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趙樂際：政治不合格一票否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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栗戰書：發展仍是中共執政興國第一要務

汪洋詳解對外開放新任務新舉措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玨 北京報
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栗戰書在《黨
的十九大報告輔導讀本》中撰文指出，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中國社
會主要矛盾的變化，沒有改變我們對中
國社會主義所處歷史階段的判斷。中國
仍處於並長期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
基本國情沒有變，中國是世界最大發展
中國家的國際地位沒有變。發展仍是中

國共產黨執政興國的第一要務。
這篇名為《全面把握中國特色社會主

義進入新時代》的文章指出，中國特色
社會主義進入了新時代，這是十九大作
出的一個重大政治判斷。總的來說，這
一重大政治判斷，是在科學把握時代趨
勢和國際局勢重大變化，科學把握世情
國情黨情深刻變化，科學把握實現「兩
個一百年」奮鬥目標歷史交匯期已經遇

到、將要遇到、可能遇到和難以預料的
新情況新問題新矛盾基礎上作出的。
文章強調，新時代要有新的理念舉

措。一方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
時代，中國社會主要矛盾的變化，沒有
改變我們對中國社會主義所處歷史階段
的判斷。必須牢牢把握社會主義初級階
段這個基本國情，牢牢立足社會主義初
級階段這個最大實際，牢牢堅持黨的基

本路線這個黨和國家的生命線、人民的
幸福線。另一方面，在中國特色社會主
義新時代，隨着中國社會主要矛盾的變
化，發展的內涵和重點、理念和方式、
環境和條件、水平和要求與過去有很大
不同，這就必須更好地貫徹落實新發展
理念，針對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提出
新的思路、新的戰略、新的舉措，努力
實現更高質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

更可持續的發展。最根本的，是要在全
面堅持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理
論、基本路線、基本方略，不斷增強工
作的原則性、系統性、預見性、創造
性，按照新時代要求在以新的理念舉措
不斷推動發展的基礎上，更好解決中國
社會出現的各種問題，更好實現各項事
業全面發展，更好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
義事業。

趙樂際指出，要落實好幹部標準，解
決好選什麼人的問題。必須堅持正

確選人用人導向，突出政治標準，培養
選拔牢固樹立「四個意識」和「四個自
信」、堅決維護黨中央權威、全面貫徹
執行黨的理論和路線方針政策、忠誠乾
淨擔當的幹部；培養選拔具有專業能力
專業精神、適應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
義發展要求的幹部：培養選拔在基層扎
實歷練、在「吃勁」崗位和艱苦地區經
受磨煉、業績突出的幹部，優化幹部成
長路徑，拓寬選人視野，統籌幹部資
源，把黨和人民需要的好幹部精心培養
起來、及時發現出來、合理使用起來。
趙樂際強調，堅決反對搞兩面派、做
「兩面人」。這是黨的政治建設要解決
的突出問題。「兩面人」惡化政治生
態、損害黨心民心。「知惡不黜，則為

禍始。」各級黨組織要堅持標本兼治、
多措並舉，嚴格思想教育，嚴格管理監
督，嚴格紀律執行，切實把「口言善、
身行惡」的「兩面人」甄別出來清除出
去。
趙樂際同時指出，要改進推薦考察辦

法，解決好用什麼方式選人的問題。着
眼新時代提出的新任務新要求，以事擇
人、依事選人，不搞「海推」、「海
選」，防止「帶病提拔」。完善幹部考
核評價機制，旗幟鮮明為那些敢於擔
當、踏實做事、不謀私利的幹部撐腰鼓
勁，把廣大黨員幹部的精氣神引導到改
革發展上來。

王岐山：「嚴」字須長期堅持
王岐山在題為《開啟新時代 踏上新征
程》的文章中指出，全面從嚴治黨「成

為十八屆黨中央工作的最大亮點」。政
治性是黨內政治生活的靈魂，決不能搞
政治虛無主義。全面從嚴治黨，最終目
的是要解決一黨長期執政條件下自我監
督問題，跳出「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
焉」的歷史周期率。
王岐山表示，在實現偉大復興的征途

