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 新華社昨日播發《人
民日報》12月18日社論，題為《在新時
代創造新的更大奇跡──慶祝改革開放40周
年》。文章指出，今天，改革開放依然是當代中國最鮮
明的特色，是我們黨在新的歷史時期最鮮明的旗幟，把
改革開放的旗幟舉得更高更穩，創造新的更大奇跡，就
是對改革開放的最大致敬。
文章指出，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
的黨中央，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推進全面深化改革，推
出1,600多項改革方案，將歷史性變革和成就寫在廣袤大
地，推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今天，改革開
放依然是當代中國最鮮明的特色，是我們黨在新的歷史
時期最鮮明的旗幟；「將改革開放進行到底」，依然是
億萬中國人民的共同心聲，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
關鍵一招。
文章分析指出，40年改革開放，給我們提供了許多彌
足珍貴的啟示，其中最重要的一條就是，一個國家、一
個民族要振興，就必須在歷史前進的邏輯中前進、在時
代發展的潮流中發展。
文章指出，把改革開放的旗幟舉得更高更穩，就要在
歷史前進的邏輯中前進，順應中國人民要發展、要創
新、要美好生活的歷史要求。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
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
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與此同
時，我國仍處於並將長期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
國情沒有變，我國是世界最大發展中國家的國際地位沒
有變。這樣的「變」與「不變」，都決定了我們最根本
最緊迫的任務，還是進一步解放和發展生產力，以更堅
定的信心、更有力的措施把改革開放不斷推向深入。
文章進一步指出，把改革開放的旗幟舉得更高更穩，
就要在時代發展的潮流中發展，契合世界各國人民要發
展、要合作、要和平生活的時代潮流。「中國開放的大
門不會關閉，只會越開越大！」堅持推動更高水平開放
不停步、建設開放型世界經濟不停步、構建人類命運共
同體不停步，才能使中國發展動力更足、人民獲得感更
強、同世界互動更深，始終做世界和平的建設者、全球
發展的貢獻者、國際秩序的維護者。
文章最後強調，「一切偉大成就都是接續奮鬥的結
果，一切偉大事業都需要在繼往開來中推進。」在習近
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指引下，不忘初心、繼
續前進，中國改革開放一定能夠成功，中華民族偉大復
興必將在改革開放的進程中得以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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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說：「我們所做的一
切都是為人民謀幸福，為民族
謀復興，為世界謀大同。」

他表示：「老百姓關心什麼、期盼什麼，改革就
要抓住什麼、推進什麼，通過改革給人民群眾帶來
更多獲得感。」

升個稅起徵點 打工仔皆受惠
民眾最直接的福祉感受來自收入的不斷增長。6

年中，城鄉居民收入年均增長7.4%，超過經濟增
速。
10月1日起，根據修改後的個人所得稅法，個稅

起徵點從3,500元（人民幣，下同）提高到5,000
元，又一項惠及上班族的紅利以「重大改革於法有
據」的形式出台。

2.8億農民工也嘗到改革甜頭，中等收入人群中
有了他們的身影。
「95後」鄒彬是其中一員。他中學肄業就在建

築工地當學徒。2015年，他代表中國參加第43屆
世界技能大賽砌築項目比賽獲優勝獎，也成了世界
500強企業中建集團旗下一名項目質量管理員，還
組建了自己的創業工作室。今年，他當選全國人大
代表，在全國兩會上提出「深化建築用工制度改
革」的建議。

習近平的精準扶貧戰略也收效顯著。過去6年
來，農村貧困人口累計減少約7,000萬，超過法國
人口。
美國國際問題專家威廉．瓊斯說，脫貧是人類一

直以來面對的核心挑戰，但直到最近都還只是「烏
托邦」，是中國讓這個夢想正變為現實。

進口藥零關稅 癌症患者紓困
習近平還把社會養老保險覆蓋至9億多人，基本

醫療保險覆蓋至13億多人。
國產電影《我不是藥神》最近引起關注。影片講

述中國癌症患者用藥難的困境。改革正使這一幕逐
漸成為歷史。
2018年5月，中國政府先後取消包括抗癌藥在

內的28項藥品進口關稅，抗癌藥將實現「零關

稅」。相關部門正陸續啟動抗癌藥品國家集中採
購、醫保准入談判。

習近平的改革雄心還包括打造一個生機勃勃的商
業環境，讓在中國的所有生意都做得更加容易。
在10月底發佈的世界銀行營商環境報告中，中

國總體排名比去年上升32位，位列第46，為報告
發佈以來中國最好名次。

《上海美國商會 2018 年中國商業報告》顯
示，83%的受訪製造業企業和81%的零售業企
業實現盈利，57.7%的企業表示其在華營收增速
高於其全球市場水平，61.6%的企業將增加在華
投資。
民營經濟發展進入新階段。在世界500強企業

