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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A01版）
“必须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不

失时机深化重要领域改革”——创造历
史自当弘毅，习近平总书记向海内外释
放出改革再出发的强烈信号。

人们纷纷认为，这既是对波澜壮阔改
革史的回顾致意，更是对新形势下继续高
举新时代改革开放旗帜的坚定宣示。

“我们党靠什么来振奋民心、统一思
想、凝聚力量？靠什么来激发全体人民
的创造精神和创造活力？靠什么来实现
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在与资本主义
竞争中赢得比较优势？靠的就是改革开
放。”2013年 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
十八届三中全会上作关于《中共中央关
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的说明时这样表示。

历史性的会议，作出旗帜鲜明和全
面系统的决定。

国企国资、户籍制度、财税金融、农
村土地、公立医院……参加文件起草和
政策论证的很多党政要员、专家学者回
忆说，习近平总书记亲自研究拍板，很多
议论多年、裹足不前的深层次改革破冰
启动。

2013年 12月 30日，中国共产党历史
上第一次在党中央层面设置专司改革工
作的领导机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
导小组，习近平总书记担任组长，加强党
中央对全面深化改革的集中统一领导。

“中国改革经过30多年，已进入深水
区，可以说，容易的、皆大欢喜的改革已
经完成了，好吃的肉都吃掉了，剩下的都
是难啃的硬骨头。”2014年2月，在接受俄
罗斯电视台采访时，习近平总书记如是
坦言：“改革再难也要向前推进，敢于担
当，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

改革难字当头，更需敢字当先。
这是高亢激扬的出征号令——
明确当前改革是“在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道路上不断前进的改革”“既不走封
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

“坚持和加强党对全面深化改革的集中
统一领导”……在涉及道路、理论、制度
等根本性问题上，习近平总书记立场坚
定、思路清晰，不讲模棱两可的话，不做
遮遮掩掩的事。

历史思维、辩证思维、法治思维、系
统思维、底线思维、创新思维、开放思维
……从经验教训着眼，习近平总书记谋
全局、图善治，推动改革发展稳定、内政
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各方面工作迈
上新台阶。

这是史无前例的观念革新——
从提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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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改革总目标，到明确“五位
一体”加党建的体制改革分目标，从改革
的四梁八柱构建完善到任务书、时间表、
责任制逐项明确……

不提抽象空洞的概念，不讲大而化
之的道理，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一系列新
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一个内涵丰富、
思想深邃、系统完整的科学理论体系，成
为新时代推动全面深化改革的行动指
南。

这是触及骨髓的深刻调整——

以“得罪千百人、不负十三亿”的勇
气，全面从严治党，深化党的纪律检查和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为全面深化改革营
造良好的政治生态；

以“腾笼换鸟、凤凰涅槃”的思路，转
变发展方式，贯彻新发展理念，深化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推动经济向着高质量发
展迈进；

以“为千秋万代计”的视野，深化生
态文明领域改革，改革干部考核制度、开
展中央环保督察，让绿水青山就是金山
银山的理念深入人心；

……
2017年 10月 18日，人民大会堂。党

的十九大举世瞩目。依据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进入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等
重大判断，习近平总书记作出新阶段全
面深化改革开放的战略部署。

党的十九大之后，中央全面深化改
革领导小组改为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
会，这个职能更加全面、机构更加规范、
运行更加稳定、组织更加健全的专门机
构，熔铸统揽改革开放的坚强中枢，凝聚
最为广泛的改革力量。

放眼今日中国，全面深化改革各主
要领域具有四梁八柱性质的主体框架基
本确立，打破思维定式、冲出观念束缚的
坚强意志无比坚定，一系列历史性成就
和历史性变革见证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渐
入佳境。

俄罗斯的“中国通”波列瓦诺夫院士
说，今日中国已经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
时期，中国领导人坚持把改革进行到底，
保持中国改革开放方针政策延续不断，
让世界看到了一个更加强大、更有活力，
志向更加高远的中国。

●全面推进 再展宏图
滚滚车流穿越港珠澳大桥，气势如

虹、引人惊叹。
在“一国两制”框架下，一个连接两

个特别行政区、三个关税区的大桥，不仅
要完成桥体跨度上的极限挑战，更要解
决口岸设置、投融资安排、通航与锚地、
中华白海豚保护等一系列全新课题。

“逢山开路，遇水架桥”，这项创造多
项世界第一的超级工程，正是新时代全
面深化改革开放的写照。

2012年 12月 31日，十八届中央政治
局第二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改革开放是前无古人的崭新事业，必须
坚持正确的方法论，在不断实践探索中
推进。”

7个月后，荆楚盛夏，习近平总书记在
湖北武汉考察，作出更为深思熟虑的论
断：“处理好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的关系、
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的关系、顶层设计和
摸着石头过河的关系、胆子要大和步子要
稳的关系、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

认识，是行动的先导。6 年来，全面
深化改革之所以能闯关夺隘、纵深推进，
取得一系列历史性成就和历史性变革，
坚持科学的方法论正是关键一环。

改革进入新阶段，再启新局的动力
何来？

投石问路、逆水行舟。习近平总书
记强调，改革是由问题倒逼而产生，又在
不断解决问题中而深化，要始终树立强

烈的问题意识，哪里矛盾和问题最突出，
就重点抓哪项改革。

2014年4月，中国经济遭遇“倒春寒”
的消息伴着质疑的杂音传入中南海。

纵观全球，世界经济仍在动荡调整；
审视国内，“三期叠加”加剧下行压力。是
延缓改革步伐还是推迟转型升级目标？

当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河南考
察，从“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
期”的判断出发，首次提出“新常态”的重
大论断。

