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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上的重要讲话， 是一篇指导我们党决胜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 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马克思主义光辉文献。 为了
加深理解总书记讲话的深刻内涵， 准确把握其精神实质， 我们专题刊发一组专家学者对总书记 “7·26” 重
要讲话精神的阐释、 体会文章， 以供参考。

【编
者
按
】

治国理政
新理念 新思想 新战略

“全党要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这个最大国情，牢牢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
段这个最大实际，更准确地把握我国社会
主义初级阶段不断变化的特点”。 习近平
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
上发表重要讲话中如是强调。 这既是对党
的十八大以来坚持基本国情、主要矛盾、国
际地位“三个没有变”的概括总结，又提出
了认识和把握新形势下我国社会发展阶段
性特征的新要求。

立足“三个没有变”

党的十八大提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的总依据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三个没
有变”则是对这一总依据的展开论述，即我
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的基本国情没有变， 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
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
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 我国是世界最大
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五年来，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多次强调要牢
牢立足“三个没有变”，这是我们谋划发展

的基本依据。
“三个没有变”是在总结中国革命和社

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基础上历史
与逻辑的统一， 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
党取得的重要认识成果。 它从三种不同的
视角来定位当代中国的国情实际， 形成了
一个内容上相互关联包容渗透、 话语上相
得益彰的有机整体。 初级阶段论侧重于从
社会性质及其发展程度来定位， 主要矛盾
论侧重于从需要与生产的矛盾互动规律中
来把握， 国际地位论提供了可比性可量化
的国际坐标和横向参照。

坚持“变”与“不变”的
科学方法论

变与不变是辩证的统一。习近平总书记
指出， 要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
义的方法论，从历史和现实、理论和实践、
国内和国际等的结合上进行思考， 从我国
社会发展的历史方位上来思考， 从党和国
家事业发展大局出发进行思考， 得出正确
结论。他强调“更准确地把握我国社会主义

初级阶段不断变化的特点”，“要牢牢把握
我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前一个“阶段”指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长过程， 后一个“阶
段”指在这一长过程中的当前具体时期。

立足“三个没有变”，不能忽视不变中
有变，“变”是绝对的，“没有变”是相对的，
不变寓于变之中。只有坚持科学方法论，在
不变中把握变化，才能既看到成绩和机遇，
更看到短板和不足、困难和挑战，看到形势
发展变化给我们带来的风险， 从最坏处着
眼，做最充分的准备，朝好的方向努力，争
取最好的结果。

把握我国发展变革中
“三个意味着”的历史新起点

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事业发生了历史
性变革，我国发展站到了新的历史起点上。
习近平总书记用“三个意味着”作了高度概
括： 意味着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
实现了从站起来、 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
性飞跃， 意味着社会主义在中国焕发出强
大生机活力并不断开辟发展新境界， 意味

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
向现代化的途径， 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
中国智慧、提供了中国方案。与此同时，人
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更加强烈， 对我们的
各项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

“万山磅礴必有主峰，龙衮九章但挚一
领”。习近平总书记特别重视抓住重点带动
面上工作，强调问题意识和问题导向，提出
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是当前党和国家事业
发展中必须解决好的主要矛盾。 这是社会
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要矛盾在当前的具体
化， 是这一主要矛盾在当前表现出来的阶
段性特征。目前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
应坚定不移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推动
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不断满足人民群
众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的需要。

中国既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 又是
正在快速崛起的新兴大国。 中国理应充满
自信， 以大国的责任担当不断努力增强综
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 不断推进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伟大事业， 并为人类文明做出更
大贡献。

（执笔人：侯德泉 刘茂林）

杨建成

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
部专题研讨班上发表的重要讲话中指出，
认识和把握我国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
要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
方法论。 习总书记的重要论述意义重大，
既部署“过河”的任务，又指导解决“桥或
船”的问题，为我们认识问题、分析问题、解
决问题树立了典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既要准确理解讲话
贯穿的一系列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
战略，又要深刻把握讲话贯穿的科学思想
方法和工作方法，提高解决改革发展基本
问题的本领。

当代中国最大的客观实际，就是我国
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这是我们认识当下、规划未来、制定政策、
推进事业的客观基点 。 习近平总书记强
调，全党要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
个最大国情，牢牢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这个最大实际，更准确地把握我国社会主
义初级阶段不断变化的特点。经过改革开
放近40年的发展，我国社会生产力、综合
国力、 人民生活水平实现了历史性跨越，
我国基本国情的内涵不断发生变化。坚持
一切从实际出发，要求我们历史地、具体
地、立体地、比较地、全方位地看待我国社
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既要看到社会主义
初级阶段基本国情没有变，也要看到我国
经济社会发展每个阶段呈现出来的新特
点， 从而使主观世界更好符合客观实际，
按照实际决定工作方针。分析国际国内形
势，既要看到成绩和机遇，更要看到短板
和不足、困难和挑战，看到形势发展变化
给我们带来的风险。全党同志特别是各级
领导干部要进一步增强忧患意识，做到居
安思危、知危图安，既要从最坏处着眼，做
最充分的准备， 更要朝好的方向努力，争
取最好的结果。

