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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中國共產黨第十八屆中央委員會第七次全

體會議昨日上午在北京開始舉行，為即將召開的中共十九大作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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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此前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
會議的決定，這次全會將討論

十八屆中央委員會向中國共產黨第
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報告稿、
《中國共產黨章程（修正案）》
稿、十八屆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向
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
的工作報告稿。
今年8月31日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
局會議，決定中共十八屆七中全會於
10月11日在北京召開。中共中央政
治局向中共十八屆七中全會建議，中
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於

2017年10月18日在北京召開。
9月18日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
會議，研究了擬提請十八屆七中全
會討論的十八屆中央委員會向中共
十九大的報告稿、《中國共產黨章
程（修正案）》稿、十八屆中央紀
委向中共十九大的工作報告稿，決
定根據這次會議討論的意見進行修
改後，將這3份文件稿提請十八屆
七中全會討論。
據了解，上述3份文件稿已在一

定範圍徵求意見。各地區各部門各
方面和中共十八大代表、中共十九

大代表對十九大報告稿和黨章修正
案稿等提出了意見和建議。
中共十九大是在中國全面建成小康社

會關鍵階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關
鍵時期召開的一次十分重要的大會。大
會將系統總結過去5年工作，回顧總結
中共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
黨中央團結帶領全黨全國各族人民堅持
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歷史進程和
寶貴經驗，深入分析當前國際國內形
勢，制定適應時代要求的行動綱領和大
政方針。大會還將選舉產生新一屆中共
中央委員會和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

作為全國黨
代會閉會期間

的中共最高領導機關，十八屆中央
委員會在五年任期內召開了七次全
體會議。
為何通常五年召開七次中央全

會？這可在中共黨章中找到依據：
「黨的中央委員會每屆任期五年。
全國代表大會如提前或延期舉行，
它的任期相應地改變。」「中央委
員會全體會議由中央政治局召集，
每年至少舉行一次。中央政治局向
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報告工作，接
受監督。」
綜觀近年來中共中央一至七次全

會，一中全會通常在全國黨代會閉
幕後隨即召開；二中全會於次年春

季全國兩會前召開；三中全會於同
年秋季召開；四至七中全會則在隨
後每年秋季召開。
這一機制形成是一個漫長的歷史

過程。中共一大時，鑒於黨員少、
地方組織不健全，暫不成立中央委
員會，先建立三人組成的中央局。
此後由二大時的中央執行委員會，
再到五大時的中央委員會，中共中
央領導機構逐漸成形；而中央委員
會全體會議的機制，則是從五屆一
中全會正式開始的。
改革開放以來，歷屆中共中央委

員會五年召開七次全會基本形成慣
例，程序更加規範，且每次全會都
承擔相對固定的職責。
一中全會通常擔負選舉產生新

一屆中央領導機構的重任；二中
全會通常為全國人大、全國政協
和國家機構推薦領導人選；三中
全會通常就經濟改革發展作出重
大決策，如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
全面深化改革；四中全會推出國
家重大決策部署，如十八屆四中
全會提出全面推進依法治國；五
中 全 會 主 要 議 題 是 「 五 年 規
劃」；六中全會通常就黨的建設
作出重大部署，如十八屆六中全
會通過了《關於新形勢下黨內政
治生活的若干準則》，並正式提
出「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
央」；七中全會承前啟後，為下
一次黨代會進行文件及程序的準
備。 ■中新社

香港文匯報訊 新華社昨日發表
題為《改革只有進行時沒有完成時
──中共十八大以來治國理政啟示
之三》的評論員文章，指改革開放
是決定當代中國命運的關鍵一招。
文章說，中共十八大以來，以習
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堅持黨對
全面深化改革的集中統一領導，緊
緊圍繞「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
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
理能力現代化」的總目標，以非凡
的政治勇氣、高超的政治智慧、強
烈的使命擔當，堅定不移全面推進
各項改革。習近平總書記圍繞全面
深化改革發表一系列重要講話、作
出一系列重大戰略部署，親自擔任
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組長，
親力親為謀劃指導改革，為推進改
革注入了強大思想和實踐動力。38
次中央深改組會議審議通過一大批
重要改革文件，中央和國家機關有
關部門推出了1,500多項改革舉措。
改革涉及範圍之廣、出台方案之
多、觸及利益之深、推進力度之大
前所未有。在黨中央堅強領導下，
主要領域四樑八柱性質的改革主體
框架基本確立，一些重要領域和關
鍵環節改革取得重大進展，改革呈

現全面發力、多點突破、縱深推進
的嶄新局面，譜寫了全面深化改革
新篇章。
問題是時代的聲音。突出問題導

向，改革才有針對性和實效性。近
年來，全面深化改革始終聚焦經濟
社會發展的堵點、痛點、難點精準
發力。經濟生態領域改革抓住阻力
大、突破難的「硬骨頭」持續攻
堅，司法領域改革逐步破解立案
難、訴訟難、執行難等難題，社會
領域改革聚焦脫貧攻堅、教育醫
療、住房養老等民生熱點……實踐
證明，以解決突出問題為切入點，
以重要領域和關鍵環節為突破口，
聚焦體制機制頑疾，勇於突破利益
固化的藩籬，改革就能為發展清淤
除障、助力加油，讓社會活力競相
迸發，讓創新創業的源泉充分湧
流。
「計熟事定，舉必有功。」全面

