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中全會明召開 人事佈局料拍板
聚焦深化黨和國家機構改革 解決職能體系障礙和弊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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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屆三中全會時間及議題
十一屆三中全會（1978年12月18日—22日）
否定「兩個凡是」，開展「真理標準問題大討論」，重新確立
「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確立鄧小平為核心的黨
領導集體，堅持「改革開放」和四項基本原則，把工作重心轉
移到經濟建設上來。

十二屆三中全會（1984年10月20日）
改革由農村走向城市，確立以公有制為基礎的有計劃的商品經濟。

十三屆三中全會（1988年9月26日—30日）
治理和整頓經濟秩序。

十四屆三中全會（1993年11月11日—14日）
提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

十五屆三中全會（1998年10月12日—14日）
提出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農村。

十六屆三中全會（2003年10月11日—14日）
對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提出了新的思路和舉措。

十七屆三中全會（2008年10月9日—12日）
通過了《關於推進農村改革發展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完善土
地流轉，激活農村金融。

十八屆三中全會（2013年11月9日—12日）
提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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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2020年，在重要領域和關鍵環節改革上
取得決定性成果。

資料來源：俠客島

香港文匯
報訊（記者
王玨 北京

報道）北京師範大學政府管
理研究院院長唐任伍對香港
文匯報指出，以往每一屆中
央的三中全會基本是在當年
下半年召開，而即將召開的十
九屆三中全會，不僅是歷來最
早的一次，亦跟十九屆二中全
會的召開時間僅相隔一個多
月。他認為，本屆二中全會和
三中全會，分別討論修改憲法
與人事安排問題，凸顯兩次
全會的重要意義。此外，時
值改革開放40周年，本次三
中全會還將審議深化黨和國
家機構改革的方案，契合三
中全會歷來的改革主題，值
得期待。

以往會期多於年底
改革開放以來歷屆三中全會

都在當年第四季度的10月或11
月舉行，比如十八屆三中全會
是2013年11月9日至12日舉
行，十七屆三中全會的會期是
2008年10月9日至12日，而
本次十九屆三中全會定於當年

2月召開，不同尋常。
唐任伍表示，十九屆三中

全會有兩大方面的議題，一
是承接了以往二中全會討論
的議題，即兩會前的重要人事
換屆問題，討論向全國人大和
全國政協推薦的國家機構領導
人員和全國政協領導人員的
建議人選；另一個則是改革
事宜，這也是歷屆三中全會
的主題。

機構改革事不宜遲
他指出，十九屆三中全會將

審議深化黨和國家機構改革的
方案。24日的政治局會議強
調，面對新時代新任務提出的
新要求，黨和國家機構設置和
職能配置同統籌推進「五位一
體」總體佈局、協調推進「四
個全面」戰略佈局的要求還不
完全適應，同實現國家治理
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要求
還不完全適應。可見，當前亟
需盡快深化黨和國家機構改
革，事不宜遲，時不我待，需
要盡快進行頂層設計和佈局，
這也是本次三中全會會期更早
的原因。

昨日的會議討論了中共中央政
治局向中央委員會作的工作

報告。中共中央政治局聽取了
《中共中央關於深化黨和國家機
構改革的決定》稿在黨內外一定
範圍徵求意見的情況報告，討論
了《深化黨和國家機構改革的方
案》稿，決定根據這次會議討論
的意見進行修改後將文件稿提請
十九屆三中全會審議。

推進職能優化協同高效
會議指出，當前，面對新時代新
任務提出的新要求，黨和國家機構
設置和職能配置同統籌推進「五位
一體」總體佈局、協調推進「四個
全面」戰略佈局的要求還不完全適
應，同實現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
力現代化的要求還不完全適應。
會議強調，深化黨和國家機構
改革，是新時代堅持和發展中國
特色社會主義的必然要求，是加
強黨的長期執政能力建設的必然
要求，是社會主義制度自我完善
和發展的必然要求，是實現「兩
個一百年」奮鬥目標、建設社會
主義現代化國家、實現中華民族
偉大復興的必然要求。全黨必須
統一思想、堅定信心、抓住機
遇，在全面深化改革進程中，下
決心解決黨和國家機構職能體系
中存在的障礙和弊端，更好發揮
我國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要以
加強黨的全面領導為統領，以國
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為
導向，以推進黨和國家機構職能
優化協同高效為着力點，改革機
構設置，優化職能配置，深化轉
職能、轉方式、轉作風，提高效
率效能，為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
會、開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