我们党领导人民干革命、搞建设、抓改
革，从来都是为了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认

识和把握我国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是
为了更好地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
当前，我国发展所处的战略机遇期没有改
变，但同时面临着诸多矛盾叠加、风险隐
患增多的严峻挑战，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之
重前所未有， 矛盾风险挑战之多前所未
有， 对党治国理政的考验之大前所未有。
事业越前进、越发展，新情况新问题就会越
多，面临的风险和挑战就会越多，面对的不
可预料的事情就会越多。习近平总书记强
调，认识和把握我国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
征，要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的方法论，从历史和现实、理论和实践、国
内和国际等的结合上进行思考，从我国社
会发展的历史方位上来思考，从党和国家
事业发展大局出发进行思考，得出正确结
论。我们要学习掌握事物矛盾运动的基本
原理，坚持问题导向，坚持以我们正在做
的事情为中心，聆听时代声音，用马克思
主义理论之“矢”聚焦并射准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建设实践之“的”，积极面对和化解

前进中遇到的矛盾， 在继续推动经济发展
的同时， 更好地解决我国社会出现的各种
问题，更好地实现各项事业全面发展，更好
地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 更好地推
动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全面进步。要加强调
查研究，坚持发展地而不是静止地、全面地
而不是片面地、系统地而不是零散地、普遍
联系地而不是单一孤立地观察事物， 妥善
处理处理局部和全局、当前和长远、重点和
非重点的关系，在权衡利弊中趋利避害、作
出最为有利的战略抉择。 全党同志特别是
各级领导干部学习掌握辩证唯物主义和历
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不断提高战略思维、
历史思维、辩证思维、创新思维和底线思维
能力，增强驾驭复杂局面、处理复杂问题的
本领，不断增强工作的原则性、系统性、预
见性、创造性，按照新要求制定党和国家大
政方针，完善发展战略和各项政策，以新的
精神状态和奋斗姿态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推向前进。

（作者系国防科技大学高级工程师）

刘解龙

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
干部专题研讨班上的重要讲话中指
出， 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
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 是我们党向
人民、向历史作出的庄严承诺。要突出
抓重点、补短板、强弱项，特别是要坚
决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
污染防治的攻坚战， 坚定不移深化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 推动经济社会持续
健康发展， 使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得到
人民认可、经得起历史检验。

三大攻坚战影响重大深远

我国正处于改革发展的攻坚时期
与决战决胜阶段，国内外形势错综复杂，
各种不确定不安定不稳定因素广泛存
在，此消彼长，是改革关键期、问题集中
期、矛盾多发期。世界并不太平，改革尚
未成功。外部世界的风险无时不在，无处
不在。 而且， 世界风险无小事，“蝴蝶效
应”值得警惕。地缘政治变化、国际局势
和外交上的变化，大国博弈，随时都可能
演变出重大风险。 国内重大风险也时刻
存在。如中国共产党面临的“四大考验”
和“四大危险”的政治风险，经济领域金
融安全的系统性风险， 社会领域公平公
正缺失和贫富分化风险， 意识形态领域
的风险， 现代科技条件下的网络信息安
全风险，污染暴发和生态安全的压力等，
都是需要特别重视防范和化解的重大风
险。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是硬骨头，精准脱
贫、污染防治更是硬任务。现在，我们国
家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接近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打好打赢的三大攻坚战，如同辽
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对中国共产党领
导中国革命胜利的决定性影响一样，直
接决定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近期目标
实现，关系着甚至决定着“两个一百年”
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
实现进程与实现程度。

三大攻坚战具有内在联系

发展改革开放中的重大风险， 往往具有不确定
性，需要高度重视与科学防范。就国内来说，不平衡
不协调不可持续的发展模式还没有根本改变， 而打
好打赢精准脱贫和污染防治攻坚战， 就是改变这一
发展模式，实现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重中之重。这两
个方面， 是我国长期发展进程中积累起来的老大难
问题，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短板。我们知道，
全面小康社会必须是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
相统一的现代文明社会。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
小康全面不全面，生态环境是关键。如果不能打好打
赢精准脱贫、污染治理这两大攻坚战，这个两块短板
如果不能有效解决好，加长加固，并与整体社会协同
对接融合，任由社会贫富悬殊加剧，生态环境持续恶
化，势必会成为难以防范和化解的重大风险因素，社
会稳定繁荣和全面小康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就难以保
障。由此可见，发展地看，防范和化解重大风险，最重
要的基础是在发展进程中不断实现社会公平正义，
不断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 从根本上防范和减少天
灾（可持续发展问题）人祸（社会和谐稳定问题）。开
放地看，只有防范和化解好国内的重大风险，才能为
防范和化解国际重大风险打下基础。

