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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1月 1日电 2020 年 1 月 1 日出版的今
年第 1 期 《求是》 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
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 《坚持和完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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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强调，坚持和完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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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关系党和国家事
业兴旺发达、国家长治久安、人民幸福安康的重大问
题。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决定，全面回答了在我
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上应该坚持和巩固什么、完

善和发展什么这个重大政治问题，是一篇马克思主义的
纲领性文献，也是一篇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宣言书。全党
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全会精神上来，把学习贯彻全会
精神作为一项重要政治任务抓好抓实。

文章指出，要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制
度优势是一个国家的最大优势，制度竞争是国家间最根
本的竞争。制度稳则国家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
国家治理体系具有深厚的历史底蕴，具有多方面的显著
优势，具有丰富的实践成果。全党同志特别是各级领导
干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要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

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真正做到
“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文章强调，抓好全会精神贯彻落实，要抓好 3 件
事。第一，毫不动摇坚持和巩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
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一个严密完整的科学制度
体系，起四梁八柱作用的是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
制度，其中具有统领地位的是党的领导制度。党的领导
制度是我国的根本领导制度。我们推进各方面制度建
设、推动各项事业发展、加强和改进各方面工作，都必
须坚持党的领导，自觉贯彻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根

本要求。第二，与时俱进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是一个动
态过程，治理能力现代化也是一个动态过程，不可能一
蹴而就，也不可能一劳永逸。必须突出坚持和完善支撑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
度，着力固根基、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构建系统
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第三，严格遵
守和执行制度。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必须强化制度
执行力，加强对制度执行的监督，确保制度时时生威、
处处有效。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

坚持和完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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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有一些年份，注定会在时间的坐
标上镌刻下熠熠生辉的印记。

习近平总书记在新年贺词中指出，
2020 年是脱贫攻坚决战决胜之年。冲锋
号已经吹响。当历史来到 21世纪的第 20
个年头，千百年来困扰中华民族的绝对
贫困问题即将历史性地划上句号，我们
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
奋斗目标。

接力奔跑，仍需加劲冲刺；千年追
寻，圆梦就在今朝。以不获全胜决不收
兵的意志啃下脱贫硬骨头，以一鼓作
气、乘势而上的姿态奋勇夺取新胜利。

（一）

越过层层峰峦的攀登者，只要再进
一步，就能够领略壮丽的日出和翻涌的
云海。承载着亿万人民梦想的全面小
康，已经可以眺望到胜利航船的“桅杆
尖头”，只要再进一步，就能够迎来梦想
成真的时刻。

回望历史，丰衣足食一直是中国人
民最朴素的愿望。从孔子的富民思想、
屈原的“美政”理念，到朱熹的“足食
为先”、康有为的大同之道，历代先贤对
富民裕民的追求从未停止。无论是“民
亦劳止，汔可小康”的美好憧憬，还是

“五谷丰登，物阜民康”的热切企望，无
论是“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
俱欢颜”的深沉情怀，还是“无处不均
匀，无人不饱暖”的政治理想，无数先
民对殷实生活的呼唤响彻历史的天空。

照见现实，一个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的百年大党，正带领亿万人民向着消除绝
对贫困的目标发起最后的总攻。中国的脱
贫事业，既彰显着改天换地的雄心壮志，
又实实在在改变着亿万人的生活。

谁都不能否认，今天的中国，书写
了“最成功的脱贫故事”。改革开放40多
年来，8亿多人口实现脱贫；全球范围内
每 100 人脱贫，就有 70 多人来自中国。
党的十八大以来，贫困人口由 9899 万人
减少到600多万人，连续7年每年减贫规
模都在 1000 万人以上，相当于欧洲一个
中等国家人口规模，脱贫攻坚力度之大、规模之广、成
效之显著，前所未有、世所罕见。成绩的取得都不轻
松，每一个脱贫故事背后，都倾注着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的顶层谋划、善作善成，都凝结着亿万人民
团结一心、艰苦奋斗。

谁都不能否认，今天的中国，回答了“谁能使中国
长治久安”。美籍历史学家龚忠武在 《中国向农村的贫
穷开战》一文中提到，中国广大的农村是中国社会的基
础，从古到今，谁能够解决农民问题，谁就能使中国长

治久安。与贫困群众结对子、认亲戚，
解决他们的操心事、烦心事、揪心事，
党员干部工作作风为之一新，基层党组
织战斗堡垒更加坚固。栽下“摇钱树”，
走上致富路，一项项惠民政策唤起群众
千百万、同心干，一大批贫困群众生产
生活条件明显改善、获得感明显提升
……人民群众对党的信任和信心不断增
强，党长期执政最可靠的基础不断夯
实，国家长治久安的根基更加牢固。

谁都不能否认，今天的中国，贡献
了减贫脱贫的中国智慧。从坚持党对脱
贫攻坚的领导到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
贫，从构建大扶贫格局到激发贫困群众
内生动力……当代中国脱贫攻坚的伟大
实践，孕育和催生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思想。这一思
想，以坚定的人民立场、深厚的人民情
怀彰显着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使
命，以实事求是、求真务实的科学精神
确立脱贫方略，为打赢脱贫攻坚战提供行
动指南和基本遵循。这一思想，立足中国、
面向世界，吸引了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关注
目光，为全球13亿贫困人口摆脱贫困提供
了新的可能，为世界减贫事业贡献了可以
借鉴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

