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党的十八大以来， 党中央国务院以保
基本、兜底线、促公平、可持续为准则，做好
民生保障制度改革工作， 努力让基本公共
服务阳光照亮13亿人。

兜住民生保障底线
医疗、养老、居住、困难群众社会救助，

事关群众衣食冷暖， 也是基本生活的“底
线”。十八大以来，党和政府在努力做好最基
本民生保障和改善工作方面，又迈出了新步
伐， 以整体推进城乡居民大病医疗保险、研
究制定基本养老金全国统筹方案等作为改
革重点，同时有序推进公租房、廉租房并轨，
建立健全社会救助制度。 一张全覆盖、保基
本的民生保障安全网逐渐织大、织密：

———建立统一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制

度， 逐步完善职工和城乡居民制度转移接
续的工作流程、制度安排和政策衔接；

———建立健全社会救助制度， 推进以
法治方式织牢保障困难群众基本生活的安
全网……

“保障和改善民生应量力而行，循序渐
进。 当前的首要任务，就是要由政府兜住底
线，用社保安全网覆盖最大多数人，满足人
民群众最基本的生活需求。 ”中国人民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许光建认为。

补上政府工作短板
进入11月的第一个周末，华北多地再现

雾霾，局部地区重度污染。数据显示，今年以
来全国平均雾霾日数较常年同期偏多2.3
天，四分之一国土面积和近6亿人受到影响。

如今，空气质量、环境保护、食品安全
等已经超越吃饱穿暖等基本生存需求，成

为人民群众最关切的诉求， 也是政府工作
中亟待补上的“短板”。

今年以来， 国家以食品药品安全标准
体系、监测体系、生产流通全过程可追溯体
系、市场准入制度、召回制度、诚信体系等
为重点，建立覆盖各环节、严格的食品药品
安全监管制度；在环境保护方面，实施多污
染物协同控制，强化多污染源综合治理。

“要围绕老百姓反映强烈的民生问题，
在与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社会保障和收入
分配、社会事业、食品药品安全、环境保护、
城乡统筹发展等领域加快改革， 补上短
板。 ”国家发展改革委主任徐绍史说。

让发展红利惠及更多民众
10月底，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推进公司

注册资本登记制度改革，出台一系列政策措
施，放宽了注册资本登记和市场主体住所登

记条件，为居民自主创业去除了“门槛”。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站在更高

的民生保障起点， 光靠政府投入是不够的，
还要用改革的办法，在完善体制机制上下工
夫，创造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的社
会环境，让发展的红利惠及更多民众。

十八大以来， 用改革的办法促进社会
公平正义成为党和政府施政的一个着力
点，从制度上为所有人、所有企业创造公平
竞争、公平发展的机会。 通过深化减贫、教
育、就业、创业、社保等方面的改革，在扩大
横向流动的同时增强纵向流动性。

“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对社会公平正
义的要求不断提高。 公平正义是发展的活
力源泉与社会和谐稳定的基础， 要通过改
革构建各类企业平等竞争和人民平等参
与、平等发展的制度环境。 ”徐绍史强调。

（据新华社北京11月6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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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 李特南 ◎

即将召开的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将
就全面深化改革作出总体部署。 连日来，海
内外的关注热度与日俱增， 世界媒体纷纷
报道。“全面深化改革”将如何布局，人们翘
首以待。

改革首先需要“破障”
改革，就是利益的调整。 如果说改革开

放之初普惠式的改革让所有人受益， 如今
的改革则需要打破固有利益格局。

新一轮改革首先需要“破障”。
“利益固化的现象几乎无处不在，政府

部门利益、 行业垄断以及各种既得利益群
体，都会结成牢固的‘藩篱’。 ”清华大学政
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蔡继明认为。

尽管触动利益比触动灵魂还难， 但十
八大以来， 不论是中央领导同志的公开表
态，还是陆续推出的改革措施，都让人们看
到了中央坚定不移推进改革、 打破固有利
益格局的决心。

十八届三中全会对全面深化改革的总
体部署， 如何冲破利益的藩篱和思想观念
的障碍， 会后的中国将以怎样的智慧和勇
气去“啃硬骨头”“涉险滩”，倍加引人关注。

公平正义能否成“最大公约数”
人们都关注改革、期盼改革，但改革动

力何来？

“改革遭遇瓶颈期，关键是要凝聚共识，
找到‘最大公约数’，这样才能最大范围凝聚
改革力量，最大程度增强改革信心，最大能
量释放制度红利。 ”国家行政学院决策咨询
部研究员王小广说。

改革的“最大公约数”在哪里？ 有人这
样形容中国的改革历程，前35年是“做大蛋
糕”，今后应当在此基础上“分好蛋糕”。 一
项媒体调查中，近六成的人最期待“进一步
加强社会公平正义”，位列榜首。

