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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崔静、姜潇

沧海横流显砥柱，万山磅礴看主峰。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和改

善党的领导，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一个更加坚强有
力的党，正以昂扬奋进的新姿态，引领“中国号”巨轮驶向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光辉彼岸。

谱写新辉煌

毫不动摇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铸就坚强

领导核心

2017年 1月 1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全天召开会议，听
取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
察院党组工作汇报。自 2015年起，这样的汇报每年都会举行一次。

事在四方，要在中央。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全

局和战略高度，抓方向、议大事、管全局，统筹协调党委、人大、
政府、政协的关系，推动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制度化、规范化、
程序化，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
核心。
铸就坚强领导核心，是中国共产党根植于 96年辉煌历程的自

信，也是党面对世情、国情、党情新变化作出的必然抉择。
看国内，改革进入深水区，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各种矛盾

叠加，风险隐患集聚；察世界，国际力量对比发生新的变化，世界
经济进入深度调整，我国发展面临的环境更加复杂；检自身，党
面临的“四大考验”“四种危险”依然严峻，落实党要管党、从严治
党的任务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为繁重和紧迫。

“打铁还需自身硬。我们的责任，就是同全党同志一道，坚持
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切实解决自身存在的突出问题，切实改进
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使我们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

2012 年 11 月 15 日，人民大会堂东大厅，习近平总书记在
中外记者见面会上的讲话掷地有声。

铸就坚强领导核心，必须以勇于自我革命的精神打造和锤
炼自己。只有努力在革故鼎新、守正出新中实现自身跨越，才能
不断为党和人民事业注入生机活力。

这是纲举目张的五年———
从党的十八大对党的建设作出八个方面部署，到党的十八

届三中全会将党的建设制度改革纳入全面深化改革总体部署；
从党的十八届四中、五中全会始终强调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到
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专题研究全面从严治党重大问题……

五年来，党中央把管党治党摆在重要战略位置，注重从顶层
设计上进行战略谋划，将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不断推向新境
界。

这是以上率下的五年———
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挂帅”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中

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等多个领导小组组长；召开中央
政法工作会议、中央统战工作会议、全国国有企业党的建设工作
会议……

五年来，党中央牢牢把准“中国号”航船的前进方向，党总揽
全局、协调各方的作用得到更好发挥。

2016 年 10 月，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明确习近平总书记为
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进一步强化了党中央权威和党中央
集中统一领导，开启了管党治党新时代。

这是激浊扬清的五年———
中央政治局从自身做起，制定并严格遵守中央八项规定，

严字当头、刀刃向内，驰而不息推进党风廉政建设。
五年来，全面从严治党赢得了党心民心，党的执政基础和

群众基础更加巩固。
五年砥砺奋进，五年成就辉煌。
“我们全面加强党的领导，大大增强了党的凝聚力、战斗

力和领导力、号召力。”习近平总书记在“7·26”重要讲话中如
此评价过去五年取得的“不平凡”成就，充满共产党人的自信
与豪情，也赢得了海内外舆论的广泛认可与称赞。

开创新局面

毫不动摇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让党的旗帜在每个“战斗堡垒”高高飘扬

一条 3 米宽的水泥路挂在山上，像一根细细的绳子，一头
连着山下的世界，一头连着山巅上风筝般的海嘎村。

贵州六盘水市钟山区海嘎村“第一书记”杨波初到村里
时，土豆是村里人最拿得出手的待客之物，仅有的几处砖房被
视为“豪宅”。在他的带领下，短短几年，柏油路通到了每个自
然村，村里小楼林立，海嘎村成了花园村。

在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关键时期，从全国选派的 19 . 5 万
名机关优秀干部到村任“第一书记”，成为带领村民共同致富
的“顶梁柱”，而这仅仅是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的一个“小切

口”。
撬动一个支点，就会产生惊人的力量。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加强

和改进党的建设作为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的根本政治前提和
组织基础，推动党的建设向基层延伸，以严的要求、实的举措，
着力使每个基层党组织都成为坚强战斗堡垒，让党的旗帜在
每个基层阵地高高飘扬。

筑牢信仰之基。从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到“三严三
实”专题教育，再到“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党内教育从“关
键少数”向广大党员拓展、从集中性教育向经常性教育延伸，
党员干部理想信念更加坚定。

从严管权治吏。调整副处级以上“裸官”，清理党政领导干
部在企业兼职，对违规办理和持有因私出国(境)证件的干部
进行处理……严管干部的发条越拧越紧，依法用权、干净办事
成为广大干部的行动自觉。

