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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的“网络时间”

辛识平

“把抓改革落实摆到重要位置”。日前召开的中央全面
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三十四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就推
动改革落实提出新要求、作出新部署。在习近平全面深化改
革的谋划中，“落实”无疑是重要的关键词。据统计，在中央
深改组 34 次会议的新闻通稿中，“落实”一词出现达 200 多
次。

“关键在于落实”，抓落实在习近平治国理政实践中具
有重要地位。全面深化改革，落实的重要性更是不言而喻。
习近平指出，全面深化改革，既要取势，又要取实。落实能否
到位，决定蓝图的实现。

2014 年 1 月 22 日，在中央深改组第一次会议上，习近
平就开宗明义，强调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的责任，就
是要把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各项改革举措落实到
位。在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深化改革的浪潮中，“狠抓落实”
始终是习近平驾驭改革航船乘风破浪的关键一招。

抓什么——— 抓实全程，把好“两关”

改革千头万绪，落实要有落点。在中央深改组会议上，
不论是提出实施方案、实施行动、督促检查、改革成果、宣传
引导等五个“抓到位”，还是强调抓主体责任、抓督办协调、
抓督察落实、抓完善机制、抓改革成效、抓成果巩固等“六个
抓”，习近平谋划的改革落实，贯穿一条鲜明的行动轴线。从
改革方案制定、评估，到督察、督办，再到问责、问效，从责任
主体到制度保障再到舆论支持，抓实各关口，抓实全过程，
抓实各方面，坚持一抓到底，是总书记抓改革落实的基本实
践脉络。

改革之路无坦途。改革进入深水区，“轻舟已过万重山”
的畅快少了，“一山还有一山拦”的难关多了，“过五关、斩六
将”的考验多了。这其中，把好两个关口显得尤为重要。

其一，严把改革方案质量关。好比城市建设，规划是极
其重要的起笔，改革方案是行动的起点、落实的依据，也需
要把质量放在第一位。

什么是好的改革方案？在习近平的论述中，可以提炼出
这些衡量标准：符合实际、突出问题导向、有穿透力、有可操
作性，等等。怎样才能制定出好的改革方案？“拍脑袋”拍不
出来，抄文件也不抄出来，只有到实践中去、到群众中去，才
能找到答案。舍得下苦功夫、笨功夫，做实做细调查研究、征

求意见、评估把关等关键环节，改革方案方能抓实问题、开
实药方、提实举措。

其二，严把改革督察关。如果说改革方案规划了航向、
航道，那么确保航船抵达彼岸，还需要源源不断的推动力。
习近平高度重视督察工作，提出督任务、督进度、督成效，察
认识、察责任、察作风的“三督三察”要求，正是为了给方案
落实、工作落实、责任落实注入强大推动力，有效消除“中梗
阻”、“肠梗阻”，发挥督察打通关节、疏通堵点、纠偏正向、提
高质量的重要作用，确保改革方向不偏离、改革任务不落
空。

怎么抓——— 用好三大思维利器

习近平曾指出，新一轮改革的突出特点是改革进入啃
硬骨头、打攻坚战的关键时期。“事必有法，然后可成。”抓改
革落实，需要遵循改革规律，讲究战术打法，在科学方法论
指导下撸起袖子加油干。具体而言，有三大思维利器对推动
改革落实至关重要。

一曰辩证思维。改革落实头绪多任务重，不能眉毛胡子
一把抓，而要分清轻重缓急、难易程度，坚持两点论和重点
论，牢牢牵住“牛鼻子”实现整体推进。既抓重要问题、重要
任务、重要试点，又抓关键主体、关键环节、关键节点，以重
点突破带动全局，是改革破局开路的重要方法。近年来，在
党中央领导下，国有企业、财税体制、金融体制、农村土地制
度等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持续发力、以点带面，有力牵
引带动其他改革共同推进。

二曰精准思维。改革落实面临的情况千差万别，来不得
“一刀切”“一招鲜”，而要一把钥匙开一把锁，坚持分类施

策、精准施策。对打基础、谋长远的制度性改革，重点搞好制
度设计，抓紧细化落实；对切口小、见效快的具体改革，盯紧
抓牢，逐条跟踪，一一落实；对面上提出原则性要求、鼓励引
导性的改革举措，注重社会面引导，形成合理改革预期；对
探路性质的改革试点，大胆探索，及时总结经验，注意发现
问题。

三曰系统思维。改革落实涉及方方面面，“走单骑”干不
动也行不远，而要学会“弹钢琴”，做好统筹协调的文章。处
理好点与面、当前与长远、顶层设计与基层探索等关系，统
筹考虑战略、战役、战斗层面的问题，做好政策统筹、方案统
筹、力量统筹、进度统筹工作，加强各项改革间的配套组合、
协同联动，才能形成整体效应，催生倍增效应，做到聚焦聚
神聚力抓好落实。

谁来抓——— 盯责任主体，抓“关键少数”

