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报告中，‘人民’出现了145次！”
十八大代表、湖南衡阳市委书记童

名谦十分认真，一个个地数了十八大报
告中的“人民”两个字。

仔细翻阅这本厚达64页、 近3万字的
报告，以人为本的理念，执政为民的情怀，
犹如一条红线贯穿十八大报告始终。

报告通篇洋溢着
宗旨意识和为民情怀
人民幸福，是中国共产党人始终不

渝追求的目标。
“顺应人民共同愿望”“使我国人民

生活水平快速提高起来”……十八大报
告通篇洋溢着中国共产党人的宗旨意
识和为民情怀。

———说科学发展：“必须更加自觉
地把以人为本作为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
展观的核心立场， 始终把实现好、 维护
好、 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党
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谈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
胜利的8条基本要求，第一条就是“必须
坚持人民主体地位”。

———规划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
标：“人民民主不断扩大”“人民生活水
平全面提高”成为5条中的两条。

———报告中关于“加强社会建设”的
内容，更体现出浓浓的“人民情结”。

———说党建：“党坚强有力，党同人
民保持血肉联系， 国家就繁荣稳定，人
民就幸福安康”“始终与人民心连心、同
呼吸、共命运，始终依靠人民推动历史

前进”……

体现了党对执政使命的
深刻认识和把握

代表们认为，十八大报告全面把握
我国发展新要求和人民群众新期待，充
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全心全
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体现了中国
共产党对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理念的继
承和发扬，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执政使
命的深刻认识和把握，必将进一步增强
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凝聚力和感召力。

这是一个以人为本的报告，这是一
个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

“共产党来自老百姓，一切为了人民，
一切也要依靠人民，以前依靠人民，推翻
了三座大山；现在，更要依靠人民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十八大代表王念法说。

把造福老百姓
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亿万人民

自己的事业。以人为本，执政为民，是共产
党人的执政理念，也是各地各部门施政的
原则和要求。党代表们纷纷提出建议。

“科学发展观要以民生为导向，也
要以民生为检验。” 童名谦建议以科学
发展观为总揽， 统筹推进开放发展、绿
色发展和人本发展，把造福老百姓摆在
更加突出的位置，“贯彻落实党的十八
大精神，实现发展新跨越，仍然要坚持
以‘民生’为抓手，发展与民生并重。”

（据新华社北京11月10日电）

报告中，
“人民”出现了145次
———十八大报告彰显“人本”理念

党的十八大报告，简明而又鲜明地
向党内外、国内外宣示了关系我们党和
国家工作全局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
际问题，在与会代表和各界党员、干部、
群众中产生热烈反响。

新华社记者就报告中的新提法、新
亮点、新举措、新部署，专访了参与起草组
工作的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施芝鸿。

两个“五位一体”构成
党和国家战略新布局
施芝鸿：党的十八大报告将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从 “四位一
体”扩展为“五位一体”，这表明我们党
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从认识
到实践都达到新的水平。这“五位一体”
的总体布局， 对应着全国老百姓的经
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五大权益。

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提出党的建设
总体布局也是 “五位一体”， 即思想建
设 、组织建设 、作风建设 、反腐倡廉建
设、制度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
“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中的生态文明，体
现着自然界的净化，而我们党的建设新
的伟大工程“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中的
反腐倡廉建设，体现的是中国共产党党
的肌体的自我净化。

科学发展观是党的
指导思想的又一次与时俱进

施芝鸿：党的十八大报告进一步明
确了科学发展观的历史定位，实现了党
的指导思想又一次与时俱进。我们党在
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有两次
历史性飞跃，第一次飞跃形成了毛泽东
思想；第二次飞跃是在改革开放新的伟
大革命中，逐步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理论体系。这个理论体系实现了我们
党的指导思想的三次与时俱进，第一次
是将邓小平理论列为党的指导思想，第
二次是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列为党
的指导思想，第三次是将科学发展观列
为党的指导思想，因而这是党的十八大
报告最大的理论亮点和历史贡献。