狠刹歪风陋习。治理“舌尖上的浪费”“车轮上的腐败”“舞
台上的奢华”“会所中的歪风”……一些曾被认为不可能刹住
的歪风邪气刹住了，一些司空见惯的官场陋习被纠正。

重拳惩贪反腐。“打虎”“拍蝇”“猎狐”重拳频出，五年间，
200 多名原中管领导干部被查处，100 多万人因违纪违规受
到组织处理，近 3000 名外逃人员被追回……反腐败斗争压倒
性态势已经形成，“不敢腐”的目标初步实现。

加快建章立制。出台《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修订
《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通过《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

活的若干准则》和《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党规党纪
的“笼子”越扎越紧，党的纪律生命线越筑越牢。

随着全面从严治党不断向基层延伸，党的基层建设全面
进步、全面过硬。基层党组织建设整体水平得到提升，广大党
员干部担当作为更加凸显。

从广阔平原到边陲村寨，从工厂车间到科研团队……
450 多万个基层党组织和 8900 多万名党员活跃在各行各业
改革发展的主战场，兑现着“打铁还需自身硬”的庄严承诺，践
行着不忘初心的铮铮誓言。

续写新篇章

毫不动摇推动管党治党向纵深发展，开

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境界

其疾如风！1200 多公里路程，短短 4 小时 30 分钟内跑
完，这是中国制造的“复兴号”刷新的中国速度。德国《焦点》周
刊评论说，中国全面追赶发达国家的步伐快得令人窒息。

火车跑得快，全凭车头带。
在中国，中国共产党就是领导中华民族崛起的核心力量，

是实现伟大复兴的动力引擎。只有进一步把党建设好，确保我
们党永葆旺盛生命力和强大战斗力，我们党才能带领人民成
功应对重大挑战、抵御重大风险、克服重大阻力、解决重大矛
盾，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境界。

“实践使我们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管党治党不仅关系党
的前途命运，而且关系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必须以更大的
决心、更大的勇气、更大的气力抓紧抓好。”习近平总书记的话
语斩钉截铁。

推动管党治党向纵深发展，需要坚持问题导向，保持战略
定力。

“当前，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复杂，
破解发展进程中的矛盾、难题，必须以‘咬定青山不放松’的韧
劲，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这是将‘治本性改革’、‘攻
坚性改革’和‘命运性改革’进一步向前推进的根本保证。”中央
党校副教育长韩庆祥说。

推动管党治党向纵深发展，需要坚持理论自信，用当代中
国马克思主义武装全党、指导工作。

“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治国理政新理念新
思想新战略，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丰富了我们
党的指导思想。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我们要进一步增强理论自
信，以与时俱进、勇于创新的精神，在理论上不断拓展新视野、
作出新概括。”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北京市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研究员李忠杰说。

推动管党治党向纵深发展，需要坚持党的宗旨，确保党始
终同人民想在一起、干在一起。

“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导向，始终站在人民群众
的立场上，是我们党立于不败之地的前提和基础。”中央党校
党建研究部教授张荣臣说，让人民满意，经得起历史检验，惟
有交出这样的答卷，才能以更加坚实的基础，为决胜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作出新的贡献。

无愧历史担当，领航复兴伟业。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我们就

一定能凝聚起 13 亿中国人民的磅礴力量，以更加昂扬的姿态
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迎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光明前景。

新华社北京 10 月 9 日电

砥砺奋进新姿态

新华社北京 10 月 9 日电(记者崔静)中国共产党是由什
么样的人组成的？中国共产党党员具备怎样的素质？党的十九
大召开前夕，国务院新闻办 9 日在京举行中国共产党年轻党
员代表与中外记者见面会，9 名来自基层的年轻共产党员谈
自身作为、谈心中感受、谈身边变化，展现出共产党员拼搏进
取的精神风貌和不忘初心的政治本色。

坚守信仰 不忘初心

为什么加入中国共产党？这是 9 名党员代表被首先问及
的问题。

“因为共产党始终把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北京北安
集团时代电梯公司主任工程师陶建伟的回答简单干脆。

陶建伟说，从业 23 年来，他只做了一件事，就是通过自己
的专业技能确保老百姓上上下下的乘梯安全，通过履行共产
党员的职责实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谈到优秀的共产党员应该具备怎样的素质，本次见面会
上最年轻的党员代表，“90 后”党员、清华大学博士研究生黄
成说，一名优秀党员一方面要脚踏实地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
另一方面应该有大局意识、心怀家国。