从十八大报告提出“逐步建立以权利
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
会公平保障体系”，人们期望，十八届三中
全会“公平准则”为改革凝聚更大的力量。

哪些领域改革能提速
“新一轮改革，应是系统性、整体性的

改革，否则改革就很难往前走。 ”综合开发
研究院（中国深圳） 常务副院长郭万达认
为，近些年来，经济领域改革较多，而社会
领域改革相对滞后， 导致经济、 社会发展

“一头重一头轻”的问题日益突出。
实际上， 党的十八大提出了经济、政

治、文化、社会、生态“五位一体”发展目标，
十八届三中全会要确定今后改革方向，整
体推进全方位改革、着力破解发展不平衡、
不协调问题自然在情理之中。

人民网开展的“你最关心哪些改革关

键词”的网络调查中，收入分配改革、行政
体制改革、民生保障制度改革、医药卫生改
革、户籍制度改革等得票数位居前列。

发展活力如何释放
改革激发活力，活力推动发展。 今后的

中国要长期保持平稳健康发展，依旧需要通
过改革，让经济社会发展的活力持续喷涌。

习近平强调， 进一步增强经济发展活
力， 为实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提供不竭动
力。 十八届三中全会，如何就增强经济和
社会发展的活力开出“药方”，使全社会创
造能量充分释放，值得期待。

（据新华社北京11月6日电）

没有先进制度的坚强支撑， 一个大国发展进步
和改革实践将呈现怎样的图景？ 面向未来， 一个日
益彰显生命力的社会制度将如何坚持和完善？ 这是
摆在中国当前、 与每一个百姓命运紧密相连的重大
现实问题。

历史如镜， 呈现出社会发展演进的铁律： 世上很
少有一种事物能具备和制度一样强大的力量， 决定家
国命运， 牵动个人福祉。 百年以降， 多少励精图治，
多少探索求存， 却一次次与华夏强盛、 百姓安康的梦
想擦身而过， 化作历史钩沉。 一个无法忽略的原因就
是： 没有先进的社会制度保障， 支撑不起民族振兴的
宏伟梦想， 也实现不了江山永固的长治久安。

披荆斩棘， 正道沧桑，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以其独特的创造和无可比拟的优越性， 缔造出一幅
丰富生动的发展图景。 九十多年奋斗积累， 六十多
年建设发展， 三十五载锐意改革， 在中国共产党领
导下，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日益清晰鲜明地展现
在世人面前。 根本政治制度不断夯实， 基本经济制
度不断完善， 各项制度建设不断加强； 经济总量跃
居世界第二， 人民生活水平实现从贫困到温饱再到
小康的巨大跨越……中国的 “制度优势” 成为一个
个奇迹最贴切的注脚。 艰辛而辉煌的征程中， 人们
聆听了一个古老国家在新时代不断奋进的足音， 更
清楚地见证了这一制度的巨大优势。 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制度， 正成为当代中国发展进步、 繁荣富强的
根本保障。

品之如饴， 当思来之不易， 更须倍加珍惜！
从来就没有一笔绘就的宏伟蓝图。 21年前， 邓

小平同志就深刻指出： “恐怕再有三十年的时间，
我们才会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 更加定型
的制度。” 发展不停步， 探索无止境。 习近平总书
记在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时指
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发展， 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制度也需要不断完善。”

站在历史与未来的交汇点上 ， 感悟制度的力
量， 有自信， 也有清醒； 有祝福， 更有期待。 更加
公平正义的社会、 让所有人都拥有均等发展机会、
冲破利益固化的藩篱……一个个具体实在的诉求，
寄托了百姓的殷殷期待， 也是制度完善题中应有之
义。 共识业已形成， 力量正在汇聚， 党的十八大明
确提出： 要把制度建设摆在突出位置； 推动制度创
新； 从实际出发， 及时制定一些新的制度， 构建系
统完备、 科学规范、 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

有梦想的人生洋溢着幸福， 有梦想的国度充盈
着希望， 拥有坚实的制度保障， 梦想就能插上腾飞
的翅膀。 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在即， 全面深化改革
令人期待， 一系列具体制度的完善与构建也将由此
展开。 我们期待并坚信： 紧握改革这把 “金钥匙”，
在实践中不断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就一
定能迎来实现民族、 国家、 个人梦想的美好明天。

（新华社北京11月6日电）

■新华时评

倾听奋进足音
见证制度力量
新华社记者 黄全权 陈晨

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 待待待待待待待待待待待待待待待待待待待待待待待待待待待待待待待待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前瞻

新华社记者 赵仁伟 刘敏

让基本公共服务阳光照亮13亿人
——党的十八大以来民生保障制度改革述评

新华社记者 樊曦

青海省西宁市大气污染综合治理工作取得初步成效。 图为11月6日， 西宁市麒麟湾公园内湖水与蓝天相映。 新华社发

迎接十八届三中全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