“八项要求”丰富了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内涵
施芝鸿： 党的十八大报告对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作出新的理论概括，强调在新
的历史条件下，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
胜利，必须牢牢把握八个基本要求。这八
条， 不仅条条都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长
远指导性，而且作为全党全国人民的共同
信念，必将极大地推进解放思想、改革开
放、凝聚力量、攻坚克难，扎扎实实夺取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奋力开拓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更为广阔的发展前景。

“两个目标”是夺取
新胜利的两座里程碑
施芝鸿：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两个

百年奋斗目标，一个是在中国共产党成
立一百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个是
在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建成富强民主
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也可以这样说，这两个百年目标必
将成为我们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

胜利的两座里程碑。

从“五个方面”充实完善了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要求

施芝鸿：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为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从“建设”到“建
成”，这一字之变，是个质的飞跃；这一字
之改的“含金量”很高，为我们扎扎实实
迈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一个看得
见、摸得着、感受得到的阶段性目标。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新的目标要
求分别是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人民民主
不断扩大，文化软实力显著增强，人民
生活水平全面提高，资源节约型、环境
友好型社会建设取得重大进展。

全面深化五大体制改革也在目标要
求中全面呈现，明确了包括政治体制改革
在内的深化改革开放的重点。用一个形象
的概括，就叫做“高举旗帜走转改”，“高举
旗帜”就是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
帜，“走”就是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道路，“转” 就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
式，“改”就是全面深化改革开放。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
是政治体制改革重要内容

施芝鸿：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健全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 这是我国人民
民主的重要形式， 有利于就经济社会发
展重大问题和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实际
问题广泛协商，广纳群言、广集民智，增
进共识、增强合力。把中国特色选举民主
同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相结合， 将有利于
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扩大社会
主义民主，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为实
现最广泛的人民民主确立正确方向。

24个字分三个层次概括了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施芝鸿： 党的十八大报告用24个

字提出覆盖全国各方面意见、反映现阶
段全国人民最大公约数的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的表述。这个表述是分别从国
家、社会、个人三个层面进行的。

从国家层面看， 是富强、 民主、文
明、和谐；从社会层面看，是自由、平等、
公正 、法治 ；从公民个人层面看 ，是爱
国、敬业、诚信、友善。毛泽东同志一再
强调正确处理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
益关系，这三个层面的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的表述， 也体现了同样的思想方
法。在这个基础上，有利于积极培育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三型”是对执政党
自身建设规律的更全面把握

施芝鸿：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建设学
习型、服务型、创新型的马克思主义执政
党。这“三型”目标，表明我们对执政党建
设规律的把握更自觉、更全面、更深刻。在
党的十八大报告中， 人民是个关键词，服
务也是个关键词。同时，党的十八大报告
也对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建设作出了总
体部署，必将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推动发
展、服务群众、凝聚人心、促进和谐的作
用，进一步夯实党执政的基层组织基础。

（据新华社北京11月9日电）

十八大报告中的八大关键词
———专访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施芝鸿

十八大报告提出到2020年城乡
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的新
目标。这一目标事关百姓收入，关乎
生活质量，在会内会外引发广泛关注
和讨论。

不少百姓很想了解这一目标如
何计算、如何实现等焦点问题，记者
就此采访了会上代表和会外专家予
以深度剖析。

“翻一番”按扣除
价格因素计算

“按照规划惯例，这个‘翻一番’
目标自然是扣除价格因素，这是货真
价实的倍增计划。”规划专家、清华大
学教授胡鞍钢代表说，“这个 ‘翻一
番’，就是以2010年为价格基期，按不
变价格来计算。”

其实历来在经济统计方面，无论
是经济总量指标， 还是人均收入指
标，都考虑了物价上涨因素。权威部
门专家也证实，按照十八大提出的目
标总要求，相关具体部门在操作执行
上，要考虑物价因素。