35岁的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副教授徐川说，谈到入党动机，也
许每个人答案不尽相同，但是一些关键词是共通的，比如信仰、使
命、感召。

面对新形势，徐川积极探索网络自媒体时代的思想政治
工作方法，他出版的《我为什么加入中国共产党》等著作，热销
10 余万册。“现在我和我的同事们已经组成了‘川流不息思政
工作团队’，我们的目标就是在未来争取把‘我’变成‘我们’，做
更多青年和大学生的陪伴者和引路人。”他说。

顽强拼搏 勇担使命

39 岁的高纪兵是中国交建港珠澳大桥岛隧工程项目部
的一名工程师。参加工作 17 年来，他一直在施工一线从事工
程技术研究，在港珠澳大桥、苏通大桥等超级工程建设中参与
研发了诸多世界领先的技术，与团队创造了多项国内外工程
纪录。

“我们青年人，特别是青年党员，要走在时代的前面，做时

代的奋进者、开拓者与奉献者，让我们的青春在为党、为国家、
为人民的事业中绽放出光彩。”高纪兵说。

中车唐山机车车辆有限公司制造技术中心焊接教师孙斌
斌曾先后两次赴德国学习先进的焊接技术，考取了国际焊接
教师资质。回国后，她和同事一起培养了 500 多名高铁焊工，

满足了车间生产的需要。
“焊品如人品，要做到表里如一，这是德国老师除了焊接

技术之外留给我的最宝贵的财富。我将不忘初心，继续努力，
为我们的中国梦提速。”孙斌斌说。

作为一名“80 后”，藏族党员尼玛江村在自己 30 岁时主

动请缨，前往西藏昌都市察雅县烟多镇雪东村任驻村“第一书
记”，积极为群众办实事、解难事，带领全村兴办 7 个经济实体，
实现增收 150 万元，人均增收 2000 余元。

“西藏的脱贫攻坚任务十分繁重，作为边疆地区的少数民族
干部，我们要再接再厉，带动群众更好地实现脱贫目标，让雪域
高原的广大群众过上更加幸福的好日子。”尼玛江村说。

抓住机遇 成就梦想

广袤的中华大地，每一天都呈现出日新月异的变化。对于
国家的繁荣昌盛、中国国际地位的与日俱增，9 名基层党员代表
有着切身的体会。
中国五矿集团公司的罗鹏曾长期在南美地区常驻，他亲身感

受到，如今，华人在海外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能得到及时的保
护，祖国综合国力的提升也为企业走出去奠定了坚实基础。

“生活在这个时代，最大的幸运是今时今日强大的祖国给我
们带来无比的自豪和自信，能够让我们在海外昂首挺胸地工作
和生活。”罗鹏说。

生逢盛世，让广大年轻基层党员感到幸运，也看到了无限
机遇。

34 岁的许泽玮白手起家创办了互联网金融企业“91 金融”，
五年来，企业员工数量从几个人发展到现在的 300 多人，企业
估值从数百万元增长到现在的上百亿元。在他看来，企业能获
得如此快速的发展，正是国家推出的一系列创新创业政策带来
的机遇。

“前不久，中央出台了关于激发和保护企业家精神的文件，
这让我们创业者、企业家感到特别振奋，我相信，我们的企业一
定能发展得更好、更加壮大。”许泽玮说。

中国电力建设集团核电工程公司的崔伟现任该公司沙特
沙巴哈项目现场经理。沙特沙巴哈项目是该公司打破其他跨国
公司垄断，在沙特市场上中标的第一个 EPC 电站项目。在他的
带领下，沙巴哈项目部与沙特阿美公司先进的数字量化质量管
理体系及安全管理体系顺利对接，项目现场的质量指数及安全
指数逐步提高。

“我和我的同事将抓住机遇，凝心聚力，用实际行动诠释
自强不息、勇于超越的企业精神，为实现中国梦而努力。”崔伟
说。

中国共产党，是由这样的人组成的
9 位来自基层的年轻共产党员代表一席谈

▲记者见面会结束后 9 位中国共产党年轻党员代表和主持人（左一）合影。 新华社记者陈晔华摄

党 的 十 八 大 以 来

历史性变革系列述评之一

“无处遁形” 新华社发 徐骏作

主动提醒 新华社发 徐骏作 无处可藏 新华社发 曹一作

砥砺奋进的五年
变 革 中 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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