上，風險與挑戰無處不在，全面從嚴治
黨的「嚴」字必須長期堅持。要始終保
持一份冷靜清醒，深刻認識依然嚴峻複
雜的形勢是長期形成的、不可能在短期
內改變，懲治這一手任何時候都不能
鬆，鬆一鬆就會出現「回頭浪」。

楊曉渡：反腐形勢仍嚴峻複雜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書
記、中央紀委副書記楊曉渡在題為《推
動全面從嚴治黨向縱深發展》的文章中

提到，一個時期以來，領導幹部被「圍
獵」和甘於「被圍獵」的問題突出，有
的國有企業領導人員為了個人仕途升遷
搞利益輸送；有的民營企業主在掌握經
濟權力後，謀求政治上的權力，「圍
獵」腐蝕黨員領導幹部，搞權錢交易，
形成利益集團。他強調，要堅持無禁
區、全覆蓋、零容忍，堅持重遏制、強
高壓、長震懾，重點查處政治腐敗和經
濟腐敗相互交織的案件。
楊曉渡認為，「反腐敗壓倒性態勢雖

已形成，但一些黨員幹部理想信念宗旨
『總開關』尚未擰緊，黨內政治生活不
健康狀況沒有徹底扭轉，政治生態『污
染源』還未根除，反腐敗鬥爭形勢依然
嚴峻複雜。」全面從嚴治黨是背水一
戰、沒有退路，只能進攻向前、決不能
停頓鬆懈。

《黨的十九大報告輔導讀本》在京首發 談及幹部選拔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靜 北京報
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副
總理汪洋在《黨的十九大報告輔導讀
本》發表題為《推動形成全面開放新
格局》的署名文章。他在文中詳列了
中國今後一個時期對外開放的新任務
和新舉措，在提到探索建設自由貿易
港時，特別舉例指出香港就是比較典
型的自由貿易港。
汪洋在文中指出，中共十九大報
告明確了新時代的開放理念、開放
戰略、開放目標、開放佈局、開放
動力、開放方式等，規劃了今後一
個時期對外開放的路線圖，推出了
一系列新任務和新舉措。

推進「帶路」建設 加強戰略對接
汪洋詳解了對外開放的新任務和新
舉措。其中排在第一位的就是扎實推
進「一帶一路」建設。「一帶一路」
建設是今後一段時期對外開放的工作
重點。要抓好以下幾方面工作：一是
加強同沿線國家發展戰略對接，將
「一帶一路」建成和平之路；二是以

「六廊六路多國多港」為主體框架，
大力推動互聯互通和產業合作，拓展
金融合作空間，將「一帶一路」建成
繁榮之路；三是提高貿易和投資自由
化便利化水平，與相關國家商談優惠
貿易安排和投資保護協定，全面加強
海關、檢驗檢疫、運輸物流、電子商
務等領域合作，將「一帶一路」建成
開放之路；四是加強創新能力開放合
作，將「一帶一路」建成創新之路；
五是建立多層次的人文合作機制，推
動教育、科技、文化、體育、衛生、
青年、媒體、智庫等領域合作，夯實
民意基礎，將「一帶一路」建成文明
之路。
他續指出，要加快貿易強國建

設，改善外商投資環境，優化區域
開放佈局，創新對外投資合作方
式，以及促進貿易和投資自由化便
利化。汪洋說，這不僅要求不斷提
高自身開放水平，也要求更加主動
塑造開放的外部環境。因此，要支
持多邊貿易體制；穩步推進自由貿
易區建設；提高雙邊開放水平。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靜 北京報
道）中宣部副部長、國務院新聞辦公
室主任蔣建國在《黨的十九大報告輔
導讀本》中發表題為《「一國兩制」
是保持香港、澳門長期繁榮穩定的最
佳制度》的署名文章。他在文中指
出，「最佳」意味着完全正確和最為
適合，應從四方面深入推進「一國兩
制」實踐：嚴格依照憲法和基本法辦
事；支持特別行政區政府和行政長官
依法施政、積極作為；支持香港、澳
門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發展壯大愛國
愛港愛澳力量。他認為，應圍繞中央
對特別行政區法律備案權、行政長官
和主要官員任命權、基本法解釋權和
修改權、中央政府向行政長官發出指
令權等，健全落實基本法的具有操作
性的制度和機制，確保基本法得到全
面準確貫徹執行。
蔣建國在文中也指出了「一國兩