国家统计局数据表明， 2010年城
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
均纯收入分别为19109元和5919元 。
但这并不意味着2020年人均收入就是
简单 “乘以二” 的结果。 “考虑到通
胀因素， 到时人均收入数字会超出
38218元和11838元， 扣除价格因素计

算， 实际收入应达到两倍的标准。”
此外， 报告中提出城乡居民人均

收入， 是指所有人———即全体人民人
均收入 “翻一番” 的总体概念， 并不
意味每个人都在目前水平上翻一番，
可能低收入者增加的还要多， 高收入
者增加的要少， 这要视具体情况而定。

难点和重点在于
缩小收入分配差距
提出人均收入“翻一番”的目标，

这是党中央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后半
程更加注重民生改善最鲜明的体现。

浙江嘉兴市委书记李卫宁代表说，
党中央更加重视改善民生，这是实现人
均收入增长的最大优势，极大增强了广
大群众的信心，但难点却存在于缩小贫
富差距、城乡差距、区域差距等方面。

根据历史数据，从1979年至2011
年我国城乡人均收入年均增长7.4%，
2002年至2011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年均
实际增速分别为9.2%和8.1%。

胡鞍钢代表测算，只要今后人均
收入年均增长7.2%左右就可以实现
到2020年人均收入“翻一番”的目标。
“关键是要更高质量、 更高水平的增

长，是货真价实的增长。”
十八大报告已明确提出，要“千

方百计增加居民收入”，“必须坚持走
共同富裕道路”， 要着力解决收入分
配差距较大问题，使发展成果更多更
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方
向稳步前进。

在过去很长时期里，城镇居民收
入增速要高于农村收入， 尽管2010、
2011年农村居民收入增速连续两年
快于城镇，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有所缩
小，但未来任务还很艰巨。而不同行
业之间也存在着收入差别，一些垄断
行业收入过高的现象也较为突出，社
会对此呼声也较大。

胡鞍钢代表认为，此次报告提出
的“收入分配差距缩小”的说法指向
明确。“先富比较容易，但共同富裕比
较难，要努力使改革开放的成果让所
有人来共享。”

靠发展、靠制度
确保“翻一番”目标实现

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朱之鑫
代表说，实现这个目标，体现了民生
优先、惠民富民的政策取向，也顺应
了广大人民群众过上更好生活的新

期盼。从近几年发展实际看，实现这
一目标是有把握的，但也是需要经过
努力才能实现的。

确保人均收入增加，首先要靠经
济发展。

北京大学国民经济核算研究中心
研究员蔡志洲说，没有经济增长，改善
生活就难以实现。“居民收入要改善，必
须要转变发展方式，改变投资拉动的经
济增长，更加注重投资与消费的协调。”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张
立群说，十八大报告提出经济增长和
人均收入同步发展。要实现人均收入
“翻一番”目标，年均经济增速需要略
高于7%。

确保人均收入增长，还要依靠制
度保障。

蔡志洲认为， 应该加强建立工
资正常增长的保障制度， 特别是企
业对农民工的工资机制； 要从制度
上保证劳动收益， 缩小收入分配差
异扩大化趋势， 保证和提高劳动在
收入分配关系中的蛋糕份额； 税收
制度要做调整， 既然要提高居民收
入， 又不能过于影响企业经营， 政
府要采取措施， 适当给企业和个人
减税。 （据新华社北京11月10日电）

“人均收入10年翻番”怎样翻？

新华社北京11月10日电 为庆
祝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
会胜利召开， 中国邮政于11月8日发
行了《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
大会》纪念封1枚，纪念邮票一套2枚，
小型张1枚。十八大召开前夕，胡锦涛
总书记专门为纪念封题词：中国共产
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
大会》纪念封以欢庆为主题，画面上党
徽如同光芒万丈的太阳， 映照着巍峨
耸立、万山红遍的长城，寓意中国共产
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在改革开放和社
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取得的辉煌成
就， 姹紫嫣红的花朵则表达了各族人
民对党的深厚感情和无限热爱。