深化改革是一項複雜的系統工程。
注重系統性、整體性、協同性是深
化改革的內在要求，也是推進改革
的重要方法。近年來，全面深化改
革注重把頂層設計與基層探索結合
起來，把整體推進和重點突破結合
起來，把方案協同與實施節奏、力

度的協同結合起來，使各項改革舉
措相互配合、相互促進，取得顯著
成效。改革必須牽住「牛鼻子」，
善於「彈鋼琴」，抓住重點帶動面
上工作。
人民有所呼，改革有所應。尊重

人民主體地位，從人民利益出發謀
劃改革，順應人民期盼抓好改革，
才能深得民心，激發起人民群眾投
身改革的滿腔豪情。從推動脫貧攻
堅，到降低創業門檻，從推進教育
均衡發展，到深化醫改讓群眾得到
更多實惠，無不說明全面深化改革
有力度，更有溫度。堅持以人民為
中心的發展思想，把增強人民群眾
獲得感作為衡量改革的重要標準，
引導廣大人民共同為改革想招、一
起為改革發力，這是改革至為深厚
的基礎，也是改革最為可靠的動
力。
「茍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改革只有進行時沒有完成時。即將
召開的中共十九大將對中國改革發
展作出新的戰略部署，全面深化改
革又將邁上新的征程。「改革不停
頓、開放不止步」，繼續高舉改革
旗幟，不斷推進改革事業，社會主
義中國必將創造新的輝煌。

昨日一早，陸續有香港記
者前往新聞中心領取十九大

記者證，每人同時獲得一個雙肩包與一份採
訪指南。本次香港媒體記者證顯著增加紅色
基調，防偽圖案突顯中共黨徽，證件首次標
有「香港特區」四字標識。

十六大、十七大記者證均未有「香港」
字樣或標誌，十八大記者證標有「香港」
二字，十九大記者證則在證件底欄左下方
第一次鮮明標出「香港特區」四字，之上
是英文「PRESS」（記者），中間是有黨
徽圖案的防偽標誌，設計鮮明，讓人一目

了然。
此外，港媒記者

證背面列出三點
「注意事項」，包
括「請佩戴在胸前
明顯位置，自覺接
受查驗」、「限本
人使用，不得轉
借」、「注意保
管，遺失及時向會
議安全警衛保密組報告」等。

■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帥、凱雷 北京報道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靜、張帥 北京報
道）設在北京梅地亞中心的十九大新聞中心
昨日正式啟動對外接待服務。當天對媒體發
放的《記者採訪服務指南》顯示，十九大期
間，新聞中心將在人民大會堂開設「黨代表
通道」，組織多場採訪活動。據悉，這是首
次在黨代會期間開設「黨代表通道」。
十九大新聞中心大廳內佈置的紅色背景

板、紅色燈籠、紅色標牌等營造出喜慶氛
圍。在二樓最顯眼的位置，回顧中國共產黨
歷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圖片展覽吸引了許多記
者駐足觀看。
此外，記者還看到，新聞中心設置了新聞

發佈廳、個別採訪室、融媒體訪談室、廣播
電視信號服務室、網絡服務室、圖片服務
室、醫療服務室等功能區。有負責人介紹，
與往屆大會相比，十九大新聞中心在服務內
容上有五項改進創新：一是大幅增加了記者
工位，由46個增加到170個。二是大幅提升
信息保障水平，媒體通信區由2個增加到4
個；互聯網寬帶由100兆提升至1,000兆；
網絡接口由36個增加到218個；服務區、辦
公區和發佈廳免費Wi-Fi全覆蓋；寬帶上網

由4兆帶寬提速至20兆帶寬。三是開發了境
外記者報名註冊審核系統和採訪代表申請審
核系統。四是提供融媒體訪談室服務，滿足
媒體記者融媒體報道需要。五是提供移動式
交互信息服務，記者可通過新聞中心微信公
眾號實時諮詢、了解新聞中心服務內容和措
施。

將提供12種文字十九大報告
有負責人對香港文匯報透露，共有兩千多

位中外記者報名報道十九大，其中香港記者
有二百三四十位。在十九屆一中全會次日上
午，新聞中心還將召開專題發佈會，邀請大
會發言人和十九大文件起草人員介紹大會報
告、決議、黨章修正案等文件起草、制定情
況。
另據《中國青年報》報道，新聞中心將向
參會記者提供中、英、法、西、日、俄、
德、阿、葡、 朝、越、老共計12種文字的
十九大報告稿。5年前召開的十八大向記者
提供的報告包括中、英、法、西、日、俄、
德、阿8種文字版本，此次葡、朝、越、老
4種文字版本為新增。

十八屆七中全會在京舉行
討論十九大報告等三份重要文件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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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證首標「香港特區」

中共中央全會 近屆五年召開七次

新華社評論員：改革只有進行時沒有完成時

■十九大新聞中心港澳台記者組。
香港文匯報記者馬靜攝

■■記者體驗新聞中心網絡服務記者體驗新聞中心網絡服務。。
香港文匯報記者張帥香港文匯報記者張帥 攝攝

■十八屆七
中全會在京
舉行。圖為
人 民 大 會
堂。
資料圖片

■十六大至十九大記者
證對比。 香港文匯報

記者張帥 攝

■十九大新聞中心正式啟動對外接待服務。
中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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