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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十九大提出一个重要
政治论断，即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
展新的历史方位。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
时代，与中国近些年尤其是这
五年的治理绩效密切相关。与
世界上其他国家的低效治理甚
至无效治理相比，中国实现了
有效治理、达到了中国之治。

那么，中共何以实现有效
治理？

首先，有一个坚强有力的
执 政 党 。 对 于 后 发 展 国 家 来
说，能否拥有一个强大的政党
组织，实施强有力的社会动员
能力，是现代化成功与否的关
键。

尤其是这五年，中共充分
发挥总揽全局、协调四方的作
用，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生历
史性变革，现代化征程步入新
阶段。

第二，有一个有担当的领
导 核 心 。 一 个 国 家 、 一 个 政
党，领导核心至关重要。邓小
平说，任何一个领导集体都要
有一个核心，没有核心的领导
是靠不住的。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
党坚持民主集中制，维护党中
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
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习近平总书记主动承担
历史责任，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
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治国理政境界达到一
个全新高度。

第三，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的引领。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就将马克思主义
写在自己的旗帜上，并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这五年，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
党人，围绕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
一重大课题，进行艰辛理论探索，取得重大理论创
新成果，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这五年之所以发生历史性变革、赢得创造性治
理，根本上是因为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的科学指引。

第四，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
文化自信。尤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符合中国
国情，有着强大自我完善和发展能力。

最后，中国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离不开各级
干部的强大执行力以及全国人民的共同奋斗。

尤其是这五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崇尚务实实干精神，对那些阳奉阴违、执行不力的
干部进行坚决调整，坚持“能上能下”，注重运用督
查问责机制，在全党营造争当实干家的政治生态。

新时代，中国必将为人类作出更大的贡献。
（作者为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

强中国与利天下
“我们推进改革的根本目的，是要让国家变得

更加富强、让社会变得更加公平正义、让人民生活
得更加美好。”2014 年元旦习近平就任国家主席后
的首篇新年贺词，引起强烈共鸣。

“让国家变得更加富强”，这是共识。十九大报
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意味着近
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
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迎来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光明前景。

“中国以后要变成一个强国，各方面都要强。”
习近平曾说。据整理，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先
后提出国家和军队建设系列奋斗目标，就是要把我
国建成经济强国、制造强国、贸易强国、海洋强
国、人才强国、文化强国、网络强国、宽带中国、
数字中国、法治中国、平安中国、美丽中国、健康
中国以及新时代强军目标，等等。

强国必先强党。2016年 2月，习近平在中央政
治局常委会议审议“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方案时明
确提出：“我们党要搞好自身建设，真正成为世界
上最强大的一个政党。”这一重要论述，鲜明表达
了中国共产党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崇高志
向和远大追求。

十九大报告指出，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
事业，伟大梦想，紧密联系、相互贯通、相互作
用，其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
程。报告提出“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并强调，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们党一定要有新
气象新作为。打铁必须自身硬。党要团结带领人民
进行伟大斗争、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必
须毫不动摇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毫不动摇把党建
设得更加坚强有力。

中共有着强烈的天下担当。中共的理念和作
为，既强中国，也利天下。

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共产党是为中国人民谋
幸福的政党，也是为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的政党。
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为人类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作为
自己的使命。

中共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十九大报
告指出，中国人民的梦想同各国人民的梦想息息相
通，实现中国梦离不开和平的国际环境和稳定的国
际秩序。必须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始终不渝走
和平发展道路、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坚持正
确义利观，树立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安
全观，谋求开放创新、包容互惠的发展前景，促进
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构筑尊崇自然、
绿色发展的生态体系，始终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
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

雄心与方略
——百年未有大变局下的中共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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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强大生机活力出强大生机活力。。更为开放包容的中国更为开放包容的中国，，与与““新的保护主义政策层出不穷新的保护主义政策层出不穷””的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西方资本主义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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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未有大变局下百年未有大变局下，，中共自有定力和信心中共自有定力和信心。。十九大作出鲜明判断十九大作出鲜明判断：：经过长期努力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中国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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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某种意义上讲从某种意义上讲，，在中共十九大召开之年在中共十九大召开之年，，读懂中共的初心与雄心读懂中共的初心与雄心、、方略与战略方略与战略、“、“强中强中
国国”“”“利天下利天下””等等，，便能读懂百年未有变局下的中共担当便能读懂百年未有变局下的中共担当。。