化國家新征程、實現中華民族偉
大復興的中國夢提供有力制度保
障。
會議討論了向第十三屆全國人民

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推薦的國家機構
領導人員建議人選和向政協第十三屆
全國委員會第一次會議推薦的全國政
協領導人員建議人選。
會議確定將以上內容作為十九

屆三中全會的議題。

打好防險脫貧防污攻堅戰
此次會議討論了國務院擬提請

第十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
次會議審議的《政府工作報告》
稿。會議認為，過去5年，面對極
其錯綜複雜的國內外形勢，以習
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團結帶
領全國各族人民砥礪前行，推動
經濟社會發展取得歷史性成就、
發生歷史性變革。剛剛過去的
2017年，經濟社會發展主要預期
目標全面實現，一些重要指標好
於預期，經濟運行呈現出增長與
質量、結構、效益相得益彰的良
好局面。
會議強調，今年是全面貫徹黨

的十九大精神的開局之年，是改
革開放40周年，是決勝全面建成
小康社會、實施「十三五」規劃
承上啟下的關鍵一年。堅持和加
強黨的全面領導，堅持穩中求進
工作總基調，堅持新發展理念。
大力推進改革開放，創新和完善
宏觀調控，推動質量變革、效率
變革、動力變革，特別在打好防
範化解重大風險、精準脫貧、污
染防治的攻堅戰方面取得扎實進
展，引導和穩定預期，加強和改
善民生，促進經濟社會持續健康
發展。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中共中央政治局昨日召

開會議，決定2月26日至28日在北京召開中共十九屆三

中全會。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主持會議。會議討論了

《深化黨和國家機構改革的方案》稿；向第十三屆全國

人大一次會議推薦的國家機構領導人員建議人選和向全

國政協十三屆一次會議推薦的全國政協領導人員建議人

選，並確定將以上內容作為三中全會的議題。此次會議

還討論了擬提請十三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審議的《政府

工作報告》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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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日
前，經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紀律檢查
委員會對十八屆中央書記處書記、國
務委員兼國務院秘書長楊晶嚴重違紀
問題立案審查。

長期與不法企業主不當交往
經查，楊晶同志嚴重違反政治紀律

和政治規矩、廉潔紀律，長期與不法企業主、不法社會人員
不當交往，為對方利用其職務影響實施違法行為、謀取鉅額
私利提供便利條件，其親屬收受對方財物。在審查中，楊晶
同志能夠認錯、悔錯。
依據《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等有關規定，經中央
紀委常委會會議研究並報中央政治局會議審議，決定給予
楊晶同志留黨察看一年、行政撤職處分，降為正部長級，
按程序辦理。

上月現身國務院全體會議
據《新京報》時政新媒體「政事兒」昨日報道，楊晶生於

1953年12月，現年65歲，蒙古族。他1970年參加工作後，
在內蒙古自治區工作了36年。仕途早期，楊晶曾在家鄉準格
爾旗的農機廠當過工人、旗文化館幹事，之後歷任達拉特旗
委副書記、書記，共青團內蒙古自治區區委書記等職，1998
年45歲時升任內蒙古自治區黨委常委、呼和浩特市委書記，
成為省部級官員。
在呼和浩特市委書記崗位幹了5年後，他調任內蒙古自治

區區政府主席等職。2008年，楊晶離開內蒙古，調任中央統
戰部副部長、國家民族事務委員會主任。至中共十九大召開
前，其職務為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國務委員、國務院黨組
成員兼國務院秘書長、機關黨組書記，中央國家機關工委書
記，國家行政學院院長。
在十九大閉幕後公佈的中央委員名單中，沒有出現楊晶的