协同打好打赢三大攻坚战

三大攻坚战不仅要打好， 而且一定要打赢。打
得好是方法与过程，打得赢是结果与目标。三大攻
坚战所面临的问题与困难是前所未有的，我们要深
刻认识到打好打赢三大攻坚战的任务艰巨性与进
程艰难性，知难而进，迎难而上，克难而胜。打好三
大攻坚战，需要科学的理论指导，需要科学的规划
布局，打赢则需要万众一心，战略定力，不怕困难，
不怕牺牲，需要巨大勇气与坚韧意志。现在，各方面
的风险并未减少，某些领域还在加剧，打好打赢三
大攻坚战任务繁重，时间紧迫。打好打赢三大攻坚
战，首先，是要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走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第二，要树立战略思维、历史思
维、辩证思维、创新思维和底线思维等一系列治国
理政的科学思维， 要有理论上和政治上的清醒。第
三，要将抓住关键少数与广泛依靠人民有机结合起
来，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依靠人民打好打赢
三大攻坚战。

（作者系长沙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二级教授）

钱镇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 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习近平
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
上发表的重要讲话中强调， 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是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
的主题， 要牢固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
路自信。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来之不易，它
是对中华民族5000多年悠久文明的传承
中走出来的， 是对近代以来170多年中华
民族发展历程的深刻总结中走出来的，是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多年的持续探
索中走出来的，是在改革开放30多年的伟
大实践中走出来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
路， 是在全球化进入新的历史阶段时探索
和确立的。 回顾全球化进程和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道路的建立，对树立道路自信，具有
重要意义。

全球化这一概念源自西方， 它把起点
定为15世纪，也就是航海大发现。西方人发
现了海上通道，在全球范围内掠夺资源、贩
卖奴隶，推广西方价值观，在发现非西方社

会的同时，依据西方的立场和利益，塑造了
非西方社会。作为这一过程的必然结果，中
国遭遇西方。

当时中国所遭遇的西方，具有两面性。
一方面，经历过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
运动一系列重大事件后， 西方社会走出了
黑暗的中世纪，神权、君权受到严重冲击，
民主、科学、自由、人权、平等等现代理念深
入人心；另一方面，西方的崛起，又建立在
对其他国家的盘剥上， 对海外殖民地的争
夺，最终竟导致了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先
进的武器的研发，被用于大规模屠杀。

作为帝国主义竞相瓜分的对象， 中华
民族意识到了落后，传统社会、特别元明清
以来专制统治的弊端尽显， 面对西方的坚
船利炮竟无招架之力。 于是便有了洋务运
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由器物引进到制
度变革，从改良到革命，中国苦苦思考，艰
难探索，寻求救国图强的道路。这是一次被
动的、充满血和泪的道路选择。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
的诞生，向中国人民展示了人类历史上一
条崭新的道路———社会主义道路，继承现
代化大机器生产的成果，克服少数人以拥
有生产资料为手段剥削多数人的不合理

现象，改变传统中国既不民主、又不富强
的状况，既实现快速发展，又达到共同富
裕。

社会主义是人类史上前无古人的实
践，马克思没给出现成的答案，我们对马克
思主义的理解，也曾出现严重偏差，因此，
在实践和探索的过程中，犯了不少错误，包
括阶级斗争扩大化、“一大二公”等等。一度
成为中国学习榜样的苏联，因为问题严重，
最后竟国家解体，共产党丢了政权。

在这种情况下，开始于上个世纪70年
代末的改革开放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它
是社会主义处于低潮时的重大选择， 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由此开始形成。 贫穷不
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允许一
部分人、 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 先富带后
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建立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一系列重要论断，振聋发聩，掷地有
声。由此带来的是国家富强、人民富裕。

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在全球化不断深入
的背景下实现的，包括加入WTO在内的一
系列重大决定有力地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快
速发展，全球化是人类社会的发展趋势，尽
管近年来出现了英国脱欧、 美国保守主义
思潮抬头等反全球化、逆全球化现象，但人

类社会交往更紧密、 合作更加强的总体趋
势不会变，这是马克思早在《共产党宣言》
就指出了的。

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 我们要进一步
改革、进一步开放，勇敢地融入全球化、引
领全球化，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我们要坚
持社会主义的方向和原则不动摇， 不走改
旗易帜的邪路。

现在的世界政治经济秩序是在西方国
家主导下建立， 存在不公正、 不合理的地
方。从前，我们借助改革开放，主动融入了
全球化；现在，借助“一带一路”的提出及其
实践，我们还要塑造全球化，纠正过去的全
球化中的不公正、不平等。正如习近平总书
记指出的： 我们要坚定不移推进经济全球
化，引导好经济全球化走向，打造富有活力
的增长模式、开放共赢的合作模式、公正合
理的治理模式、平衡普惠的发展模式，牢固
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共同担当，同舟
共济，共促全球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将在全球化进
程中不断完善和发展， 全球化进程也将在
中国的参与和努力下变得更加合理。

（作者系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院副
研究员）

全球化进程中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

既要看到“三个没有变”，又要把握“历史性变革”
湖南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湖南大学基地

深刻认识和把握我国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