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掀起改革新浪潮
——党的十八大以来历史性变革系列述评之三

“党的十八大以来的５年，是全面深化
改革夯基垒台、积厚成势、攻坚克难、砥砺
奋进的５年，也是改革集中推进、全面深
入、成果显著、积累经验的５年。”中央深改
领导小组第38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对
全面深化改革的阶段性态势和进展高度概
括。

改革，是过去５年里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坚定不移推进的方向——

2012年12月初，刚刚当选为中共中央
总书记的习近平到广东考察，向世人释放
出新一届党中央继续推进改革的强烈信
号。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擘画了全面深
化改革的宏伟蓝图。一个多月后，中共中
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成立中央全面深
化改革领导小组，习近平总书记担任组
长。

中央深改领导小组成立不到一个月后
就召开第１次会议，审议通过了领导小组

工作规则，成立了专门办公室，组建了６个
专项小组，明确了分工方案，从中央层面形
成了推进全面深化改革的总体架构。

３年多来，中央深改领导小组已经召
开了 38 次会议，审议通过各类改革文件
277份。

以上率下，各地区各部门也迅速建立
健全党委（党组）领导下的工作机制，统领
全面深化改革工作。广大干部群众积极投
身改革，汇聚起推进全面深化改革的磅礴
伟力。

改革，让过去５年里砥砺奋进的中国
收获了累累硕果——

５年来，党中央以“咬定青山不放松”
的精神将各项改革任务全面推开，使改革
大潮席卷神州大地。

一项项重大制度创新陆续推出——国
家监察体制改革、自贸区改革、中央群团改
革等一系列重大改革创新，逐步积累经验，
逐步扩大推广……

一系列重大改革任务扎实推进——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中国经济脱胎换
骨，医疗卫生体制改革持续深化，教育体
制改革多点突破，党的建设制度改革为全
面从严治党提供有力保障，国防和军队改
革建立起了“军委—战区—部队”的作战
指挥体系和“军委—军种—部队”的领导
管理体系……

一个个社会领域改革惠及百姓——全
面二孩政策平稳落地，农民工随迁子女就
学和考试政策得以完善，公共卫生服务均
等化程度大幅提升……

一项项改革举措，给国家带来了发展
的活力，给人民群众带来满满的获得感
——异地办理身份证不用再折腾了，各种

“奇葩证明”减少了800多项，城乡居民基本
医保财政补助标准逐年提高，越来越多的
文化场馆向公众免费开放……

立柱架梁、纵深推进——
全面深化改革成为过去５年一个最鲜明的主题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瞻远瞩，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党的建设、军队等方面

部署全面深化改革，引领改革涉深水、闯险滩、啃硬骨头，1500多项改革举措推动改革全面发力、多点突破、纵深推进，

主要领域四梁八柱性质的改革主体框架基本确立，改革以“大潮奔涌逐浪高”的壮阔景象不断向纵深推进。

改革，意味着破旧立新、意味着要“动
奶酪”。

“随着中国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
一些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凸显出来，需要
下大决心、花大气力加以破解。中国有句
话叫良药苦口。我们采用的是全面深化改
革这剂良方。”习近平总书记的形象阐述，
道出了当前中国推进改革的惊人魄力和坚
定决心。

过去５年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引领改革涉深
水、闯险滩、啃硬骨头，不断向纵深推进。

2017年８月20日晚，中国联通发布公
告，正式披露了混合所有制改革试点总体
方案和拟改革的内容要点，打响了重点领
域混改的“第一枪”。

围绕《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国有
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几年来，国企分类

改革、完善国资监管体制、发展混合所有制
经济等多个配套文件陆续出台，国企改革

“1+N”政策体系基本形成。
目前，全国国有企业公司制改制面达

到90％，建设规范董事会的央企已有80多
家；混改稳妥实施，到2016年底央企混合所
有制企业户数占比为68.9％。

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是推进全面深化
改革的又一个难点。

党的十八大以来，生态文明建设的相
关文件密集出台，仅2016年，中央深改组审
议通过生态文明建设的相关文件就超过20
件。

为破解一些地方只顾经济发展而牺牲
环境和群众利益等问题，出台了省以下环
保机构监测监察执法垂直管理制度改革试
点工作的指导意见，确保环境监测监察执
法的独立性、权威性、有效性；为解决一些

生态环境保护跨区域、跨部门协作难的问
题，从2015年底开始，党中央先后推动开展
了三江源、大熊猫和东北虎豹３项国家公
园体制试点，在统一规范管理、建立财政保
障、明确产权归属、完善法律制度等方面取
得实质性突破。

从大力推进国企薪酬制度改革到切实
推动公车制度改革，从推进以审判为中心
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到加强干部人事制度
改革，从首次向军委机关各部门和战区派
驻纪检组到部署实施军队规模结构和力量
编成改革……一系列改革举措攻坚克难、
势如破竹。

新加坡《联合早报》评价指出，环顾世
界，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像当今中国这样，以
一种说到做到、只争朝夕的方式全面推进
改革进程。

迎难而上、勇涉险滩——
全面深化改革突破了一些过去没有突破的大关口，解决了一些多年来想解决但一直没有很好解决的大问题

举世瞩目的党的十九大即将召开，中
华民族又将站在新的起点。

“改革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要坚
持一张蓝图绘到底。”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
深改领导小组第38次会议上的讲话，意味
深长。

继续深化改革，要着眼于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和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为
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持续动力——

