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政治局促加強農村基層黨組織建設

改革開放傑出貢獻百人榜公示
中央藉改革開放40周年表彰 人選經反覆比選統籌考慮產生

據《人民日報》消息，根據評選表彰工作部
署，在各地區各部門反覆比選、組織考

察、集體研究提出推薦人選的基礎上，經歸口
評審、統籌考慮，產生了100名改革開放傑出貢
獻擬表彰對象。
這份100人名單中共有21位內地企業家入

選，其中國有企業領軍人有憑借「邯鋼經驗」
和「平朔模式」入選的邯鄲鋼鐵劉漢章和平朔
煤炭陳日新、在廈航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的吳榮
南、帶領長虹率先探索出企業「軍轉民」道路
的倪潤峰、打破「大鍋飯」的海鹽襯衫步鑫
生，以及尚在任的兩位央企負責人中國遠洋許
立榮、中國中車孫永才。
值得關注的是，一些改革開放的標誌性人物
如被譽為「中國農村改革之父」的杜潤生、率
先打響深圳改革開放「第一炮」的袁庚以及華
西村黨委原書記吳仁寶均入選了擬表彰名單。
杜潤生長期從事中國農村改革與發展戰略研
究，主持了上世紀80年代5個中央「1號文件」
的起草，在實行家庭承包經營責任制、廢除人
民公社體制、改革農產品流通體制等一系列重
大問題上積極探索，對農村改革起到了強有力
的推動作用。袁庚提出了「時間就是金錢，效
率就是生命」的改革口號，創辦培育了中國第
一個外向型工業園區──「蛇口工業區」，並
由此催生出招商銀行、平安保險等一批優秀企
業。吳仁寶率領華西村民「七十年代造田、八
十年代造廠、九十年代造城、新世紀騰飛」。

理論舉足輕重 經濟學者入選
兩位來自北京大學的經濟學家厲以寧、林毅
夫也在這100人名單之中。前者是中國最早提出
股份制改革理論的學者之一，對中國經濟改革

發展產生重要影響；後者自主創立並實踐了新
結構經濟學理論體系，在國際上產生重要影響
力，為中國經濟學理論創新作出重要貢獻。

範圍涵蓋文體 科研尖子在列
除了經濟界代表人物之外，公示的百人名單
還涵蓋科研、教育、文化、國防、體育等多個
領域的傑出人物。科研領域包括諾貝爾獎獲得
者屠呦呦、「量子之父」潘建偉、「天眼之
父」南仁東、「雜交水稻之父」袁隆平、「北
斗之父」孫家棟、核物理學家于敏，以及兩院
院士鍾南山、吳良鏞、王大珩、王選、陳景潤
等人。
國防領域有解放軍航天員大隊特級航天員景

海鵬、參加邊境自衛還擊作戰的韋昌進、空軍
特級飛行員蔣佳冀、海軍特級飛行員戴明盟、
「中國艦載機之父」羅陽以及「中國核彈之
父」程開甲等人。文體領域有李谷一、李雪
健、施光南、蔣子龍、謝晉、路遙、樊錦詩、
郎平、姚明、許海峰等人。

「大包乾」帶頭人成唯一入選集體
此外，小崗村「大包乾」帶頭人則是唯一入
選集體。1978年冬，安徽省鳳陽縣小崗村18戶
農民，在一紙分田到戶的「秘密契約」上按下
鮮紅的手印，實行農業「大包乾」，從此拉開
中國農村改革的序幕。該集體的入選，彰顯了
小崗村作為中國農村改革的主要發源地和中國
改革標誌的歷史地位。
據了解，為充分發揚民主，廣泛聽取意見，
接受社會監督，中央對擬表彰對象予以公示，
公示時間從2018年11月26日8時起，至11月
30日17時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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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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議《中國
共產黨農村基層組織工作條例》和《中
國共產黨紀律檢查機關監督執紀工作規
則》。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主持會
議。
會議認為，修訂《中國共產黨農村基
層組織工作條例》，是堅持和加強黨對
農村工作的全面領導、提高黨的農村基
層組織建設質量的重要舉措，對於打贏
脫貧攻堅戰、深入實施鄉村振興戰略，
推動全面從嚴治黨向基層延伸、鞏固黨
在農村的執政基礎，具有十分重要的意
義。

