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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在京举行
全会由中央政治局主持 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习近平作重要讲话

全会听取和讨论习近平受中央政治局委托作的工作报告，
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全会号召， 全党同志要紧密团结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
围，锐意进取，攻坚克难，谱写改革开
放伟大事业历史新篇章， 为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 不断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新胜利、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中国梦而奋斗！

———摘自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
次全体会议公报

新华社北京11月12日电中国共产
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
议公报

（2013年11月12日中国共产党第
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通
过）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
第三次全体会议， 于2013年11月9日
至12日在北京举行。

出席这次全会的有， 中央委员
204人， 候补中央委员169人。 中央纪
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和有关
方面负责同志列席了会议。 党的十八

大代表中部分基层同志和专家学者也
列席了会议。

全会由中央政治局主持。 中央委
员会总书记习近平作了重要讲话。

全会听取和讨论了习近平受中央
政治局委托作的工作报告， 审议通过
了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
重大问题的决定》。 习近平就 《决定
（讨论稿）》 向全会作了说明。

全会充分肯定党的十八大以来中
央政治局的工作。 一致认为， 面对十
分复杂的国际形势和艰巨繁重的国内
改革发展稳定任务， 中央政治局全面

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一中、 二中
全会精神，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
大旗帜， 以邓小平理论、 “三个代
表” 重要思想、 科学发展观为指导，
团结带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 坚
持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 着力稳增
长、 调结构、 促改革， 沉着应对各种
风险挑战， 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经济建
设、 政治建设、 文化建设、 社会建
设、 生态文明建设， 全面推进党的建
设新的伟大工程， 扎实推进党的群众
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各项工作取得新
进展， 推动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

全体人民， 实现了贯彻落实党的十八
大精神第一年的良好开局。

全会高度评价党的十一届三中全
会召开35年来改革开放的成功实践和
伟大成就， 研究了全面深化改革若干
重大问题， 认为改革开放是党在新的
时代条件下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的
新的伟大革命， 是当代中国最鲜明的
特色， 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
择， 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
的重要法宝。 面对新形势新任务， 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 进而建成富强民主
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必须
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面深化改革。

全会强调， 全面深化改革， 必须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以
马克思列宁主义、 毛泽东思想、 邓小
平理论、 “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 科
学发展观为指导， 坚定信心， 凝聚共
识， 统筹谋划， 协同推进， 坚持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 以促进社会
公平正义、 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
落脚点， 进一步解放思想、 解放和发
展社会生产力、 解放和增强社会活
力， 坚决破除各方面体制机制弊端，

努力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更加
广阔的前景。

全会指出， 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
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
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
代化。 必须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统性、
整体性、 协同性， 加快发展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 民主政治、 先进文化、 和
谐社会、 生态文明， 让一切劳动、 知
识、 技术、 管理、 资本的活力竞相迸
发， 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
涌流， 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
体人民。 （下转2版）

全会充分肯定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政治局的工作， 高度评价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5年来改革开放的成功实践和伟大成就。 全会认为， 面对新形势新任务， 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 进而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必须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面深化改革

会议强调———
●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到2020年， 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上取得决定性成果， 形成系统完备、 科学规范、 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 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
●要维护宪法法律权威， 深化行政执法体制改革， 确保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 健全司法权力运行机制， 完善人权司法保障制度
●中央成立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 负责改革总体设计、 统筹协调、 整体推进、 督促落实。 各级党委要切实履行对改革的领导责任
●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 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 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 完善国家安全体制和国家安全战略， 确保国家安全
●公有制为主体、 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 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支柱， 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根基。 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都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

上图：习近平、李克强、张德江、俞正声、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等在主席台上。 新华社发

左图：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于2013年11月9日至12日在北京举行。 全会由中央政治局主持，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习近平作重要讲话。

本报11月12日讯（记者 乔伊蕾）
“在她眼里，每一个有困难的人都是她
的亲人， 每一个困难家庭的孩子都是
她的孩子。她温暖着需要温暖的人，传
递着一种可贵的精神———乐于助人、

奉献社会”……今天，由中组部、中宣
部、 全国妇联和江西省委联合组织的
龚全珍先进事迹巡回报告会在长沙举
行。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许又声
主持报告会并讲话。

龚全珍是开国将军甘祖昌的夫
人，出生于1923年，1937年参加革命工
作，194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7年随
甘祖昌将军从新疆回到江西省莲花县
老家农村。从那时起，她几十年如一日
坚守在乡村教师岗位上， 为偏远山村
带去了知识和希望； 几十年如一日坚
守心中不变信念， 捐资助学、 扶贫济
困， 为父老乡亲做了大量实事好事，
受到当地干部群众的尊敬和爱戴。 今
年9月， 龚全珍被评为第四届全国道
德模范， 并受到习近平总书记的高度
评价。

报告会上， 龚全珍的二女儿甘仁
荣、 江西省莲花县委书记夏兴、 江西
省萍乡实验学校教师彭艳峰、 江西日
报记者江仲俞分别以 《妈妈， 我们为
您骄傲》、 《龚全珍的三次选择》、
《人生中， 因为有您》、 《见证人格的
力量》 为题， 从不同角度、 不同侧
面， 真实生动地介绍了龚全珍的先进
事迹。 （下转8版②）

“她温暖着需要温暖的人”
龚全珍先进事迹巡回报告会在长举行

本报11月12日讯 （记者 苏莉
通讯员 彭晓春 蒋素珍） 今天上午，
省十二届人大常委会举行第18次主
任会议。 会议决定于11月25日至29
日召开省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五次
会议。

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于来山主
持会议， 副主任谢勇、 刘莲玉、 徐明
华、 蒋作斌、 陈君文和秘书长彭宪
法出席会议。

根据主任会议建议议程， 常委
会第五次会议将听取和审议省人民
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关于2012年度省

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
工作报告指出问题的纠正情况和审
议意见研究处理结果的报告、 省人
民政府关于全省公安机关执法规范
化建设情况的报告、 关于省级新型
工业化专项引导资金管理使用情况
的报告、 关于省十二届人大一次会
议以来代表建议、 批评和意见办理
情况的报告； 审议省高级人民法院
和省人民检察院关于省十二届人大
一次会议以来代表建议、 批评和意
见办理情况的报告、 省人大常委会
选举任免联络工作委员会关于省十

二届人大一次会议以来代表建议、
批评和意见办理和督办情况的报
告； 审议 《湖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关于召开湖南省第十二届
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的决定
（草案）》、 《湖南省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强政府全口径预
算决算审查监督的决定 （草案）》、
《湖南省乡村公路条例 （草案·三次
审议稿）》、 《湖南省实施 〈中华人
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 办法 （修订
草案·二次审议稿）》；

（下转8版①）

省十二届人大常委会举行第18次主任会议
决定于11月25日召开省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

给大学生的忠告：创业前先就业
卓远，做别人想不到的生意

规矩赚钱不辛苦 感恩花钱很费心
5版

龚全珍同志感人事迹赢得与会人员的阵阵掌声。 本报记者 刘尚文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