中，中國民企由2010年的1家增加到2018年的28
家。 ■新華社

■立足經濟新常態的判斷，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推動中國經濟向高質量發展

習近平來自一個改革者的家庭。中國
改革開放始於1987年，彼時，習近

平就讀於清華大學，他的父親習仲勳擔
任廣東省委第一書記。習仲勳對改革滿
懷渴望，他向鄧小平要「先走一步」的
「尚方寶劍」，請求建立經濟特區，為
改革「殺出一條血路」。父親的膽略和
擔當影響了習近平。上世紀80年代初，
父親習仲勳從廣東調回中央，前往河北正
定工作的習近平也開始了改革探索。他看
到南方一些地方正推行農業「大包乾」，
就在正定做試點，在河北省開了先河。
習近平在縣委書記任上深知改革不

易。有一次他說，我們的改革存在不系
統、不配套的問題，突出表現是「中間
梗阻」。他在正定推進幹部制度改革，
把一批想幹事能幹事的人選拔出來。

轉戰各地任職 改革形象鮮明
習近平在其他省市任職，也以改革者

形象著稱。他在寧德倡導「弱鳥先
飛」，在廈門實行「放水養魚」，在福
州開創「馬上就辦」；在浙江提出「八
八戰略」；在上海力推「長三角一體
化」。
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原副主任施芝鴻

說，習近平的改革，來自他的經歷，來
自他的從政。他經歷過「文革」，正反
兩方面對比以後，他就明白，老路走不
下去。他的思考跟鄧小平是一致的。
2012年，習近平在回顧改革開放歷程

時說，如果沒有鄧小平同志指導我們黨
作出改革開放的歷史性決策，我們國家
要取得今天的發展成就是不可想像的。
可以說，改革開放是我們黨的歷史上一
次偉大覺醒，正是這個偉大覺醒孕育了
新時期從理論到實踐的偉大創造。
習近平在地方的改革思想和實踐，輯

錄在《幹在實處 走在前列》、《之江新
語》等書中。觀察者認為，這正是新時
代中國全面改革諸多設計的淵源。

推治理現代化 誓破利益固化
2012年11月15日，剛剛當選中共中央

總書記的習近平對中外記者說：「堅持
改革開放，不斷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
力，努力解決群眾的生產生活困難，堅
定不移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這時，習近平堅定宣示了要進一步推

動改革開放的決心。
而習近平清楚地知道，他面對的是何

等困難，皆大歡喜的改革都改了，剩下
的都是難啃的硬骨頭。他執掌的新一輪
改革，必定要「既勇於衝破思想觀念的
障礙，又勇於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籬」。
上任後的首次出京考察，習近平選擇

了鄧小平1992年「南巡」時到過的廣
東。著名的「南方談話」曾推動改革開
放實現新跨越。
在深圳，習近平瞻仰了鄧小平銅像。

他說，「改革開放是決定當代中國命運
的關鍵一招」，「停頓和倒退沒有出
路」。
一個月後，習近平在十八屆中共中央

政治局第二次集體學習時說出了那句被
廣為傳播的話：「改革開放只有進行時

沒有完成時。」
在習近平看來，改革，是在中國特色

社會主義道路上不斷前進的改革，既不
走封閉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幟的
邪路。
為了讓改革順利推進，習近平提出

「鞋論」──鞋子合不合腳，只有穿鞋
的人自己才知道；要改的必須改，不改
的就是不能改；新一輪改革不追求廉價
掌聲。
習近平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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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
──這被稱作「第五個現代化」。

學者盛讚理論實事求是
面對新的複雜形勢，習近平構建了一

套獨特的改革方法論：要處理好解放思
想和實事求是的關係、整體推進和重點
突破的關係、全局和局部的關係、頂層
設計和摸着石頭過河的關係、膽子要大
和步子要穩的關係、改革發展穩定的關
係。要注重改革的「系統性、整體性、
協同性」。
中共中央黨校副校長何毅亭說，習近