纪念邮票主题突出，设计风格浓重
热烈。邮票的背景为鲜艳的红旗和绚丽
多彩的牡丹花，通过光芒万丈的太阳将
两枚邮票融为一体。第一幅图“科学发
展”， 以神舟飞船载人航天工程为主体
元素， 高度概括了党的十六大以来，全
国各族人民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
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 践行科学发展
观，谱写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
的光辉篇章；第二幅图“继往开来”，以飞
翔的鸽子和象征中国的长城为主体元

素， 寓意我们党的事业将继往开来，继
续推进国家发展、促进社会繁荣，为实
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小
型张“欢庆”，将雄伟壮丽的人民大会堂、

庄严神圣的中国共产党党徽相结合，以
火红的基调，象征吉祥如意的传统团花
图案，表达了全国各族人民喜迎党的十
八大的美好心愿，也为党的十八大隆重

召开献上最美好的祝福。
11月7日， 国家邮政局和中国邮

政集团公司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
了纪念封和纪念邮票的揭幕仪式。

图为党的十八大纪念封。 新华社发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特别报道 ２０12年11月11日 星期日

本版责编 曾楚禹 责任校对 程小林

6

胡锦涛为党的十八大纪念封题词

据新华社北京11月10日电 党
的十八大新闻中心10日下午举行第
二场记者招待会。国家发展改革委主
任张平向中外记者介绍了中国经济
和社会发展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

张平说，党的十六大以来，我国国
民经济保持平稳较快发展， 综合国力
大幅提升，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了坚实基础。
党的十八大报告进一步明确了未来一
个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
目标和战略任务， 为我国今后发展指
明了方向，具有极为重要的指导意义。

在回答当前中国经济形势是否
转暖时，张平说，中国经济过去一段
时间出现增速放缓迹象，是多重因素
造成的。这首先是国家宏观调控的结
果。 我国今年经济增速预期目标为
7.5%，低于去年的8%，这是为了给转
变发展方式留出空间。其次是今年国
际经济环境仍然复杂严峻，全球经济
增长放缓， 外需萎缩也产生重要影
响。第三是国内发展也还面临一些不
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

他说，按照中央部署，我们坚持稳

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把稳增长放在更
加重要的位置，在保持宏观经济政策稳
定的基础上， 加大了预调微调力度，有
针对性地采取了一系列措施。8月份以
后， 经济增速下滑趋势已经得到遏制，
企稳迹象更加明显，我们完全有信心实
现今年的经济社会发展目标。

在回答“十二五”规划主要目标和
重要任务实施进展问题时，张平说，国
家“十二五”规划纲要实施近两年，总
体情况良好，在稳增长、调结构、抓改
革、惠民生方面都取得了新的成效。

一是经济在国内外错综复杂背
景下继续保持平稳较快发展，物价总
体稳定，内需对增长的拉动作用进一
步增强。二是调整经济结构、转变发
展方式取得重要进展。三是重点领域
和关键环节改革取得积极进展。四是
人民生活水平继续提高。五是在社会
保障方面， 义务教育实现全免费，基
本公共卫生服务水平进一步提高，保
障性安居工程建设积极推进，人民群
众获得了实实在在的好处。

张平说， 党的十八大报告对到
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

革开放提出了新的要求。要按照十八大
精神，进一步统筹好当前和长远，一方
面确保 “十二五” 规划目标的实现；同
时，要按照十八大提出的新要求，更加
注重拓展发展空间，更加注重提高发展
的质量和效益，更加注重激发经济发展
的活力，更加注重广大人民群众共享改
革发展的成果，为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

在回答有关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问题时，张平说，党的十八大报告，在提
出人民生活水平全面提高这一个目标
时，第一句话就是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总体实现。近年来，我们加快了基本公
共服务体系建设，大幅度增加公共服务
财政投入。今后，我们还需要继续加大
投入，加大工作力度，尤其是对农村、西
部地区、困难地区，要加大帮扶力度，让
这些地区人民群众也享受到均等化的
基本公共服务。

