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十八大报告要点解读 

1.建成小康 

【报告原文】：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在我国进入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决定性阶段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大会。大会的主题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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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放思想，改革开放，凝聚力量，攻坚克难，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

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 

【要点解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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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全面建成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

小康社会美好前景，更加清晰地呈现在全国人民面前，必将极大激发全国人民的

奋斗热情。 

 2.两个翻番 

【报告原文】：在发展平衡性、协调性、可持续性明显增强的基础上，实现

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二〇一〇年翻一番。 

【要点解读】：这是中共首次明确提出居民收入倍增目标。到那时，全国老

百姓的衣食住行用水平将全面提高，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将总体实现，全民受教

育程度和创新人才培养水平将明显提高，教育现代化将基本实现，农民工子女将

平等接受教育，让每个孩子都能成为有用之才，城乡就业将更加充分，收入分配

差距将会缩小，中等收入群体将持续扩大，扶贫对象将大幅减少，农业转移人口

市民化进程将加快，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将实现常住人口全覆盖，人人享有基本医

疗卫生服务，人居环境明显改善，住房保障体系基本形成。老百姓生活在社会主

义中国的幸福感将普遍增强! 

 3．两个“五位一体” 

【报告原文】：（第一个五位一体）必须更加自觉地把全面协调可持续作为

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全面落实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

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促进现代化建设各方面相协调，促

进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协调，不断开拓上产发展、生活富

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 

（第二个五位一体）全党要增强紧迫感和责任感，牢牢把握加强党的执政能

力建设、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这条主线，坚持解放思想、改革创新，坚持党要管

党、从严治党，全面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反腐倡廉建设、

制度建设，增强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建设学习型、

服务型、创新型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

坚强领导核心。 



【要点解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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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实践都达到了新的水平。早在 1986 年，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首次提出以经济

建设为中心，坚定不移地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坚定不移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坚

定不移地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的总体布局，这一“三位一体”总体布局从党的十三

大一直延续到十六大。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任

务，总体布局中增加了社会建设，拓展为“四位一体”。适应人民群众对良好生

态环境越来越迫切的期待，党的十八大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了突出地位，纳入总

体布局，拓展为“五位一体”。这“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对应着全国老百姓

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五大权益。特别是通过生态文明建设，我们党

和国家将在实现当代人利益的同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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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提出党的建设总体布局也是“五位一体”，（报告原文：

全面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反腐倡廉建设、制度建设。）颇

有深意的是，两个“五位一体”都有一项具有净化功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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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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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自我净化。 

 4.民主协商 

【报告原文】：要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完善协商民主制度和工作机

制，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 

【要点解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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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党的指导思想 

【报告原文】： 科学发展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最新成果，是中

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是指导党和国家全部工作的强大思想武器。科学发展

观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一道，

是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 

【要点解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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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党的指导思想的又一次与时俱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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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飞跃是形成了毛泽东思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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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八个坚持 

【报告原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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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握以下基本要求，并使之成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信念。必须坚持人民主

体地位，必须坚持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必须坚持推进改革开放，必须坚持维

护社会公平正义，必须坚持走共同富裕道路，必须坚持促进社会和谐，必须坚持

和平发展，必须坚持党的领导。 

【要点解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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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是：必须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必须坚持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必须坚

持推进改革开放，必须坚持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必须坚持走共同富裕道路，必须

坚持促进社会和谐，必须坚持和平发展，必须坚持党的领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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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两个“百年” 

【报告原文】：只要我们胸怀理想、坚定信念，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

顽强奋斗、艰苦奋斗、不懈奋斗，就一定能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年时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就一定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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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党要坚定这样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 

【要点解读】：这两个百年奋斗目标最早是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提出的，此

后，党的十六大、十七大报告以及胡锦涛同志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30 周

年大会上的讲话中都作了重申。党的十八大报告再次重申这两个百年目标，是要

强调，此时此刻，我们正处于近代以来中国历史上最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目标

的重要时刻，我们既倍加自豪，又对党和人民确立的理想信念倍加坚定，对党肩

负的历史责任倍加清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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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4 字核心价值观 

【报告原文】：要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倡导富强、民主、文明、

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要点解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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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三型目标 

【报告原文】：建设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 

【要点解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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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

人民主体地位，更好保障人民权益、更好保障人民当家做主贯穿报告始终，为人

民服务也贯穿报告始终。在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建设部分的

论述和部署中，处处体现了我们党和国家全方位为人民服务，加强各方面、各领

域服务体系建设，加强各方面人群的服务功能、服务效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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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文化活力 

【报告原文】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关键是增强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要

深化文化体制改革，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发扬学术民主、艺术民主，为人民

提供广阔的文化舞台，让一切文化创造源泉充分涌流，开创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

持续迸发、社会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人民基本文化权益得到更好保障、人民

思想道德素质和 科学文化素质全面提高、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不断增强的新局

面。 

【要点解读】：从十六大提出“文化体制改革”的任务，到十七大将“文化

软实力”写入大会报告；从十七届六中全会首次从完整意义上制定“文化强国战

略”，到十八大报告再度强调“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关键是增强全民族文化

创造活力”，我们党对文化建设规律的认识越来越全面，越来越深刻。 

 

