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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
度的最大优势。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
共中央关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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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准确把握我
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演进方向
和规律，突出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
抓住了国家治理的关键和根本，对于更好
发挥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显
著优势，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具有重大而深远
的意义。

中国共产党是国家最高政治领导力
量，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如果没
有中国共产党领导，我们的国家、我们的
民族不可能取得今天这样的成就，也不可
能具有今天这样的国际地位。新中国成
立 70 年来，正是因为始终在党的领导下，
集中力量办大事，国家统一有效组织各项

事业、开展各项工作，才能成功应对一系
列重大风险挑战、克服无数艰难险阻，创
造了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和社
会长期稳定奇迹。实践充分证明，坚持和
完善党的领导，是党和国家的根本所在、
命脉所在，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所在、
幸福所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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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的领导制度是我国的根本领导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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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会把
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放在首要
位置，同时把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的要求
全面体现到各方面制度安排之中，突出的
正是党的领导制度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中的统领地位，彰显
了我们党牢记初心使命、以坚强领导铸就

千秋伟业的责任担当。
准确把握国家治理的关键和根本，就

要始终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我国国
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具有多方面的显
著优势，首要的就在于坚持党的集中统一
领导，坚持党的科学理论，保持政治稳定，
确保国家始终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前进。
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优越性的一个突
出特点是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
心作用，形象地说是“众星捧月”，这个

“月”就是中国共产党。在国家治理体系
的 大 棋 局 中 ，党 中 央 是 坐 镇 中 军 帐 的

“帅”，车马炮各展其长，一盘棋大局分
明。新时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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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就要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
导，坚持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
导一切的，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

准确把握国家治理的关键和根本，就
要完善坚持党的领导的体制机制。习近平
总书记强调，“要顺利推进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各项事业，必须完善坚持党的
领导的体制机制，更好发挥党的领导这一
最大优势，担负好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
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的
重大职责”。我们要按照《决定》的部署要
求，健全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党的领导
制度体系，建立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制
度，完善坚定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
领导的各项制度，健全党的全面领导制
度，健全为人民执政、靠人民执政各项制
度，健全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制
度，完善全面从严治党制度，把党的领导
落实到国家治理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

党的领导是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定
海神针”。面对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
局，身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时
期，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把党
的领导这一最大优势更加充分发挥好，我
们就能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巨轮始
终沿着正确航向破浪前行，胜利驶向光辉
的彼岸。 新华社北京11月3日电

——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
◇ 人民日报评论员

准确把握国家治理的关键和根本

制度优势托起人民获得感

“家里的饮水情况怎么样了？生活上
有什么困难多和我说说。”11月 1日上午，
广西隆安县南圩镇党委书记莫雄礼到辖
区万朗村贫困户黄日芬家走访。十九届
四中全会的召开，让这名壮族基层干部倍
受鼓舞。

莫雄礼说，近年来，在党的领导下，南
圩镇各项事业全面发展，全镇贫困发生率
从 2015年建档立卡识别时的 22.44％下降
至 2018 年底的 2.63％。“坚持党的领导是
我们获胜的根本。我们将充分发挥基层
战斗堡垒作用，争取今年底全部贫困村实
现脱贫摘帽。”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表现
在百姓的笑容里，体现在人民的获得感
里。

11 月 1 日一大早，群山环抱的重庆市
石柱土家族自治县中益乡，村民张玉芳骑
着刚刚添置的电瓶车，来到村里的扶贫工
坊，开始了一天的劳作。

能这样在家门口挣钱，是张玉芳以前
“做梦都不敢想的事”。“这几年我们乡的
路更好了，产业也发展起来了，这些变化
老百姓都看在眼里、记在心头，从心底里
感谢党和政府！”张玉芳满面春风。

“坚持和完善统筹城乡的民生保障制
度，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泸水市大兴地
镇中心完小校长祝小忠把全会公报中“统
筹城乡”这四个字默念了好几遍。

“现在每个适龄孩子都能坐在宽敞明
亮的教室里听课，教学环境一天比一天
好。”祝小忠说，现在是“有学上”，将来还
要“上好学”，相信未来乡村学校与城市学
校间的差距会逐步缩小。

早饭后，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祁连
县加木沟管护站站长冶文哥骑着摩托车
在周边林区进行日常巡护。

“坚持和完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促
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这些年我亲眼见
证了祁连山腹地生态环境不断向好，越来
越多野生动物在这里安家。现在巡山时
经常能看到马麝、岩羊等，红外线相机还

经常记录下雪豹在祁连山活动的身影，如
今这里已成为野生动物的天堂。”冶文哥
的自豪之情溢于言表。

“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
体制，构建职责明确、依法行政的政府治
理体系。”看着公报里的这句话，一飞智控
（天津）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齐俊桐感慨
地说：“这些年党和政府通过不断深化改
革，减少了对市场配置资源的干预，让创
业者焕发了强大活力。”

3年多时间，齐俊桐带领团队攻克 100
多项无人机技术，公司以每年超过 300％
的增速跨越式发展。“正是党和政府的重
视，才能让我们创新型科技企业得到快速
进步。”他说。