支部建村上 覆蓋農村全領域
會議強調，村黨組織要全面領導隸屬

本村的各類組織和各項工作。凡是農村
的重要事項和重大問題都要經黨組織研
究討論，村級重大事項決策實行「四議
兩公開」，加強村務監督。
會議指出，要加強農村黨支部建設，
堅持支部建在村上，實現對農村各領域
全覆蓋，選好配強農村黨組織書記、實
行縣級備案管理，建立選派第一書記長
效機制，持續整頓軟弱渙散村黨組織，
發展農村優秀青年入黨，加強農村基層
黨員、幹部教育培訓，使每一個農村黨
支部都成為堅強戰鬥堡壘。要推動農村
基層黨組織在重大任務中發揮作用。貧
困村黨組織要動員和帶領群眾全力打贏
脫貧攻堅戰。要發揮黨組織的組織優
勢、組織功能、組織力量，既保證黨中
央決策部署落實落地，又在完成任務過

程中使自身得到加強，不斷提高威信、
提升影響。
會議要求，各級黨委特別是縣級黨委

要履行抓農村基層黨組織建設的主體責
任，加強基本隊伍、基本活動、基本陣
地、基本制度、基本保障建設。要發展
壯大村級集體經濟，提升黨組織凝聚服
務群眾的能力。要不斷解決突出矛盾和
問題，推動農村基層黨組織全面進步、
全面過硬，為新時代鄉村全面振興提供
堅強政治和組織保證。

紀檢監察機關帶頭強化自我監督
會議指出，《中國共產黨紀律檢查機

關監督執紀工作規則》（下稱《規
則》）深入貫徹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
社會主義思想和黨的十九大精神，以黨

章為根本遵循，堅持和加強黨對紀律檢
查工作的領導，維護習近平總書記黨中
央核心、全黨核心的地位，維護黨中央
權威和集中統一領導，總結黨的十八大
以來紀檢監察體制改革理論、實踐、制
度創新成果，着力建設一支忠誠堅定、
擔當盡責、遵紀守法、清正廉潔的紀檢
監察幹部隊伍，推動全面從嚴治黨向縱
深發展。
會議強調，把《規則》上升為中央黨

內法規，體現了黨中央對紀檢監察工作
的高度重視。打鐵必須自身硬。紀檢監
察機關必須紮緊制度籠子，強化自我約
束，對執紀違紀、執法違法者「零容
忍」。要把執紀和執法貫通起來，監督
執紀和監察執法一體推進，統籌運用紀
法「兩把尺子」，堅持執紀必嚴，用鐵

的紀律強化日常管理和監督，嚴肅處理
違反黨章黨規的行為；堅持紀法協同，
依法監督公職人員嚴守底線。要貫通運
用監督執紀「四種形態」，堅持實事求
是，力求精準科學。
會議要求，中央紀委國家監委機關要

帶頭加強黨的政治建設，打造讓黨中央
放心、人民群眾滿意的模範機關；帶頭
增強「四個意識」，提高政治能力，把
準政治方向，站穩政治立場，始終自覺
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動上同以習近平同志
為核心的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在大是
大非面前敢於亮劍、敢於鬥爭；帶頭強
化自我監督，自覺接受黨內監督和社會
監督，嚴格遵守執紀執法的各項制度、
規定、規則，堅決防止「燈下黑」，做
黨和人民的忠誠衛士。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琳 北京報
道）在中共中央公佈的擬表彰為改革開
放作出傑出貢獻100人名單中，香港文
匯報記者梳理發現，港澳地區有霍英
東、曾憲梓、王寬誠、馬萬祺、陳馮富
珍五人入選。他們或積極投身祖國改革
開放和現代化建設；或大力宣傳國家改
革開放政策，組織海內外華人到內地投
資；或推動中國融入國際社會。其中不
少人曾參與港澳回歸祖國的法律起草或
籌備事宜之中，為港澳順利回歸、平穩
過渡、保持繁榮穩定發揮了重要作用。

霍英東：力推國家體育發展
公示名單中介紹這五人的入選理由

為：香港霍英東集團創辦人霍英東是最
早到內地投資的香港企業家之一。先後
投資100多億港元，支持內地重大基礎
建設和教育、文化、衛生等社會事業發
展。設立霍英東體育基金，大力支持國
家體育事業發展，為北京主辦亞運會和
申辦奧運會作出重大貢獻。堅決擁護
「一國兩制」方針，曾任香港特別行政
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香港特別行

政區籌備委員會副主任委員等職。

曾憲梓：組織華人投資內地
香港金利來集團有限公司創辦人曾憲

梓，1986年開始到內地投資設廠，1989
年合資成立中國銀利來有限公司，成為
中國首家專營領帶生產的中外合資企
業。組織海內外華人到內地投資；從上
世紀70年代末開始，捐資支持國家教
育、航天、體育、科技、醫療與社會公
益事業，歷年捐資逾1,400項次，累計金
額超過12億港元。擁護「一國兩制」方
針，曾任香港特別行政區籌備委員會委
員。

