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央軍委人事調整或揭盅
分析：解放軍內外臨「硬仗」領導力量待加強

據人民網報道，這次全會的議題，除了習近平代表中央政治
局向中央委員會做工作報告，研究全面推進依法治國重大

問題，審議通過《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
的決定》外，還包括進行部分人事調整。

近年四中常涉軍委調整
事實上，最近三屆四中全會中，就有兩屆涉及中央軍委的人事
調整。如，1999年的十五屆四中全會，胡錦濤被選舉為中央軍委
副主席，郭伯雄、徐才厚被選為中央軍委委員。而2004年的十
六屆四中全會，胡錦濤當選中央軍委主席，江澤民卸任，徐才厚
任中央軍委副主席，增補陳炳德、喬清晨、張定發、靖志遠為中
央軍委委員。
目前中央軍委構成，包括主席習近平，副主席范長龍、許其
亮，委員有國防部部長常萬全、總參謀長房峰輝、總政治部主任
張陽、總後勤部部長趙克石、總裝備部部長張又俠、海軍司令員
吳勝利、空軍司令員馬曉天和二炮司令員魏鳳和。

劉源傳晉身軍委副主席
軍情觀察家分析指出，當前解放軍面臨兩場「鬥爭」考驗：一
是對外做好軍事鬥爭準備。為了「能打勝仗」，十八屆三中全會
提出了國防和軍隊系列改革，而只有克服現有利益格局的阻力，
軍事變革才能成功；二是對內開展反腐敗鬥爭。徐才厚、谷俊山
等一批軍內腐敗分子被懲治，拉開了軍隊反腐的大幕，將這場反
腐敗鬥爭進行到底，必須要有刮骨療傷、壯士斷腕的勇氣。 為
了加強領導力量，贏得這兩場「鬥爭」的勝利，有關觀察家認
為，不排除在十八屆四中全會上調整充實中央軍委的可能性。
事實上，近一段時間以來，海內外有關四中全會調整軍委人事
布局的坊間傳聞此起彼伏。例如，總後勤部政委劉源可能在四中
全會上晉身軍委副主席。據稱，查辦谷俊山、徐才厚，劉源功不
可沒。總裝備部部長張又俠亦是軍委副主席的可能人選。不過，
上述傳聞目前都難以得到官方證實。

馬建堂王作安料遞補中委
依照《黨章》規定，十八屆四中全會料將正式審議通過中紀委
關於蔣潔敏、李東生、李春城、王永春、萬慶良五人審查報告，
對此前的有關「雙開」處分予以追認，並撤銷他們的中央委員、
中央候補委員職務。同時，在中央委員出缺之後，將在中央候補
委員依照得票先後順序依次遞補。因而，在中央候補委員中排名
前兩位的國家統計局局長馬建堂和國家宗教局局長王作安，料將
在四中全會上獲遞補中央委員。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沖 北京報道） 為期四天的十

八屆四中全會於今日（20日）在北京召開。除了依法

治國議題外，中央部分人事變動亦是此次全會看點。

政情觀察家認為，當前中國軍隊面臨對外軍事鬥爭、

對內反腐敗兩場「硬仗」考驗，為了加強領導力量贏

得勝利，不排除在四中全會上調整充實中央軍委人事

的可能性。至於坊間多種軍委人事傳聞，目前難以得

到官方確認，

軍委此次是否

調整只能留待

全會閉幕當日

見分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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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今日開幕的四中全會將着眼研究全面推進依法治
國，同時總結過去一年反腐工作。外媒分析稱，反腐制度化將成為
本次會議的亮點之一，中國的反腐工作或將迎來從治標到治本的節
點，四中全會更考驗中共依法治國決心。

治本式反腐制度或出台
四中全會研究的依法治國，對反腐意味着什麼？是否會改變目前
的反腐態勢？新加坡《聯合早報》就此分析稱，從中共腐敗的嚴重
性來說，需要有一個高壓的反腐態勢，但在大批官員落馬、尤其是

周永康案水落石出後，反腐已經進入階段性轉變的時候，需從目前
運動式反腐逐漸轉向制度建設，出台一些治本意義的制度和措施。
中共十八屆四中全會是否在這方面有部署和落實，是一個觀察指
標。
英國《金融時報》指出，人們對這次會議有着不同的預期。一些人期

待習近平能強力推進司法改革，但也有人懷疑，它是否真的會把「法
治」擺在最重要位置。法國現代中國研究中心研究員貝雅
（Jean-Philippe Beja）認為，會議對法治的強調，還是會讓習近平得到
一個機會，讓他說服中共下層官員，只要不越界就能確保自身安全。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
報道，中共即將召開的十八
屆四中全會主題是依法治
國，以此作為全會主題，在
中共黨史尚屬首次。有分析
指，這主題反映執政黨在全
面深化改革關鍵時期的重大
政策考量。
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強