今后几年，要如期实现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的奋斗目标，需要党团结带领人民坚
决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
防治的攻坚战。同时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
斗目标、为踏上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新征程奠定坚实根基。

直面挑战、破解难题、实现目标，关键
仍在于继续深化改革。要让重大风险通过
改革发展得以化解，让深度贫困难题通过
改革得以攻克，让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

式通过改革得以转化。
继续深化改革，要秉持以人民为中心

的发展思想，将改善民生作为一切工作的
出发点和落脚点——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党的奋斗
目标，也正是继续深化改革的方向。

要通过改革坚定打赢脱贫攻坚战，确
保小康路上一个也不掉队；

要通过改革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注
入更多活力，不断创造新的就业岗位、拓宽
就业渠道、改善就业环境；

要通过改革进一步推进城乡“两免一
补”政策统一、贫困地区定向招生专项计划
等举措，让更多的孩子上得了学、更容易上
学；

要通过改革让更多群体实现异地看病
就医直接结算，推动更多家庭医生走进寻
常百姓家……

继续深化改革，要不断提升我国综合

国力水平，应对不断变化的国际局势和挑
战——

当今世界，国际力量对比发生新的变
化，世界经济进入深度调整，各种“黑天鹅
事件”频繁出现。与此同时，中国已经成为
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正朝着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梦想不断迈进。

应对风险、实现梦想，需要党继续团结
带领人民继续深化改革，推动政治、经济、
法治、文化、社会等各领域不断发展进步，
始终保持社会发展稳定、充满生机活力。
继续通过改革使军队结构、格局、面貌等更
加焕然一新，为强军事业增添强大动力。

全面深化改革，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
时。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
下，13亿中国人民团结一致坚定不移将改
革进行到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一定
能够开创更加广阔的前景。

改革永远在路上——
着眼“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坚定不移将全面深化改革进行到底

本版稿件均据新华社

“厉害了，我的国”“为改革
点赞”。国庆长假期间，“砥砺
奋进的五年”大型成就展上人
潮涌动。案管机器人“小苏”、
被封存的 109 枚审批公章、体
现医改理念的健康小屋……展
览以生动有趣的方式，诉说着
百姓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的精彩
故事，呈现了当代中国在全面
深化改革中发展进步的万千气
象。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
国命运的关键一招。党的十
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坚持党对全面深
化改革的集中统一领导，紧紧
围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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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总目
标，以非凡的政治勇气、高超
的政治智慧、强烈的使命担
当，坚定不移全面推进各项改
革。习近平总书记围绕全面
深化改革发表一系列重要讲
话、作出一系列重大战略部
署，亲自担任中央全面深化改
革领导小组组长，亲力亲为谋
划指导改革，为推进改革注入
了强大思想和实践动力。38
次中央深改组会议审议通过
一大批重要改革文件，中央和
国 家 机 关 有 关 部 门 推 出 了
1500 多项改革举措。改革涉
及范围之广、出台方案之多、
触及利益之深、推进力度之大
前所未有。在党中央坚强领
导下，主要领域四梁八柱性质
的改革主体框架基本确立，一
些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
取得重大进展，改革呈现全面
发力、多点突破、纵深推进的
崭新局面，谱写了全面深化改
革新篇章。

问题是时代的声音。突
出问题导向，改革才有针对性
和实效性。近年来，全面深化
改革始终聚焦经济社会发展
的堵点、痛点、难点精准发
力。经济生态领域改革抓住
阻力大、突破难的“硬骨头”持
续攻坚，司法领域改革逐步破
解立案难、诉讼难、执行难等

难题，社会领域改革聚焦脱贫
攻坚、教育医疗、住房养老等
民生热点……实践证明，以解
决突出问题为切入点，以重要
领域和关键环节为突破口，聚
焦体制机制顽疾，勇于突破利
益固化的藩篱，改革就能为发
展清淤除障、助力加油，让社
会活力竞相迸发，让创新创业
的源泉充分涌流。

“计熟事定，举必有功。”
全面深化改革是一项复杂的
系统工程。注重系统性、整体
性、协同性是深化改革的内在
要求，也是推进改革的重要方
法。近年来，全面深化改革注
重把顶层设计与基层探索结
合起来，把整体推进和重点突
破结合起来，把方案协同与实
施节奏、力度的协同结合起
来，使各项改革举措相互配
合、相互促进，取得显著成
效。改革必须牵住“牛鼻子”，
善于“弹钢琴”，抓住重点带动
面上工作。

人民有所呼，改革有所
应。尊重人民主体地位，从人
民利益出发谋划改革，顺应人
民期盼抓好改革，才能深得民
心，激发起人民群众投身改革
的满腔豪情。从推动脱贫攻
坚，到降低创业门槛，从推进
教育均衡发展，到深化医改让
群众得到更多实惠，无不说明
全面深化改革有力度，更有温
度。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
展思想，把增强人民群众获得
感作为衡量改革的重要标准，
引导广大人民共同为改革想
招、一起为改革发力，这是改
革至为深厚的基础，也是改革
最为可靠的动力。

“苟日新，日日新，又日
新”，改革只有进行时没有完
成时。即将召开的党的十九
大将对我国改革发展作出新
的战略部署，全面深化改革又
将迈上新的征程。“改革不停
顿、开放不止步”，继续高举改
革旗帜，不断推进改革事业，
社会主义中国必将创造新的
辉煌。

改革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
——党的十八大以来治国理政启示之三

新华社评论员：

观众在北京展览馆参观“砥砺奋进的五年”大型成就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