11.五位一体 

【报告原文】必须更加自觉地把全面协调可持续作为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

观的基本要求，全面落实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

建设五位 一体总体布局，促进现代化建设各方面相协调，促进生产关系与生产

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协调，不断开拓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

明发展道路。 

“从四位一体上升到五位一体，进一步拓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

领域和范围，丰富了科学发展观的深刻内涵。”环境保护部部长周生贤代表认为，

党的十 八大报告中提出加快生态文明建设，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



布局，标志着我们党对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规律、自然资源永续利用规律和生态

环保规律的认 识进入了新境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是经济发展、政治民主、

文化先进、社会和谐的社会，又是生态环境良好、人与自然和谐的社会。 

贵州省政协副主席王富玉代表认为，五位一体，五个方面你中有我，我中有

你，互为纽带。比如文化建设提供的是不竭源泉，社会和谐则是我们发展的基石，

而生态文明的建设则保证了可持续发展。 

“全面协调可持续，这五个方面缺一不可。”广西壮族自治区来宾市委书记

张秀隆代表表示，经济发展创造“中国奇迹”，如果其他几个方面跟不上，特别

是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跟不上，就会造成短板效应，制约发展。 

如何落实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理念？周生贤表示，生态文明建设是巨大的系

统工程，需要各方协力推进。环保是生态文明建设的主阵地和根本措施。环保战

线要积极 探索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的中国环保新道路，遵循代价小、

效益好、排放低、可持续的基本要求，加快推进环境管理战略转型，勇担生态文

明建设的引领者 和实践者。 

    12.建成小康 

【报告原文】我们要准确判断重要战略机遇期内涵和条件的变化，全面把握

机遇，沉着应对挑战，赢得主动，赢得优势，赢得未来，确保到二〇二〇年实现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宏伟目标。 

“全面建设”到“全面建成”，一字之差标志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阶

段，十八大报告在党的十六大、十七大确立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上提出了新

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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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为之奋斗的共同

目标。这一目标的提出，符合中国现实国情，符合科学发展观的要求，符合广大

人民群众的意愿。” 江苏省宿迁市委书记缪瑞林代表说。 

云南省镇康县南伞镇红岩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毕世华代表理解的“全

面小康”就是丰衣足食、家家都在好房子里住、经济收入来源渠道多、有良好的

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有多余的钱投入基础设施建设。 

过去十年，中国由世界第六大经济体成长为第二大经济体。这十年，中国城

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分别增长９．２％和８．１％，

是新中国历史上居民收入增长最快的时期之一。当前，中国已经进入了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的“决定性阶段”。 

“13 亿人的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不仅是中国人的创举，也将是人类

历史的奇迹。”内蒙古大学党委书记侯元代表说。 



毕世华代表认为，要破解制约边疆民族地区奔小康的瓶颈，近要抓产业、远

要抓教育，必须双管齐下。希望国家加大对边疆民族地区的支持力度，尤其在交

通、医疗、养老、教育上要有更多倾斜。而要真正实现小康目标，更重要的还得

靠自身埋头苦干、自力更生。  

13.四化同步 

【报告原文】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道

路，推动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工业化和城镇化良性互动、城镇化和农业现

代化相互协调，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 

“坚持四化同步，必将促进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的大幅上升，促进

工业化和信息化的深度融合，促进城镇化质量的提高，使农业现代化和社会主义

新农村建设成效更显著。”四川达州市委书记焦伟侠代表说。  

快速发展的新型城镇化，正在成为中国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强大引擎。到

2011年，全国城镇人口达到6.91亿，城镇化率首次突破50%关口，达到了 51.27%。

这表明我们已经告别了以乡村型社会为主体的时代，进入到以城市型社会为主体

的新时代。“工业化与城镇化良性互动，是现代经济社会发展的显著 特征。工

业化是城镇化的经济支撑，城镇化是工业化的空间依托，推动工业化与城镇化良

性互动，相互促进，既是为工业化创造条件，也是城镇化发展的内在规律， 涉

及大量与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具体问题，”焦伟侠代表说。 

“把信息化与工业化结合起来可以提高效率，也是提高工业经济和企业核心

竞争力的重要手段，但有的地方把信息化理解偏了，以为信息化就是买设备。”

新疆克拉 玛依市市长陈新发代表说，“信息化是一个系统工程，最重要的是管

理，其次是标准，第三是数据，第四是软件，相对而言，硬件恰恰是最简单的。” 

在未来二三十年里，我国每年将有 1000 多万人口转移到城市，这必然会带

来劳动生产率和城市集聚效益的提高，为农业现代化创造条件。 “这个过程中

必须要 以维护好、实现好、发展好广大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

陈新发代表说，“坚持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是一项开创性工程，有利于

构建科学合 理的城市化格局、农业发展格局、生态安全格局。”  