改革能不能落实到位，落实责任是关键。2016 年 1 月
11 日，第 20 次中央深改组会议清晰划分了各类改革主体
的责任：专项小组既要抓统筹部署，也要抓督察落实；改革
牵头部门是落实中央部署具体改革任务的责任主体；地方
党委对本地区全面深化改革承担主体责任；党委书记作为
第一责任人，既要挂帅、又要出征。

“龙头怎么甩，龙尾怎么摆。”习近平指出，党政主要负
责同志是抓改革的关键。他多次要求领导干部既当改革的
促进派，又当改革的实干家。“一把手”把改革放在更加突出
位置来抓，勇于挑最重的担子、啃最硬的骨头，做到重要改
革亲自部署、重大方案亲自把关、关键环节亲自协调、落实
情况亲自督察，就能自上而下传导抓落实的动力，形成上下
贯通、层层负责的主体责任链条。

关键时刻见真章，改革关头看担当。今天的改革，不可
能顺顺当当地实现目标，要向前推进，就要冲破思想观念束
缚、破除利益固化藩篱、清除体制机制障碍，就要涉险滩、动
奶酪。突破改革路上的“娄山关”、“腊子口”，没有推进改革
的意愿不行，没有敢闯敢干的勇气也不行。

对看准了的事情，领导干部要敢于拍板、敢于担当，坚
定不移干，拿出抓铁有痕、踏石留印的韧劲来抓改革落实。
对一些重大改革，问题矛盾多、协调难度大的，要敢于接烫
手山芋，在披荆斩棘中趟出新路来。正如习近平所说，改革
是一场革命，必须有坚忍不拔的毅力，以真抓促落实、以实
干求实效。

感悟习近平抓改革的三大要略

书香

4 月 23 日是世界读书日。互联网和新媒体的崛起，带

动了新型阅读行为。预计数字阅读用户发展将再次提速，多

重利好将拉动数字阅读行业持续增长。

爱读书的中国人正在增多

▲扫描二维码了解
我国阅读现状。

如今，有这样一群读书人，无论阅读电子化如何便捷，

他们依然留恋那带着油墨香的书籍；无论空间如何变迁，他

们依然保持着那份书房情结。

书房故事：最爱那满室书香

▲扫描二维码观看
书房的故事。

中国载人航天
工程自 1992 年起，
2 5 年间按“三步
走”战略分步推动
实施。那么中国载
人航天“三步走”已
经走到哪儿了呢？

中国载人航天“三步走”走到哪了？

▲扫描二维
码看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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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

组长 ，习近平总书记可谓是一位“网络达

人”：他重视互联网应运，关心互联网最新科

技动态；他更是高瞻远瞩、审时度势，为中国

网信事业发展指明前进方向。一起去看看习

近平总书记的“网络时间”吧！

“既要取势，又要取实”，在习近平总

书记全面深化改革的谋划中，“落实”是重

要的关键词之一。新华社《学习进行时》专

栏推出“辛识平”融媒体评论，与您一起感

悟总书记关于改革落实抓什么、怎么抓、

谁来抓的三大要略。

扫描

二 维 码 看

“太空之吻”

如何上演。

一带一路会议“抢先看”

科技

中国高端无人机飞向世界的密码

中国正在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和姿态展示出航空装备

的跨越式进步，“聪明”的中国高端大中型无人机已经成

为世界天空中备受瞩目的新星。翼龙系列无人机总设计

师李屹东表示，中国航空工业正在凭借自主掌握核心关

键技术飞向创新之春。

扫描二维码了解
备受瞩目的翼龙系列无
人机。

逝者

就在这个玉兰花刚刚开过的暮春时节，4 月 19 日，

越剧戏迷心中“永远的宝哥哥”徐玉兰先生在上海华东医

院病逝，享年 96 岁。

怀念“永远的宝哥哥”徐玉兰先生

扫描二维码看徐玉
兰先生的精彩照片。

扫描二维码，看习近平的“网络时间”。

为了建起一座性能强大、
稳定可靠、经久耐用的“太空之
家”——— 中国载人空间站，需要
把多个单独发射的航天器在太
空组合起来，实现１＋１〉２的效
果，而交会对接技术是其中的
关键。

４月２０日发射的中国第一
艘货运飞船天舟一号将与天宫
二号空间实验室在大约５个月
的时间里开展三次交会对接、
三次在轨加注试验，中国向着
练就航天器交会对接独门绝活
的更高标准发起了冲击。

天舟一号的发
射再次引发了人们
对中国载人航天工
程的关注。那么，天
舟、神舟、天宫这些
中国航天“重器”，
各自扮演什么角色
呢？

大国“重器”一个不能少！

▲扫描二维
码 观 看 视
频。

▲越剧电影《红楼梦》
中的贾宝玉(徐玉兰饰)与
林黛玉(王文娟饰)。

▲珠海航展上的翼
龙Ⅱ无人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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