制」實踐中的新情況、新問題，比
如，香港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

利益的制度還需完善，對國家歷史、
民族文化的教育宣傳有待加強，新的
經濟增長點尚未形成，住房等民生問
題比較突出；澳門經濟結構單一，多
元發展任務艱巨。「這些問題，仍要
靠繼續前進來解決。」
全面準確貫徹「一國兩制」方針，

蔣建國認為，首先要正確理解和把握
「一國」和「兩制」的關係，要牢固
樹立「一國」意識，堅守「一國」原
則，正確處理特別行政區和中央的關
係。任何危害國家主權安全、挑戰中
央權力和特別行政區基本法權威、利
用港澳對內地進行滲透破壞的活動，
都是對底線的觸碰，都是絕不能允許
的。
蔣建國還強調，必須把維護中央對

香港、澳門特別行政區全面管治權和
保障特別行政區高度自治權有機結合
起來。中央對高度自治權的行使具有
監督的權力，絕不允許以「高度自
治」為名對抗中央的權力。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帥 北京報道）人民出

版社出版的《黨的十九大

報告輔導讀本》昨日在京

首發，多位重量級「撰稿

人」談及「全面從嚴治

黨」話題。中共中央政治

局常委、中央紀委書記趙

樂際強調，要落實好幹部

標準，改進推薦考察辦

法，其中「對政治上不合

格的『一票否決』，把廉

潔作為底線要求，有問題

的堅決不用」。十八屆中

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紀委

書記王岐山表示，全面從

嚴治黨成為十八屆黨中央

工作的最大亮點。

部分官員觀點摘要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重慶市委書記陳敏爾：

要清醒看到，在一些地方、一些部門
和領域，政治生態污染嚴重的現象仍
然存在。這些問題嚴重損害黨的形
象，影響黨的事業發展。營造風清氣
正的良好政治生態，目的是增強自我
淨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
高能力。營造風清氣正的良好政治生
態，基礎是發展積極健康的黨內政治
文化；前提是發揮黨員幹部「關鍵少
數」作用。堅決抵制和反對關係學、
厚黑學、官場術、「潛規則」等庸俗
腐朽的政治文化，反對當面一套、背
後一套的兩面人做派，反對拉幫結派
的圈子文化、碼頭文化，反對明哲保
身的「官場哲學」，自覺抵制商品交
換原則對黨內生活的侵蝕，不斷滌蕩
歪風邪氣。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軍委副主席許其亮：

為實現「兩個一百年」奮鬥目標、實
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提供戰略支撐，
要求中國軍隊履行使命能力有一個大
的躍升。必須適應戰爭形態和作戰樣
式發展趨勢，加快構建中國特色現代
作戰體系。這個作戰體系，力量基礎
是強大的現代化陸軍、海軍、空軍、
火箭軍和戰略支援部隊，行動中樞是
堅強高效的戰區聯合作戰指揮機構，
運行支撐是科學完備的聯合作戰體制
機制，根本保證是黨的集中統一領
導。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北京市委書記蔡奇：

今後一個時期，京津冀要着力建設以
首都為核心的世界級城市群、區域整
體協同發展改革引領區、全國創新驅
動經濟增長新引擎、生態修復環境改
善示範區。到2035年，北京初步建成
國際一流的和諧宜居之都；京津冀世
界級城市群的架構和區域一體化格局
基本形成。

全國政協副主席、央行行長周小川：

科學防控風險，處理好治標和治本的辯
證關係，要把握4個基本原則：一是回
歸本源，服從服務於經濟社會發展，避
免金融脫實向虛和自我循環滋生、放大
和擴散風險。二是優化結構，完善金融
機構、金融市場、金融產品體系，夯實
防控風險的微觀基礎。三是強化監管，
提高防範化解金融風險能力，將金融風
險對經濟社會的衝擊降至最低。四是市
場導向，發揮市場在金融資源配置中的
決定性作用，減少各種干預對市場機制
的扭曲。

香港文匯報記者 江鑫嫻、葛沖、趙一存
北京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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