人民需求激发前行动力

11 月 1 日 8 时许，太原重型机械集团
有限公司会议室内，30多位公司党委中心
组成员身着统一工作服，整齐列坐，认真
学习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同一时
间，由太重集团为印度某公司制造的亚洲
最大的 550 吨冶金铸造机产品，刚运抵天
津，即将装船发运。

“全会提出，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
本经济制度，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这说
到了企业的心坎里。”太重集团党委书记、
董事长王创民说，迈向高质量发展不仅需
要企业及早动手、主动创新，更需要国家
相关制度创新。

深秋时节，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
市彭阳县红河镇的东昂农业园内依然充
满生机，大棚里枝叶新发，菜园里绿意盎
然。

“‘提高行政效能，建设人民满意的服
务型政府’，这就是我们的心声！”宁夏东
昂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前军激动
地说，“企业的发展，既要我们自己静下心
来深耕，也需要政府扶持呵护。四中全会
给企业吃了一颗定心丸，相信国家的营商
环境会越来越好，我们对未来发展充满信
心！”

“完善覆盖全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强
化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的制度保障。”公报

中的话一直在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科尔
沁中心卫生院院长白玉壮的脑中回响。

“我们首先要保障辖区百姓享有基本
医疗优质服务，让百姓好看病、看好
病。”从事医疗卫生工作已有 30 年的白
玉壮说，计划到 2020 年把辖区家庭签约
医 生 的 覆 盖 面 由 目 前 的 35％ 扩 展 到
60％。

在浙江省德清县雷甸镇杨墩生态农
庄，望着一拨拨游客，杨墩村党委书记张
建明露出欣慰笑容：“有了丰富的体验项
目后，游客特别多，最多的一天门票能卖
到 26万元。”

这要感谢一场别开生面的“户主大
会”。杨墩村 978 户家庭每户一名代表，
与村两委来了场“头脑风暴”，作出与生态
农庄开展股权合作的决定。

“四中全会提出，坚持和完善人民当
家作主制度体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
治。这让我体会很深。下一步，雷甸镇将
创新工作方法，通过乡贤参事会、两代表
一委员等载体，广听民意、云集民智。”雷
甸镇党委书记夏永明说。

11 月 1 日中午，福州市鼓楼区军门社
区托管中心的餐厅里饭香阵阵，干净营养
的三菜一汤，孩子们吃得津津有味。这是
军门社区回应居民诉求开展的双职工家
庭托管服务。

“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
的社会治理共同体，确保人民安居乐业、
社会安定有序”，公报中的这句话让军门
社区党委书记林丹感到方向更清晰了。

“社区要不断创新治理模式，让群众更方
便、更平安、更幸福。”林丹说。

北京市丰台区卢沟桥街道工委书记
高文娟说，全会公报提出的“必须坚持一
切行政机关为人民服务、对人民负责、受
人民监督”给她留下深刻印象。“我们要组
织街道基层干部认真学习公报，深刻领会
公报精神，进一步强化为人民服务宗旨，
不断提高服务群众的能力和水平。”

凝心聚力开创美好未来

四中全会公报一发布，总部位于辽宁

辽阳的奥克控股集团董事局主席朱建民
就反复收听、认真学习和研究，一直到当
天深夜。

“鼓舞人心，催人奋进！”朱建民激动
地说，“四中全会聚焦国家治理体系和治
理能力现代化，这意味着政府的决策力和
政策执行力都将显著提升，必将激发起广
大群众干事创业的热情和动力。”

连日来，各地基层党员干部群众都不
约而同地通过不同形式，收看、收听公报
内容。人们为之振奋，纷纷表达共建美好
家园的决心。

“党是领导一切的，坚决维护党中央
权威，健全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党的领
导制度体系”，公报里的这句话，让吉林大
学行政学院副院长许玉镇深有感触：“我
国经济社会发展之所以能取得辉煌成就，
最根本的是靠党的领导。有中国共产党
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道路，我们就有信心、有底气、有能力迎
来更加伟大的中国。”

“县作为基层治理的前沿，要坚决履
行好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管理社会事务、
服务人民群众的重大职责，不断实现好、
维护好、发展好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湖
南桂阳县委书记彭生智说，我们将按照全
会精神要求，不断创新社会治理，不断回
应好新时代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和期盼。

在贵州省，一个电梯物联网公共服务
平台上，遵义市 2000 多台中航电梯的运
行数据和实时视频一目了然。已将公报
学习了好几遍的遵义市大数据发展局副
局长杜宇说，下一步遵义将持续加大创新
工作力度，为以大数据为引领的电子信息
产业发展提供强大动力。

高标准高质量建设自贸试验区的行
动在深刻改变着海南岛的面貌。“全会提
出，推进合作共赢的开放体系建设。我们
重任在肩。”海口市商务局局长蔡俏说，

“我们将带着使命感责任感，将海南岛建
设成一个政治清明、经济繁荣、生态优美、
服务高效、人民宜居、和谐美丽的自由贸
易港。”

新华社北京11月3日电

——各地城乡基层党员干部群众热议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

以坚实的制度保障满足人民新期待
伟大成就凝聚人民力量，伟大宣示激发奋斗豪情。十九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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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在各地城乡基层党员
干部群众中引起强烈反响。

大家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落实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奋发有为，真抓实干，向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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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目标迈出更坚实的步伐，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
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提供有力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