王寬誠：基金會育科研人才
香港中華總商會原會長王寬誠鼎力支

持內地改革開放，推動建立香港中華總
商會中國「四化」服務委員會，宣傳國
家改革開放政策，為香港工商界人士參
與內地改革開放搭建平台；出資創立
「王寬誠教育基金會」，支持國家選派
留學生，培養高科技人才。堅決擁護
「一國兩制」方針，曾任香港特別行政

區基本法諮詢委員會執行委員會副主
任，參與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起草工
作。

陳馮富珍：促世衛與華深入合作
陳馮富珍是第一位擔任世界衛生組織

總幹事的中國人，積極推動世界衛生組
織與中國開展廣泛深入合作，推動中醫
藥等傳統醫學逐漸納入各國醫療衛生體
系，促成簽署《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
世界衛生組織關於「一帶一路」衛生領
域合作的諒解備忘錄》，贏得國際社會
廣泛讚譽。

馬萬祺：率先投資內地興業
澳門中華總商會原會長馬萬祺向中央

提議「積極發動僑胞投資祖國」，並率
先在內地投資興辦實業。大力對外宣傳
國家改革開放政策，為推動澳門與內地
經濟往來合作、支持改革開放作出突出
貢獻。堅決擁護「一國兩制」方針，曾
任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副
主任委員和澳門特別行政區籌備委員會
副主任委員。

為國家盡心力 港澳五人入選

從 1978 年 到
2018 年，中國改
革開放的步伐已經

鏗鏘有力地走過了40個年頭。得益於
一批改革急先鋒的積極探索與實踐，
中國經濟實現了騰飛發展。回溯這40
年，有哪些人值得我們記住？
縱觀中共中央昨日公佈的為改革開

放作出傑出貢獻100人擬表彰名單，
來自經濟領域的上榜人物最多，這其
中除了 BAT 三大互聯網巨頭的創始
人，製造業領域的企業家成為主流。

金融方面，只有推動中國證券市場規
範化發展的深交所禹國剛入選，地產
界則無一人上榜。
這其中，或許可以窺見這些能夠堅

守實業報國理念的企業家，才是中國
能夠從一窮二白發展為世界第二大經
濟體的中流砥柱。
近些年民間流傳這樣的慨歎：踏踏

實實做實業的，收益跑不過轉行做地
產。不少地產上市公司更是出了賣房
保業績的「笑話」。

回溯改革開放40年，李書福能從200

元人民幣起家打造出千億吉利「帝國」
的傳奇，正如他所言，「這是改革開放
的產物。」但是隨着制度性交易成本的
反彈，這些企業能從改革開放進程的獲
益已經大大下降，如今當務之急是看能
否把這些成本再次向下推。
如今，中央已經出台多項振興實業

的舉措，包括改善金融、財稅以及營
商環境，以及提倡企業家精神、保護
民營企業產權不受侵犯等。相信未來
能有更多實業報國的企業家誕生。

■香港文匯報記者 馬琳 北京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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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幹家多位上榜 地產界無一入圍

■小崗村「大包
乾」帶頭人是唯一
入選集體。圖為
1978年，該村 18
戶農民帶頭「大包
乾」簽訂的「生死
契約」。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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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記者 馬琳馬琳 北北

京報道京報道））今年是中國改革開放今年是中國改革開放4040

周年周年，，中共中央決定表彰一批為中共中央決定表彰一批為

改革開放作出傑出貢獻的個人改革開放作出傑出貢獻的個人。。

《《人民日報人民日報》》昨日公佈了一份昨日公佈了一份100100

人的擬表彰對象公示名單人的擬表彰對象公示名單。。香港香港

文匯報記者梳理發現文匯報記者梳理發現，，經濟領經濟領

域域，，BATBAT三家內地互聯網巨頭三家內地互聯網巨頭

的創始人李彥宏的創始人李彥宏、、馬雲馬雲、、馬化馬化

騰均在公示名單之列騰均在公示名單之列；；大家耳熟大家耳熟

能詳的一些民族品牌創始人也在能詳的一些民族品牌創始人也在

其中其中，，如吉利汽車李書福如吉利汽車李書福、、TCLTCL

集團李東生集團李東生、、美的集團何享健美的集團何享健、、

聯想柳傳志等聯想柳傳志等。「。「中國農村改革中國農村改革

之父之父」」杜潤生杜潤生、、中國對外開放急先鋒袁庚以及兩位經中國對外開放急先鋒袁庚以及兩位經

濟學家厲以寧濟學家厲以寧、、林毅夫亦上榜林毅夫亦上榜，，小崗村小崗村「「大包乾大包乾」」帶帶

頭人則是唯一入選集體頭人則是唯一入選集體。。此外此外，，霍英東霍英東、、馬萬祺及陳馬萬祺及陳

馮富珍等五位港澳人士亦入選馮富珍等五位港澳人士亦入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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