14.两个翻番 

【报告原文】经济持续健康发展。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取得重大进展，在发展

平衡性、协调性、可持续性明显增强的基础上，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

均收入比二〇一〇年翻一番。 

针对２０２０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十八大报告中提出“实现国内生

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２０１０年翻一番”的新指标。代表们认为，双指

标同步提 出，说明我们不是一味追求经济总量的快速增长，而是下决心更加重

视居民收入的提高。内蒙古阿巴嘎旗萨如拉图雅嘎查党支部书记、廷·巴特尔代



表说：“报告针 对城乡居民收入增长提出明确的倍增目标，这体现了科学发展

观的要求，进一步反映了我们党以人为本、民生优先的执政理念，让人倍感温暖。” 

代表们认为，随着经济社会不断进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也在不

断发展、完善，目标更高，标准更严。“实现这个温暖人心的目标并不容易，这

是党和政 府在改善民生上自我加压。”廷·巴特尔认为，居民收入是硬指标，

比起其他的民生指标更直接、更现实，最具有幸福感。甘肃省扶贫办主任、沙拜

次力代表认为， 将“收入翻番”确定为奋斗目标，更加凸显了中国共产党关注

民生的基本立场。 

从统计数据看，十六大以来，年均经济增速超过１０％；城镇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扣除价格因素年均实际增长９．２％，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实际增长 

８．１％，是历史上增长最快的时期之一。“报告中提出两个翻番的要求，给我

们明确了农村今后的发展道路，为我们指明了发展的方向和目标。”安徽省阜阳

市颍 州区种粮大户葛浩新代表信心满满。 

“收入翻番需要强有力的经济支撑，这需要我们紧紧扭住发展不放松，加快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不断做大做好‘发展蛋糕’。”廷·巴特尔说。 

15.美丽中国 

【报告原文】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

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 

十六大以来，党中央相继提出走新型工业化发展道路，发展低碳经济、循环

经济，建立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创新型国家，建设生态文明等新

的发展理念和战略举措。十八大报告，首次提出“美丽中国”、“三个发展”理

念。 

“建设生态文明，完全符合经济发展阶段的需要，也符合人民群众的长远根

本利益。”浙江省政协代秘书长孙文友代表说，探索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

良好的文明发展之路，理应成为大家的责任和共识。 

这些年党和政府在生态文明的发展进程上持续推进。全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

能耗 10 年下降 12.9%；实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最严格的节约用地

制 度”、“最严格的水资源管理制度”，坚守 18 亿亩耕地红线不动摇；“十一

五”期间，中国减少二氧化碳排放 14.6 亿吨，赢得国际社会广泛赞誉。 

孙文友说，2003 年浙江省委就作出了建设生态省的决策，2010 年，又出台

《关于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决定》，明确提出了要走生态立省之路，打造“富饶

秀美、和谐安康”的生态浙江。 

“十八大报告中所指出的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

中华民族永续发展，让我们感到无比振奋。”四川省眉山市委书记李静代表说，



经济发展固然重要，但给子孙后代留下天蓝、地绿、水净的美好家园，更是每一

位领导干部义不容辞的职责和担当。 

“报告坚定了我们打造美丽贺州的决心。”广西贺州市委书记彭晓春代表认

为，作为经济相对欠发达地区，应该努力追赶，谋求跨越，在这一过程中，更要

把保护生态、走可持续发展道路当作第一位的责任。  

17.文化活力 

【报告原文】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关键是增强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要

深化文化体制改革，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发扬学术民主、艺术民主，为人民

提供广阔 文化舞台，让一切文化创造源泉充分涌流，开创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

持续迸发、社会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人民基本文化权益得到更好保障、人民

思想道德素质和 科学文化素质全面提高、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不断增强的新局

面。 

从十六大提出“文化体制改革”的任务，到十七大将“文化软实力”写入大

会报告；从十七届六中全会首次从完整意义上制定“文化强国战略”，到十八大

报告再度强调“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关键是增强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我

们党对文化建设规律的认识越来越全面，越来越深刻。 

“增强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首先必须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贵州民族

歌舞剧院院长殷文霞代表认为，“文化创造必定在文化改革发展中实现，过去我

们是几年排不了一出戏，现在通过转企改制，面向市场，走向观众，取得了社会

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双丰收。” 

世界第一出版大国、第一电视剧大国、第一广播大国、第一动漫大国……过

去 10 年，文化消费日益扩大、文化产业蓬勃发展、文化创造活力迸发。数千家

报 刊，570 多家出版社，3000 多家发行企业，2100 多家文艺院团通过文化体制

改革从事业单位转变为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企业。 

“文化创造必须立足于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人民的基本文化权益包括了他

们既是文化的创造者，也是文化的消费者和享受者。作为一名文化工作者，我们

的职责就是要让百姓的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多彩，进而通过文化的力量提升全民的

思想道德素质。”国家歌剧院院长、俞峰代表说。 

作为第四版《洪湖赤卫队》“第三代韩英”的主唱，国家一级演员刘丹丽代

表见证了这部经典的生命力，“社会需要、群众认可，艺术的价值才算得到了体

现。正因 如此，我们才一直坚持三贴近，坚持送欢乐下基层，艺术家的文化创

造力要想持续迸发，必须从封闭的剧场走向广阔的生活大舞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