在回答有关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进
展问题时，张平说，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最重要的就是调整经济结构。 在这方
面我们取得了重要进展。 在需求结构
上， 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导力

量。2011年和今年前9个月， 内需的拉
动作用已经超过了105%， 其中消费拉
动的作用已超过投资， 今年前9个月，
在内需105.5%的拉动经济增长的份额
中，消费占55%，投资占50.5%。

在产业结构上，一、二、三次产业
更加协调。农业基础地位进一步巩固；
工业中战略性新兴产业、 高新技术产
业比重不断提升， 传统产业升级换代
步伐加快；第三产业比重持续提高。

从区域看， 近几年中西部地区、
东北地区经济增速快于全国平均水
平和东部地区， 产业转移步伐加快。
中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
以及人才培养、生态环境保护等都取
得很大进展，区域发展的协调性进一
步增强。

从城乡结构看，去年我国城镇化
率已超过50%，达到了51.3%。农村基
础设施建设、 农村基本公共服务、农
村水电路气房、农民生产生活条件都
有很大改善。

他说，我们还有许多不尽如人意
的地方，包括部分行业产能过剩、管理
粗放等问题，都需要进一步加以解决。

十八大举行第二场记者招待会
国家发改委主任张平介绍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情况

（紧接1版②）加快建设环洞庭湖生态
经济圈，确保粮食安全、生态安全、水
安全、民生安全；长株潭两型社会建
设向纵深推进，为全国两型社会建设
探索了路子、积累了经验……“绿色
湖南”这张名片，成为湖南最有特色

的标志、最有影响力的品牌、最有竞
争力的资源。

美丽中国，美丽未来。湖南代表
团的代表们纷纷表示，青山绿水是湖
南的最大优势。党的十八大提出建设
美丽中国，对湖南来说，是最大的利

好。 我们要深刻领会十八大精神，奋
力抢抓机遇， 充分挖掘绿色湖南优
势， 把三湘四水建设得更加美丽富
饶。我们要牢固树立节约资源和保护
环境的国策意识，更加自觉践行绿色
发展、循环发展、可持续发展的理念，

更加自觉地珍爱自然，更加积极地保
护生态， 给自然留下更多修复空间，
给农业留下更多良田，给子孙后代留
下天蓝、地绿、水净的美好家园，一个
美丽的湖南必将给美丽中国增添绚
丽光彩。 （本报北京11月10日电）

� � � � （上接1版①）
肖百灵代表说，十八大报告提出

要创新基层党建工作，夯实党执政的
组织基础。女党员是农村党员队伍的
重要组成部分，培养和吸收大批优秀
农村妇女到党员队伍中来，是加强党
的建设和时代发展的客观要求，也是
全面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迫
切需要。新形势下，我们要按照十八

大精神要求，从增强农村党支部的生
机与活力、构建和谐社会的高度来认
识发展女党员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把
发展农村女党员工作摆上重要位置。
特别是各级妇联组织要密切配合，加
强对广大农村妇女的思想教育工作，
引导那些有能力、有魄力、有本事，能
够带领群众增收致富的优秀妇女积
极向党组织靠拢，增强基层党组织的

活力和战斗力。
“反对腐败、建设廉洁政治，是党

一贯坚持的鲜明政治立场，是人民关
注的重大政治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不
好，就会对党造成致命伤害，甚至亡
党亡国。 反腐倡廉必须常抓不懈，拒
腐防变必须警钟长鸣。” 党的十八大
报告，话语铿锵有力，忠告发人警醒。

“十八大将反腐倡廉建设提到了

一个新高度。”胡伯俊代表表示，我们
要紧紧按照党的十八大部署，进一步
加大工作力度，从体制机制上加强对
各级干部的监督，切实让权力在阳光
下运行，加快形成健全的惩治和预防
腐败的制度体系，逐步消除腐败现象
滋生的土壤和条件，以反腐败斗争的
新成效取信于民。

（本报北京11月10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