初心与雄心
中共是一个执政党，也是一个使命党。
中共不忘“初心”。十九大报告主题，前 8个

字即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何为初心和使
命？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
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
兴。这个初心和使命是激励中国共产党人不断前
进的根本动力。

中共为中国人民谋幸福。10 月 25 日，新一届
常委与媒体见面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牢
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坚
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努力抓好保障和改善
民生各项工作，不断增强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
全感，不断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我坚信，中国
人民生活一定会一年更比一年好。

中共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建党 96年来，为了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无论是弱小
还是强大，无论是顺境还是逆境，我们党都初心
不改、矢志不渝，团结带领人民历经千难万险，
付出巨大牺牲，敢于面对曲折，勇于修正错误，
攻克了一个又一个看似不可攻克的难关，创造了
一个又一个彪炳史册的人间奇迹。

中共永葆赤子之心。正如习近平在庆祝建党
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指出：“我们要永远保持建党
时中国共产党人的奋斗精神，永远保持对人民的
赤子之心。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记走过的路；
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也不能忘记走过
的过去，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面向未来，面对
挑战，全党同志一定要不忘初心、继续前进。”

“不忘初心、继续前进”，“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这是中共的宣誓和诺言。

英国知名学者马丁·雅克著有 《大国雄心》。
“雄心”二字，让人印象深刻。习近平曾要求领导
干部，“要有雄心壮志”。中共当下的雄心，首先
可从十九大绘就的蓝图中感受。

未来中国，清晰可见。十九大报告指出，从
现在到 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期。从
十九大到二十大，是“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
历史交汇期。从 2020年到本世纪中叶可以分两个
阶段来安排。第一个阶段，从 2020 年到 2035 年，
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再奋斗十五年，
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第二个阶段，从 2035
年到本世纪中叶，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基础上，
再奋斗十五年，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
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到那时，我国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
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将全面提升，实现国家
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成为综合国力和国
际影响力领先的国家，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基本实
现，我国人民将享有更加幸福安康的生活，中华
民族将以更加昂扬的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方略与战略
凡是过去，皆为序章。
任何雄心，都需要方略支撑。要把我国建成富强

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必须有新
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

十九大报告明确，这个基本方略是十四条：坚持
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全面
深化改革，坚持新发展理念，坚持人民当家作主，坚
持全面依法治国，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坚持
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
导，坚持“一国两制”和推进祖国统一，坚持推动构
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坚持全面从严治党。 全党同志
必须全面贯彻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
更好引领党和人民事业发展。

任何方略，也都需要战略辉映。十九大报告中，
42次出现“战略”一词。

作为“战略布局”的“四个全面”，与“总体布
局”的“五位一体”，已经深入人心。

“新战略”已成熟词。十九大报告指出，五年
来，我们党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强烈的责任担当，提
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出台一系列重大方针
政策，推出一系列重大举措，推进一系列重大工作，
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
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
生历史性变革。这些历史性变革，对党和国家事业发
展具有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还有“乡村振兴战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创
新驱动发展战略”、“健康中国战略”等，备受关注。

每个“战略”背后，都有举措落地。以实施区域
协调发展战略为例。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要加大力
度支持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加
快发展，强化举措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深化
改革加快东北等老工业基地振兴，发挥优势推动中部
地区崛起，创新引领率先实现东部地区优化发展，建
立更加有效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以城市群为主体
构建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格局，加快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以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为“牛
鼻子”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高起点规划、高标准建
设雄安新区，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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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省毕节市把建立脱贫攻坚讲习所作为脱贫
攻坚的载体。 新华社记者 陶 亮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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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刚回到工作岗位的十九大代表吴书香就到辽
宁沈阳市太原街玖伍文化城宣讲十九大精神。

本报记者 何 勇摄

10月 28日，安徽阜阳市三合养老服务中心在
颍州区三合镇建成开张，迎来老人入住。

王 彪摄 （人民视觉）

京津冀协同发展谱写新篇章。图为北汽集团黄骅
分公司总装车间生产线。

新华社记者 牟 宇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