自此，认识、适应、引领新常态成为
我国经济改革发展的大逻辑，以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深入推进“三去一降
一补”，加快新旧动能转换、结构调整，实
现了经济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的历
史性转变。

2015年9月，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
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透过血与
火映照的历史镜像，习近平总书记在思
考，在党和人民需要的时候，我们这支军
队离能打仗、打胜仗的核心要求有多远？

历时近两年，习近平总书记上海岛、
踏边关、走戈壁、看哨所、进战车、登战
机，走访 690 多个军地单位，召开 800 多
个座谈会、论证会，修改完善改革强军方
案150多次……改革“如旱天惊雷”，人民
军队面貌焕然一新，实现政治生态重塑、
组织形态重塑、力量体系重塑、作风形象
重塑。

问题是改革的对象，解决问题则是
改革的动力。

党的十八大以来，深度警觉党内思
想滑坡、信仰缺失、腐败频发等现象，深
刻分析党的领导弱化、党的建设缺失、全
面从严治党不力等问题，习近平总书记
上任伊始就向全党发出“腐败问题越演
越烈，最终必然会亡党亡国”警告。

总书记将全面从严治党摆进“四个
全面”战略布局，以刀刃向内的自我革命
勇气，带领全党开启了一场浴火重生的
革命性锻造。

深化党的纪律检查和国家监察体制
改革，落实全面从严治党双重责任制、加
强巡视监督和派驻监督、加大追逃追赃
工作统筹协调力度……一批“老虎”“苍
蝇”一起打的硬招实招使反腐败斗争形
成压倒性态势，党心民心空前提振。

改革复杂敏感，如何做好统筹谋划
的大文章？

做好改革的辩证法，习近平总书记
强调，全面深化改革是一个复杂的系统
工程，单靠某一个或某几个部门往往力
不从心，这就需要建立更高层面的领导
机制。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亲
自主持召开 40多次中央深改组、中央深
改委会议，审议通过400多个重要改革文
件，确定 300 多个重点改革任务，出台
1600多项改革举措。

“九龙治水、各管一头”的顽疾必须
治，“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老路不能
走。从每次中央深改组、中央深改委会
议的新闻发布中，人们往往能读出习近
平总书记的改革方法论。

既审议具体的改革方案，又对当前
改革最紧迫任务、面临最突出矛盾和最

需要把握的问题提出要求，既聚焦改革
内容，又强调改革方法，体现了战略和战
术的高度统一。

——改革的辩证法体现在局部与全
局的深刻把握中。

初冬时节，沿长江而行，目之所及，
绿意萦绕。

承东启西、接南济北、通江达海，这
条流经11省市的中华母亲河曾因乱砍滥
伐、无序排污伤痕累累，更因拦水筑坝、
截江断流的水权之争欲哭无泪。

“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2016年1
月、2018年 4月，习近平总书记先后在长
江上游的重庆和中游的武汉召开两次推
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从抓思想观念
转变、抓体制机制变革入手，为当前和今
后长江经济带发展如何正确把握生态环
境保护和经济发展的关系指明了方向。

应时而变，因势利导。既鼓励创新，
又宽容失败；既从机制上激励，又从考核
上约束；既与法治相向而行，又与发展相
辅相成……全面深化改革正是在广泛调
研中科学研判，在深入思考中谋篇布局。

——改革的辩证法体现在顶层设计
和基层试点的科学运用中。

在习近平总书记看来，试点既是改
革开放重要任务，又是改革开放重要方
法。

在北京、山西、浙江三省市先行开展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在全国 33个县
（市、区）开展农村“三块地”改革试点；开
展三江源、祁连山、大熊猫、东北虎豹等
国家公园体制改革试点；在部分地区和
部分在京中央机关开展公务员职务职级
并行制度改革试点……一块块全面深化
改革的试验田，灌注党中央谋划长远的
智慧之泉。

浙江“最多跑一次”经验、海南和宁
夏“多规合一”实践、福建三明“三医”联
动改革、浙江杭州互联网法院探索……
一个个不断涌现的基层创新，激荡新时
代最活跃的改革因子。

地方改革试点中涌现的好经验好做
法，在中央层面得到有力支持、及时总
结、广泛推行。

改革千头万绪，如何下好破局开路
的先手棋？

抓准改革的突破口，习近平总书记
强调，改革需要整体推进，但不能是平均
用力、齐头并进，而是要注重抓主要矛盾
和矛盾的主要方面，注重抓重要领域和
关键环节。

2015 年伊始，日本外交学者网站抛
出这样的问题：中国领导人早就想进行
的国有企业改革在2015年能取得突破性
进展吗？

当年 8月，《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
的指导意见》摆放在了习近平总书记和
其他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案头。

国企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头
戏，也是硬骨头。习近平总书记亲自开
篇破题、亮明立场、划出底线。

既保增长、又促活力，党中央牢牢把
握改革方向、力度、节奏，制定“1+N”的
政策体系，现代企业制度加快建设，公司
治理结构不断完善，资本运营效率显著
提升。 （下转A11版）

高举新时代改革开放旗帜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改革开放纪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