平改革思想是一個層次分明、系統完
整、邏輯嚴密的理論體系，科學回答了
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為什麼要全
面深化改革、怎樣全面深化改革等一系
列重大理論和實踐問題，豐富和發展了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改革理論。
施芝鴻說，習近平為全面深化改革確

定的總目標，既指明了全面深化改革的
方向和道路，又清晰勾畫了實現中國特
色社會主義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路
線圖、時間表。
新加坡國立大學教授鄭永年說，習近

平回答了新一輪改革誰來改、改什麼、
如何改的問題，在改革開放40年後，他
進一步推動完成制度建設的使命。

海外媒體：「習式改革」注新動力
在習近平主持下，中共十八屆三中全

會制定全面深化改革7年時間表，出台了
世界上規模最大的改革方案，涉及從經
濟到政治、從社會到文化、從生態到外
交等各個方面。
中國的全面深化改革引發關注。有海外

輿論稱「習式改革」為中國漫長而驚人的
崛起注入新動力。
從中共十八屆四中全會確立全面依法治

國路線圖，到十八屆五中全會詮釋五大發
展理念，再到十九大報告繪製現代化「兩
步走」戰略，全面深化改革成為習近平新
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突出亮點，
習近平也成為中國新一輪改革開放的領航
者。
2019年將迎來新中國成立70周年。這

是一個苦難屈辱的民族從站起來、富起
來到強起來的過程。中國經濟佔世界經
濟的比重從幾十年前的不到2%提升到了
現在的15%。
習近平的改革為中國走向復興奠定基

礎，這將第一次在人類歷史上創造10億
以上人口共同邁入現代化、徹底擺脫貧
困並走向共同富裕的奇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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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大經濟體制改革力度，進一步劃清政府和市場的
邊界，確保實現經濟發展方式的根本性轉變

66 年 扎 實 改 革年 扎 實 改 革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中共十八屆三中
全會後，習近平擔任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組
長。後來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員會成立，仍由習近
平掛帥。
習近平領銜的，還有中央全面依法治國委員會、

中央外事工作委員會、中央網絡安全和信息化委員
會、中央財經委員會等。
一位參與改革決策的人士說，新一輪改革強化了

黨中央集中統一領導，這有利於破除「中梗阻」。
「習近平領導多個小組，接觸各個領域、各個層

面的實際工作者和一線領導者，和他們面對面討
論，了解到更多實際情況，從而讓決策更加『上接
天線、下接地氣』。」這位人士說。
權威人士透露，總書記認真審閱重大改革方案的

每一稿，逐字逐句親筆修改。

許多重大改革舉措由習近平本人拍板。中共十八
屆三中全會提出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
用」。而自1992年中共十四大以後提的一直是
「基礎性作用」。討論時，有人認為新提法跨越太
大，建議暫緩，最後是習近平拍板定論，實現了重
大理論突破。
參與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文件起草的一位學者回

憶說：「沒有習近平下決心，很多重大改革是難以
出來的。」

推動國企混改 出台二孩政策
13億多中國人的身份長期被戶籍制度分隔在城

鄉兩端。習近平率領發起史無前例的戶籍改革，統
一城鄉戶口登記制度，取消農業戶口與非農業戶口
的性質區分，為城鄉一體化打開大門。

國企改革被認為是重中之重和難中之難。習近平
把混合所有制作為國企改革重要突破口，使亟待提
高效率的國企加速融入現代化經濟體系。同時，他
鼓勵民營企業依法進入更多領域，引入非國有資本
參與國企改革。
在計劃生育政策實行多年的基礎上，習近平敏銳

