅動」。

「這表明，中共高層對經濟發展是有充分信心的，
並且進行了科學規劃。」歐美同學會副會長、中國與
全球化研究中心主任王輝耀分析。

新業態投資、動車出口、服務業崛起、一元錢辦公
司、創新宏觀調控……新常態下，2014年中國經濟已
經出現不少新的可喜現象。

上半年，中國服務業增速超過工業，這是結構調整
和轉型升級的重大變化。9月發布的胡潤百富榜中，前
十名中有5名涉足IT行業。財富榜的首位，創新企業
取代了房地產商。

淨化官場風氣 深入基層聽民意
習近平及其執政團隊還針對危及黨和國家生死存亡

的突出問題，標本兼治，下了「猛藥」。
2014年，中國反腐成績單備受矚目。周永康、徐才

厚、令計劃、蘇榮等「老虎」被打，贏得民眾喝彩。
十八大以來，已有數十名省部級官員因腐敗問題被查
處。「拍蠅」也同時進行。上半年，全國紀檢監察機
關給予黨紀政紀處分8.4萬人，同比增長超過30%。

自十八大以來，中央巡視組已完成對31個省區市和
新疆生產建設兵團的全覆蓋。中國還開展「獵狐」行

動追捕逃亡海外的貪污官員，力度和成效空前。
歷時一年多、在全黨開展以為民務實清廉為主要內

容的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至10月已基本結
束。長期被人憎恨的形式主義、官僚主義、享樂主義
和奢靡之風得到有力整治。

「八項規定」實施兩年來，「三公消費」大減，
「舌尖浪費」遏制，「會所歪風」停刮，取而代之的
是「會議瘦身」、「輕車簡從」、「勤儉節約」。

中央黨校教授周為民認為，「官場風氣不斷淨化，
也帶動了社會風氣的日益淨化。」

習近平表示，貫徹黨的群眾路線、保持黨同人民群
眾的血肉聯繫的歷史進程永遠不會結束。

一年來，習近平和他的同事們來到胡同大雜院、鄉
鎮衛生所、村農業園、村委會、小學校……深入了解
社情民意，傾聽群眾呼聲。

2014年，在經濟增速放緩、財政收入增幅有所下降
的情況下，中央政府民生支出保持了剛性增幅，中國
實現了城鄉居民收入增長和就業的穩定。

為長遠發展作出制度性安排
在戰略思維的引領下，本屆中央領導集體對涉及中

國長治久安的更多方面作出制度性安排和規劃，並立
即着手改革。諸多謀劃不僅要確保2020年全面建成小
康社會，還着眼更加長遠。

10月召開的中共十八屆四中全會，是中共歷史上第
一次以依法治國為主題的全會。會議通過《中共中央

關於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被認
為將為未來五至十年、甚至更長時間中國建設法治國
家描繪出新路線圖。

從民族工作會議強調「民族團結是我國各族人民的
生命線」，到古田會議要求「緊緊圍繞強軍目標加強
和改進政治工作」；從文藝工作座談會重申「堅持以
人民為中心的創作導向」，到向世界網際網路大會致
賀詞強調「建立多邊、民主、透明的國際網際網路治
理體系」……中央在各個領域均作出全面布局，強力
開展工作。

2014年也是中國外交全面進取之年。習近平主席在
總計40多天裡走遍四大洲，訪問18國。他用「獅子
論」闡述中國的特性。他還表示「歡迎大家搭乘中國
發展的列車……」他在多個場合闡述「命運共同
體」、「新型大國關係」及「親、誠、惠、容」、正
確義利觀等外交理念。

自習近平提出「一帶一路」合作倡議以來，目前已
有沿線50個國家響應參與。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開
始起步，絲路基金已經設立，為「一帶一路」建設提
供了有力支撐。

「中國夢」越來越觸手可及
觀察家認為，習近平率領的中央執政團隊，無論是

在經濟發展、推進改革、反腐倡廉、執政黨建設方
面，還是在外交、外事和國防工作中，都體現了強有
力的領導、明確的思路、高遠的眼光和清晰的設計，
而且不畏艱難，重點突出，非常注重抓落實、抓實
效。在工作中，中央領導集體把人民福祉放在第一
位，體現了智慧、擔當和勇氣。他們的執政成績有目
共睹，受到中國民眾和海外有識之士的普遍歡迎。

「大家都在討論中國夢。我以為，實現中華民族偉
大復興，就是中華民族近代以來最偉大的夢想。」這
是2012年11月29日，習近平在參觀國家博物館《復興
之路》展覽時講的。

自此後，「中國夢」成為熱詞。由國家語言資源監
測與研究中心、商務印書館和人民網共同主辦的「漢
語盤點2014」活動中，「中國夢」入選十大國內流行
詞語，在人們的生活中越來越觸手可及。

中央黨校黨史教研部主任謝春濤說，十八大以來，
應該說大家普遍對自己生活的未來更有信心了。

「這一屆中央領導集體提出的戰略方針和採取的措
施行動，已產生了強大的凝聚力。」他說。

■新華社記者 孟娜、許曉青
新華社北京30日電

習近平率領中共執政團隊改變中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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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可鼓而不可泄
強調要鞏固良好勢頭 推動不斷取得新成效