历史记录过去、启迪未来。实现现
行标准下所有贫困人口脱贫，是中国历
史上亘古未有的伟大跨越，是中国对人
类社会的伟大贡献。成为这个历史性时
刻的参与者、见证者，人生之大幸，莫
不如是！

（二）

回首来路，才知道走出了多远；亲
历奋斗，才明白付出的意义。

犹 记 得 ， 革 命 战 争 时 期 ，“ 打 土
豪、分田地”的政治主张，“土地法大
纲”的制度设计，为的是把劳苦大众从
剥削和压迫中解放出来。犹记得，新中国
成立之初，仅用 3 年时间就在满目疮痍
的烂摊子上，全面恢复了国民经济，解救
了在生存线上苦苦挣扎的劳苦大众。犹
记得，改革开放后，“贫穷不是社会主

义”廓清思想迷雾，以扶贫开发为标志，消除绝对贫困
的实践驶入快车道。

因人民而生、为人民而兴，自诞生之日起就把“全
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写在旗帜上的中国共产党，历经风
雨、初心如昨。从让穷苦人过上好日子的铮铮誓言，到
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的精辟论断，到全面小康路上一个都
不能少的庄严宣示，在战胜贫困的道路上，党带领人民
栉风沐雨、接续奋斗。

（下转第三版）

勇立潮头御风行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2019年治国理政评述
（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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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前夕，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表二○
二○年新年贺词，回望过去一年中国走过
的路，展望新的一年中国的新征程，通篇
彰显中国面向未来的底气与豪气。

这种底气与豪气来自于新中国成立以
来 70 年的历史积淀。正如习近平主席所
说，2019 年，最难忘的是隆重庆祝新中国
成立70周年。我们为共和国70年的辉煌成
就喝彩，被爱国主义的硬核力量震撼。一
路走来，中国人披荆斩棘、风雨兼程，自
力更生、艰苦奋斗，创造了举世瞩目的中
国奇迹。没有任何外部力量能够撼动今日
中国的大国地位，没有任何外部力量能够
阻挡今日中国的前进步伐。

这种底气与豪气来自于中国改革开放
40多年的历史积累。40多年间，中国人砥
砺前行、风雨同舟，在政治、经济、文
化、社会等各个领域都取得显著的成绩，
为中国未来的发展打下了扎实、稳健的基
础。更为关键的是，历经 40多年的探索与

实践，坚持改革开放的观念与信念已深入
中国人的骨髓。中国人笃信，只有顺应历
史潮流，积极应变，主动求变，拥抱开
放，扩大开放，才能与时代同行。

这种底气与豪气来自于中国致力于构
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主席在贺词
中用事实表明，我们的朋友遍天下！在
过去的一年，中国主办了第二届“一带
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北京世界园
艺博览会、亚洲文明对话大会、第二届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向世界展示了一
个文明、开放、包容的中国。世界上又
有一些国家同我国建交，我国建交国达

到 180 个。特别是当前保护主义、单边主
义、霸凌行径逆流而动，扰乱全球治理。
中国从容应对，积极维护多边主义和国际
关系民主化，为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提供
新动力，为维护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
序作出新贡献。

这种底气与豪气来自于国际大势和时
代潮流。环顾世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
治时而嚣张，但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
公正合理方向发展仍是大势所趋，国际
关 系 民 主 化 已 成 为 不 可 阻 挡 的 时 代 潮
流。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逆全球
化思潮时有新的表现，但各国利益日益

交融、命运与共，合作共赢仍是时代主
色调。各种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不断涌
现，但和平稳定是大势所趋，发展繁荣是
民心所向。文明冲突、文明优越等论调不
时沉渣泛起，但文明交流对话互鉴是各国
人民的共同愿望。

2020 年对中国来说是具有里程碑意义
的一年。我们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
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对世界来说，
2020 年 意 味 着 21 世 纪 第 三 个 十 年 的 到
来。联合国 2030 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推进
也将进入冲刺阶段。从世界各国领导人
的新年贺词来看，新年都有新愿景，新

年也给人新希望。各国同处“地球村”
这个人类命运共同体之中，应当如何面
对层出不穷的挑战？中国已给出自己明确
的回答。习近平主席在贺词中申明，我们
不惧风雨，也不畏险阻。中国将坚定不移
走和平发展道路，坚定不移维护世界和
平、促进共同发展。我们愿同世界各国人
民携起手来，积极共建“一带一路”，推
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创造人类美好
未来而不懈努力。

面向未来，一个有底气有豪气的中国
将为世界注入更多正气。

（作者为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特聘研
究员）

面向未来，中国有底气有豪气
■ 贾秀东

1月1日清晨，数万名群众来到天安门广场，等
待着新一个十年的第一缕阳光。

7时30分许，96名国旗护卫队战士组成的护旗
方阵走出拱形城门，沿着中轴线，踏过金水桥，气
宇轩昂走到了天安门广场升旗台前。7时 36分，护
旗队立正，护旗手有力地挥出手中的国旗，在军乐
队奏响的国歌声中，2020年第一场升旗仪式正式开
始。《义勇军进行曲》 演奏完毕，国旗升起。仪式
后，在场的数万名群众挥舞着手中的国旗，振臂高
呼“我爱祖国！”“祖国万岁！”“新年快乐！”

上图：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隆重的升国旗仪式。
彭子洋摄 （新华社发）

左图：人们在观看升国旗仪式。
陈钟昊摄 （新华社发）

天安门广场元旦升旗天安门广场元旦升旗

新一个十年新一个十年
第一缕阳光第一缕阳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