抓住重大時機，推動出台全面兩孩政策，在關鍵節
點改善中國人口結構，受到全社會廣泛讚譽。
公款吃喝浪費的積弊，被很多人認為是無法解決

的難題。習近平倡導制度建設和機制改革，在不長
的時間裡遏止住了這一歪風。

敢為人民獻身 生死置之度外
在中國的生態屏障秦嶺，官商勾結，濫蓋別墅，

違背綠色發展理念。習近平親自督戰，多次批示，

劍指利益固化藩籬和官僚主義惡疾。
習近平說：「黨和人民需要我們獻身的時候，我

們都要毫不猶豫挺身而出，把個人生死置之度
外。」
習近平經常對幹部們講：「以釘釘子精神抓好改

革落實。」這個比喻講的是改革要看準目標、真抓
實幹、鍥而不捨。
中共十八大至十九大之間，習近平到基層考察

50次、累計151天，這既是對改革的訪查和調研，
又是對改革的宣講和推動。
在習近平帶頭「擼起袖子加油幹」的鼓舞下，許

多大膽的改革在基層開展起來。

出台1500項舉措 改革全覆蓋
中共十八大後5年間，中國出台1,500多項改革

舉措。十九大報告進一步提出158項改革舉措。
在2018年的新年賀詞中，習近平吹響改革再出

發號角：「逢山開路，遇水架橋，將改革進行到
底。」
一年裡，從南海到長江，從山東到東北，從深圳

到上海，習近平風塵僕僕，馬不停蹄，都在部署改
革新政，指揮對外開放。
美國學者庫恩認為，習近平擔任總書記以來，中

國共產黨加快推進各領域改革，「強勢反腐是改
革，依法治國是改革，脫貧攻堅是改革，重組軍隊
是改革，黨政機構改革也是一項重大改革。」他
說，作為改革者，習近平留下的最大印記是他推動
改革的廣闊度和全面性。
施芝鴻說，在新時代，黨對全面深化改革的規律

性認識的把握，比改革開放以來任何時期都更加全
面。改革正進一步觸及深層次利益格局的調整和制
度體系的變革。
廣東省社會科學院院長王珺說，習近平面對新的

時代形勢和課題，作出包括社會主要矛盾發生重大
改變等一系列新判斷，構建起改革開放的一整套新
範式和新秩序，以排山倒海之勢推進「五位一體」
和「四個全面」，在解決以前難以解決的許多問題
上取得重大突破。

親征硬骨頭親征硬骨頭 決策接地氣決策接地氣

憂百姓所憂 改百姓想改

■把創新驅動發展確定為新時代改革的重大戰略並着
力實施，中國向世界主要科學中心和創新高地加速
邁進

■掀起大規模「反腐風暴」，從「膠着狀態」到形成
「壓倒性態勢」，這既是改革一部分，也為進一步
改革創造條件

■集中推出深化黨和國家機構改革這一「牽一髮而動
全身、投一石而激千層浪的重大改革舉措」

■成立國家監察委員會，這是政治體制改革的一項標
誌性成果

■成立中央全面依法治國委員會，推動落實全面依法
治國方略

■健全人民當家作主的制度體系，推進協商民主廣泛
多層制度化發展

■改變意識形態管理薄弱的局面，加強了黨對改革的
全面領導力

■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確立文化自信是更基
礎、更廣泛、更深厚的自信

■促進經濟發展和改善民生的良性循環，夯實人民的
獲得感

■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會治理格局，以改革促進公
平正義

■建設美麗中國，推動生態文明體制改革實現跨越式
突破

■領導歷史上最大規模的國防和軍隊改革，完成中國
軍隊徹底重塑

�&

■■習近平習近平20142014年春節到內蒙古呼和浩特市兒童福利院看望孩子們並贈送新春禮物年春節到內蒙古呼和浩特市兒童福利院看望孩子們並贈送新春禮物。。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 習 近 平習 近 平
20172017 年帶領年帶領
其他中共中央其他中共中央
政治局常委同政治局常委同
志瞻仰上海中志瞻仰上海中
共一大會址共一大會址，，
一起重溫入黨一起重溫入黨
誓詞誓詞。。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習近平今年10月在深圳改革開放展覽館參觀「大潮起珠江──廣東改革開放40周年展覽」。
資料圖片

資料來源資料來源：：新華社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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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中共中央今日將在北京人民大

會堂隆重舉行慶祝改革開放40周年大會，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

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將在大會上發表重要講話。新華社昨

日播發題為《新時代改革引領者習近平》的長篇通訊，指出2018

年中國迎來改革開放40周年。習近平擔負着把鄧小平開創的改革

開放事業推向前進的重任。文章指出，習近平面臨的挑戰仍有很

多，他要以超常的魄力領導黨和國家把改革長期推進下去。習近

平對此懷有信心：「過去幾年來改革已經大有作為，新征程上改

革仍大有可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