名字。楊晶上月還曾公開露面。中國政府網報道，國務院總
理李克強上月22日上午主持召開國務院第八次全體會議，當
時，楊晶等國務院全體會議組成人員出席。

出身貧寒自我告誡要低調
楊晶曾自述：「我出生在內蒙古準格爾旗一個普通蒙古族

幹部家庭，父親是一名退休幹部，小時候家鄉貧窮，家境貧
寒。」「一位老領導曾告誡我：『工作低調一點，做人本分一
點』。我一直銘記在心，在工作和生活中時時提醒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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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劉凝哲北
京報道）全國人大常委會昨日（24
日）表決確認，今年1月選出的
2,980名十三屆全國人大代表的代
表資格全部有效，並正式公佈代表
名單。 全國人大常委會副秘書長
信春鷹就此作報告時表示，十三屆
全國人大代表具有廣泛代表性，與
往屆相比，婦女代表，一線工人、
農民代表、專業技術人員代表都有
不同比例的增加，黨政領導幹部比
例有所下降。
據介紹，2017 年 12 月中旬至
2018年1月，全國31個省、自治
區、直轄市的人民代表大會會議，
香港特別行政區的選舉會議，澳門
特別行政區的選舉會議，由各省、
自治區、直轄市和中央國家機關、

中國人民解放軍中的台灣省籍同胞
組成的協商選舉會議，中國人民解
放軍的軍人代表大會會議，共計35
個選舉單位選舉產生第十三屆全國
人大代表2,980名。
梳理官方公佈的名單發現，中共

中央政治局常委習近平、李克強、
栗戰書、汪洋、王滬寧、趙樂際、
韓正分別在內蒙古、廣西、江西、
四川、河北、黑龍江、陝西當選全
國人大代表。

黨政領導幹部比例下降
信春鷹表示，在選出的代表

中，少數民族代表438名，佔代
表總數的 14.70%，全國 55 個少
數民族都有本民族的代表。歸僑
代表39名。連任代表769名，佔

代表總數的25.81%。與十二屆相
比，婦女代表742名，佔代表總
數的24.90%，提高了 1.5個百分
點。一線工人、農民代表468名
（其中有45名農民工代表），佔
代表總數的15.70%，提高了2.28

個百分點。專業技術人員代表
613名，佔代表總數的20.57%，
提高了0.15個百分點。黨政領導
幹部代表 1,011 名，佔代表總數
的 33.93%，降低了 0.95 個百分
點。

歷來最早 議題重要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葛沖北京報
道）昨日公佈的名單中，共有269
名解放軍十三屆全國人大代表。

提名超過應選代表26.4%
與十二屆相比，解放軍代表結構
進一步優化，充分體現了廣泛性、
先進性和代表性。其中，基層一線
和專業技術幹部代表佔比超過三成，

有90人受到二等功以上獎勵。
這次換屆選舉，解放軍共提名代

表候選人340名，超過應選代表
26.4%。據《解放軍報》報道，日
前，解放軍23個選舉單位先後召
開軍人代表大會或軍人大會，充分
發揚民主，按照法定程序和要求，
以無記名投票的方式差額選舉產生
了269名十三屆全國人大代表。

軍隊高層方面，中共中央軍事委
員會副主席許其亮、張又俠，中共
中央軍事委員會委員魏鳳和、李作
成、苗華、張升民均當選新一屆全
國人大代表。軍兵種方面，陸軍司
令員韓衛國、空軍司令員丁來杭、
空軍政治委員于忠福、海軍司令員
沈金龍、火箭軍司令員周亞寧、火
箭軍政治委員王家勝、戰略支援部
隊政委鄭衛平等均當選人大代表。
戰區方面，東部戰區司令員劉粵
軍、西部戰區司令員趙宗岐、中部

戰區政委殷方龍、南部戰區司令員
袁譽柏、北部戰區政委范驍駿等均
在代表名單之中。
港澳方面，駐港部隊司令員譚本

宏、駐澳門部隊政委周吳剛當選十
三屆全國人大代表。據統計，婦女
代表34名，佔12.6%，比上屆提高
2.5個百分點。其中，外界比較熟
悉的有中國女航天員王亞平等。此
外，曾在軍隊反腐中發揮重要作用
的原解放軍總後勤部政委劉源連任
本屆解放軍全國人大代表。

解放軍代表結構優化

人大通過人大通過29802980名代表資格名代表資格
婦女一線工人比例提高婦女一線工人比例提高

■2月24日，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三十三次會議在完成各項議程
後，在北京人民大會堂閉幕。 中新社

■■楊晶楊晶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中共十九屆三中全會將於中共十九屆三中全會將於22月月2626日至日至2828日日
在北京召開在北京召開。。圖為二中全會現場圖為二中全會現場。。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