調依憲治國、依憲執政，「以
憲法為最高法律規範」。他表
示中共履行好執政興國的重大
職責，必須依據黨章從嚴治
黨、依據憲法治國理政。黨自
身必須在憲法和法律範圍內活
動，真正做到黨領導立法、
保證執法、帶頭守法。
今年初習近平主持中央深

改組會議時指出，凡屬重大
改革都要於法有據，並要求
在整個改革過程中，都要高
度重視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
方式。全會之後，如何運用
法治思維深入推進改革，科
學立法、修法、執法，解答
「凡屬重大改革於法有據」
這命題，也令大眾期待。

法
治
作
主
題

黨
史
屬
首
次

外媒：四中考驗中共依法治國決心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網報道，中國共產黨將首次在中央全會上研
究全面推進依法治國重大問題。有觀察家指出，「史無前例」的四
中全會將推出依法治國升級版，中國的政治生態不僅由此將吹來新
的空氣，面臨下行壓力與轉型難題的中國經濟也將迎來新的紅利。
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院長遲福林說，四中全會有望出台
務實措施，強化市場經濟的法治基礎，進一步釋放增長潛力。
強化市場經濟的法治基礎對中國經濟將帶來投資、消費、創新等
方面的促進。遲福林說，通過法治保障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
作用，可以全面釋放市場活力、社會資本活力和創業創新活力，推
動中國從中等收入國家邁入高收入國家。

從投資來看，以法治倒逼壟斷行業改革，保障開放、公平競爭的
市場環境；從消費來看，以法治更好地保障弱勢群體利益，實行最
嚴格的食品藥品安全監管制度，都將釋放消費潛力；產權保護等方
面的法治建設也將為中國一直較為疲弱的創新能力注入一支強心
劑。
專家預測，四中全會後，市場監管、期貨、互聯網領域、房產稅
等方面的立法有望加快，預算法、消費稅法、勞動合同法、證券
法、土地管理法、行政許可法等法律有望得到修訂和完善。
有分析指，到2020年，中國目前的反腐通過促進市場公平競爭將

給其GDP帶來0.1到0.5個百分點的增長。

加強法治釋放經濟新紅利

新聞速遞
台灣涉劣質油風波的頂新製油公司前董事長魏
應充，被法院裁定收押禁見，他隨即被移送到彰
化看守所。另外，台大、政大表示，將中止接受
來自頂新集團的獎學金。其中政大跟頂新簽下五
年合約，頂新每年約給七十萬元新台幣獎學金。

■香港NOW新聞、台灣《聯合報》
繼APEC會議期間北京鐵路局推出6個方向自
駕游汽車運輸專列後，18日再推出多條高鐵旅遊
專線，包括北京至華東5市，即上海、杭州、蘇
州、無錫、南京5日遊及北京至青島、煙台、威
海、蓬萊5日遊等六條路線。此舉開啟高鐵出遊
新模式，使旅客錯開黃金周旅遊高峰，避免景點
擁堵。 ■中國新聞網
中國部分地區17日出現霧霾天氣。19、20日

是京津冀等地霧和霾最嚴重的兩天。由於華北中
南部近地面風力小，且沒有明顯降水，不利於污
染物擴散，京津冀等地霧霾持續加重，並可能是
此輪霧霾天氣中程度最重兩天。20日夜間開始，
受冷空氣影響，霧霾天氣逐漸減弱。

■中國天氣網
中國中央政府日前審議通過了有關農民股份合
作和農村集體資產股份權能改革試點方案，標誌
着中國佈局農村集體資產產權試點工作即將全面
展開。試點方案包括積極探索集體所有制的有效
實現形式，不斷增加農民的財產性收入等。

■《人民日報》
據外媒報道，有尼泊爾官員表示，喜馬拉雅山

麓發生的暴風雪和雪崩已經造成39名登山者喪
生。這是該國發生的最嚴重登山災難。經4天搜
救後，已有384人獲救，其中216人是外國人。
目前營救人員已經帶走20具屍體，但仍有19具
屍體仍埋在雪地裡。據悉喪生者包括來自尼泊
爾、以色列、加拿大、印度、斯洛伐克和波蘭的
登山者。 ■中新社
18日舉行的中國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三

十二次委員長會議上，有望加入「收受禮金
罪」。在司法實踐中，一些官員常以「禮尚往
來」為由為實際受賄行為辯護。此前，有專家在
「賄賂案件的刑事辯護」論壇上曾透露，為打擊
官員「禮尚往來」，正在研討的刑法修正案
（九）或寫入收受禮金罪。 ■《法制晚報》