明年深改關鍵年習
近
平
：

據新華社報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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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80個重點任務基本完成
會議審議通過了《關於2014年全面深化改革工
作的總結報告》、《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
2015年工作要點》、《貫徹實施黨的十八屆四中
全會決定重要舉措2015年工作要點》。
會議指出，2014年領導小組確定的80個重點改革
任務基本完成，此外中央有關部門還完成了108個改
革任務，共出台370條改革成果。實踐說明，中央全
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的組織領導是堅強有力的，推進
改革的決策機制、統籌協調機制、督辦督察機制、宣
傳引導機制也是有效管用的。這些機制要繼續堅持和
發揮作用。
會議指出，明年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關鍵之年，
氣可鼓而不可泄。各地區各部門都要強化責任意
識、問題意識、攻堅意識，加強組織領導。要抓
好改革任務統籌協調，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統性、
整體性、協同性，重點提出一些起標誌性、關聯
性作用的改革舉措，加強對跨區域跨部門重大改
革事項協調，一鼓作氣、勢如破竹地把改革難點
攻克下來。

把提高改革質量放到重要位置
會議強調，要把提高改革質量放到重要位置，
堅持速度服從質量，做實做細調查研究，多深入
基層聽取各方意見，嚴格方案制定程序。對已出
台的具有重大結構支撐作用的改革，要抓緊出台
細化實施方案。對已經出台的重大方案要排隊督
察，及時跟蹤、及時檢查、及時評估、及時整
改，重在發現問題。
會議指出，要明確各部門各單位落實改革方案的
責任和要求，提高改革方案穿透力，以釘釘子精神抓

好落實。要增強改革動力和合力，強化部門的責任擔
當，增強大局意識、緊迫意識，以政府自身改革帶動
重要領域改革。要發動群眾參與改革，引導社會支持
改革，引導社會輿論和各方預期，匯聚起全社會支持
改革的正能量。
會議強調，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要對十
八屆三中、四中全會重要改革舉措進行一體部
署、一體落實、一體督辦，切實抓好政策統籌、
方案統籌、力量統籌、進度統籌。有關單位要抓
緊分解任務，明確完成時間，確保改革有序推
進、扎實落地。

要加強境外追贓追逃工作
會議審議通過了《關於進一步規範刑事訴訟涉
案財物處置工作的意見》。會議指出，規範刑事
訴訟涉案財物處置工作，是一件事關正確懲治犯
罪、保障人權的大事，是一項促進司法公正、提
高司法公信力的重要舉措。這些年來，司法不公、
貪贓枉法的一個突出問題就發生在刑事訴訟涉案
財物處置的過程中。涉案財物處置涉及不同訴訟
領域、不同執法司法環節，是一項跨部門、跨地
方的複雜工作，政策性、操作性要求都很高，各
地區各部門要牢固樹立大局意識，加強協作配合，
儘快探索建立涉案財物集中管理信息平台，完善
涉案財物處置信息公開機制。各級黨政部門要率
先尊法守法，不得干預涉案財物處置過程。要加
強境外追贓追逃工作，抓緊健全境外追贓追逃工
作體制機制，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開展追贓
追逃工作。有關部門要對涉案財物的定義、認定
標準和範圍等進行明確，增強各地和各司法機關
執行政策的統一性。
會議還就構建開放型經濟新體制、全面深化公

安改革等問題進行了研究。
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成員出席，中央和
國家有關部門負責人列席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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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30日上午主持召開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第八次會議並發表

重要講話。習近平強調，明年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關鍵之年，氣可鼓而不可泄，要鞏固改

革良好勢頭，再接再厲、趁熱打鐵、乘勢而上，推動全面深化改革不斷取得新成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海巖 北京報
道）時近年終，中央深改小組30日召
開第八次會議總結2014年「深改元
年」之改革成效，今年領導小組確定
的80個重點改革任務已基本完成。國
家信息中心首席經濟師范劍平向本報
指出，今年多項改革啃下「硬骨頭」
進入快車道，但同時若干領域和環節
的改革進展不暢，2015年當為改革
「落地年」，國企、財稅、金融、社
保、土地、司法等一系列改革方案應
加快落地實施。
范劍平指出，2014年中央政府力推
簡政放權、混合所有制、戶籍等改

革，金融利率市場化等各項改革，都
快於市場預期。國務院密集取消和下
放行政審批項目，截至11月已先後取
消和下放超過700項行政審批事項；
戶籍制度改革，令實行了50多年的城
鄉二元戶籍制度退出歷史舞台；新一
輪土地改革大幕正在開啟，土地徵
收、建設用地入市、宅基地制度改革
「三箭齊發」等等。尤其是工商登記
便利化和營改增改革已初見成效。實
際上，今年經濟一方面在減速，但新
登記註冊企業大量增加，服務業增速
明顯加快，第三產業增加值佔GDP的
比重持續提升。

不過有分析人士亦指出，在2014年
深改元年，金融、財稅、國企、土地
等重點領域的具體改革方案雖然早已
通過中央深改小組會議審議，但遲遲
未能出台。一些改革的實質推進慢，
簡政放權「放虛不放實」、「放小不
放大」，負面清單等實質性改革一直
缺乏實質性突破。由此專家預期，2015
年應為改革落地年，2014年中央深改小
組審議通過的國企、財稅、金融、社
保、土地、司法等一系
列改革方案何時真正落
地成為下一步推進改革
的關鍵。

2015年為改革「落地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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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強調，明年要鞏固改革良好勢頭，再接再厲、
趁熱打鐵、乘勢而上。 資料圖片

■中央有關
部門今年完
成108個改
革任務，共
出台370條
改革成果。
圖為民眾從
「中國夢」
系列公益廣
告 牌 前 經
過。
資料圖片

■習近平等
中央領導人
經常深入基
層，了解社
情民意，傾
聽 群 眾 訴
求。圖為習
近平今年2
月視察北京
南鑼鼓巷。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