港府學聯對話 周二進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鄭治祖）一度因學聯等反
對派組織突然發起「不合作運動」，而令香港特
區政府擱置的對話有望進行。香港政務司司長林
鄭月娥18日表示，政府與學聯的對話預計可於周
二（10月21日）在位於黃竹坑的香港醫學專科學
院大樓舉行，會面約兩個小時，不設觀眾席但會
現場直播。她重申，對話和處理「佔中」問題是
兩回事，當局雖很樂意聆聽學生代表的看法，但
不符合香港基本法及全國人大常委會相關決定的
方案，「是沒辦法可以接受的。」

現場直播會面
林鄭月娥18日在2014年度勳銜頒授典禮上會見
傳媒時表示，特區政府與學聯對話的進展「非常
良好」，當局估計對話可於周二，即10月21日下
午在香港醫學專科學院大樓內舉行，有關會面約
為兩個小時，不設觀眾席，但會有現場直播。特
區政府會派出5人參與會面，包括她本人，和律政
司司長袁國強、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譚志源、

特首辦主任邱騰華，和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副局長
劉江華。

嶺大校長主持
林鄭月娥又表示，特區政府已經和學聯取得共
識，由一位大學校長擔任是次會面的主持人。
「這八位（受教資會資助的大專）院校校長都有
來接觸我，希望能夠為解決這件事出一分力，所
以我也接觸了這八大院校校長。」八大校長推薦
了八大校長會的召集人、嶺南大學的鄭國漢教授
擔任會面的主持人。
被問及警方近日清除「佔領區」的障礙物內，會
否為對話帶來障礙時，她說：「正如行政長官所
說，我們是很有誠意對話。但對話還對話，而『佔
中』的行動是『佔中』行動，是兩碼子的事。」
另外，鄭國漢透過嶺南大學公關表示，樂意以
大學校長會召集人身份出任政府與學生代表對話
的主持人，現正與相關人士計劃細節，並期望對
話有助化解僵局。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王宇軒 青島報
道）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於2013年10月
訪問東盟國家時首提「建設21世紀海上
絲綢之路」。當前，海上絲路建設已成
為各方熱議的話題。有專家指出，「海
上絲綢之路」是海上貿易之路，需要確
保安全通暢。專家建議，可通過各國協
調和協商採用分區劃塊的方式，負責海
難事故的救助和救援。
13個國家和國際組織的專

家、中國相關部委負責人等
500餘人參加了日前在青島舉
行的「中國．青島海洋國際高
峰論壇」，為「21世紀海上絲
綢之路」建言獻策。
中國海洋發展研究中心研究

員郁志榮認為，「海上絲綢之
路」就是海上貿易之路，海上

貿易之路的開通最重要的是要確保海上
交通運輸的安全通暢。而在一國無法應
對的情況下，國家間的相互配合和協調
顯得尤為重要。要充分發揮聯合國的作
用，和國際海事組織（IMO）業務指導
的功能。郁志榮建議，可根據就近原
則，通過各國協調和協商採用分區劃塊
的方式，負責海難事故的救助和救援。

專家：海上絲路安全宜多國協調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第28
屆中國-歐盟經貿混委會18日在比利時布
魯塞爾舉行，中歐雙方在此次會議上就
在電信領域開展合作和歐盟撤銷對華無
線通信設備反補貼案決定達成一致。
主持會議的中國商務部部長高虎城

說，本次會議中歐雙方就歐盟撤銷對華
無線電通信設備反補貼案取得
共識，並就保持相互開放、公
平競爭的市場環境達成一致，
再次表明雙方有智慧有能力管
控貿易摩擦，為雙邊經貿關係
的深入發展創造良好條件。
共同主持會議的歐盟委員會

貿易委員德古赫特表示，中歐
雙方在多項議題上達成共識，
尤其是為無線通信設備反補貼
案妥善解決找到了方案，歐方

承諾立即啟動撤銷無線通信設備反補貼
案內部程序。
華為公司當天對歐盟承諾撤銷對華無

線通信設備反補貼案表示歡迎。華為在
聲明中指出，相信一個開放、競爭的商
業環境不僅是行業發展的基礎，也將最
終讓廣大消費者受益。

歐盟將撤對華無線通信設備反補貼案

台將放寬陸客遊離島限制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網引述台媒報道，台灣
行政機構負責人江宜樺18日表示，短期內不會提高
中國大陸遊客赴台自由行每日上限4,000人的限制，
但他表示，會逐步放寬陸客前往離島觀光的規定，

目標是取消中國大陸遊客訪問離島人數限制，期望
能進一步提振離島觀光業。據報道，台灣工商協
進會18日在高雄召開「南部工商午餐會」，江宜
樺出席並致辭，在發言中提出上述主張。

■政情觀察家認為，不排除在四中全會上調整充實中央軍委
人事的可能性。圖為習近平視察濟南軍區。 資料圖片

■中國·青島海洋國際高峰論壇現場。 王宇軒 攝

■警察用身體隔開行車道，盡全力保證車輛通過。 中新社

■第28屆中國—歐盟經貿混委會在布魯塞爾舉
行。 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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