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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认为，我国经济运行主要矛
盾仍然是供给侧结构性的，必须坚持以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为主线不动摇，更多采取改革的办法 ，更多
运用市场化、法治化手段，在“巩固、增强、提升、畅
通”八个字上下功夫。这一明确要求，为当前和今后
一个时期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经济高质量
发展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在全面分析国内经济阶段性特征的基础上，
给出的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治本良方。
2015年，党中央决定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经过几年
的努力，取得了重要阶段性成效。钢铁、煤炭“十三五”
去产能目标基本完成，一大批“散乱污”企业出清，工业
产能利用率稳中有升，传统产业加快改造，科技创新成
果不断涌现，新动能加快成长，特别是去产能使得重点
行业供求关系发生明显变化。实践充分证明，党中央这
个决策是完全正确的，是改善供给结构、提高经济发展
质量和效益的治本之策。

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不动摇，就要
深刻理解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必然性。面对经
济形势变化，政策上可以有两种选择，一是坚持深化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一是加强需求刺激 。当前形势
下，有必要稳定总需求，但我国经济运行的主要矛盾
仍然是供给侧结构性的，供给体系不适应需求结构
变化，经济难以实现良性循环。这决定了，我们必须
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不动摇，尽管有难
度，也要挺过去，不能半途而废。毋庸置疑，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发展方式转变、经济结构调整是要付出代
价的，不可能轻轻松松完成。但只有坚持以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为主线不动摇，才能使我国经济发展迎来
更加光明的前景。

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不动摇，就要认
真贯彻落实“巩固、增强、提升、畅通”八字方针。巩固，
就是要巩固“三去一降一补”成果，加大破、立、降力度；
增强，就是要增强微观主体活力，发挥企业和企业家主
观能动性，破除各类要素流动壁垒，促进正向激励和优
胜劣汰；提升，就是要提升产业链水平，注重利用技术
创新和规模效应形成新的竞争优势，加快解决关键核
心技术“卡脖子”问题，培育和发展新的产业集群；畅
通，就是要畅通国民经济循环，形成国内市场和生产主
体、经济增长和就业扩大、金融和实体经济良性循环。
“巩固、增强、提升、畅通”八字方针，是当前和今后一个
时期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管
总的要求，全党务必认真贯彻落实。

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不动摇， 认真贯
彻落实“巩固、增强、提升、畅通”八字方针，不断提高经
济发展质量和效益，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之路就一定会
越走越宽广。
（据新华社北京12月25日电 载12月26日《人民日报》）

中共中央组织部下发通知要求

在元旦春节期间开展走访慰问
生活困难党员、老党员、老干部活动

� � � � ———四论贯彻落实中央经济工作
会议精神

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为主线不动摇

� � � � “四十载惊涛拍岸，九万里风鹏正举。”
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 习近平总
书记饱含激情地回顾40年改革开放伟大历
程， 并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大视野
中， 指出改革开放作为重要法宝、 必由之
路、关键一招的深远意义，号召“将改革开
放进行到底”。这既是把握历史大势的深刻
洞见，更是引领时代发展的豪迈宣言。

从历史大势来看， 在近代以来漫长的
历史进程中， 中国人民经历了太多太多的
磨难，付出了太多太多的牺牲，进行了太多
太多的拼搏。今天，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在
历史进程中积累的强大能量已经充分爆发
出来了，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

势不可挡的磅礴力量。正因如此，习近平总
书记才把推进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事业，与建立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华人民
共和国， 并称为五四运动以来我国发生的
三大历史性事件， 并列为近代以来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三大里程碑。

从时代发展来看，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
大变局，这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带来重大机
遇。当然也要看到，世界变局中危和机同生
并存，克服了危即是机，失去了机即是危。抓
住机遇、迎接挑战，关键在于高举新时代改
革开放旗帜，继续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扩大
开放。40年来，我们靠什么来振奋民心、统一
思想、凝聚力量？靠什么来激发全体人民的
创造精神和创造活力？靠什么来实现我国经
济社会快速发展、在与资本主义竞争中赢得

比较优势？靠的就是改革开放。今天，越是环
境复杂，我们越是要以更坚定的信心、更有
力的措施，把改革之路走得更快、开放之门
开得更大。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的，
“改革开放已走过千山万水， 但仍需跋山涉
水，摆在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面前的使命更光
荣、任务更艰巨、挑战更严峻、工作更伟大。”

没有改革开放， 就没有中国的今天；离
开改革开放，也没有中国的明天。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必须合乎时代潮流、顺应人
民意愿，勇于改革开放，让党和人民的事业
始终充满奋勇前进的强大动力。从开启新时
期到跨入新世纪，从站上新起点到进入新时
代，改革开放40年来取得的伟大成就，不是
天上掉下来的， 更不是别人恩赐施舍的，而
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用勤劳、智慧、勇气干

出来的。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一场接力跑，我们要一
棒接着一棒跑下去，每一代人都要为下一代
人跑出一个好成绩。今天，以更大决心、更大
勇气、更大力度把改革开放推向深入，既当
改革促进派，又当改革实干家，这正是我们
这一代人的历史使命和无上光荣。

40年大潮激荡， 每一天都是新的起点。
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伟大旗帜，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将改革开放
进行到底， 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
往， 在新时代创造中华民族新的更大奇迹！
创造让世界刮目相看的新的更大奇迹！

（据新华社北京12月25日电 载12月26日
《人民日报》）

九万里风鹏正举
———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重要讲话

人民日报评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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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据新华社北京12月25日电 中共中央
组织部近日下发通知， 要求各级党组织在
元旦春节期间开展走访慰问生活困难党
员、老党员、老干部活动，让党员干部和广
大人民群众切身感受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的关怀和温暖。
通知提出， 各级党委 （党组） 要全面

准确掌握生活困难党员、 老党员、 老干部
的基本情况， 有针对性地帮助解决实际困
难。 要加大对基层干部特别是工作在困难

艰苦地区和战斗在脱贫攻坚第一线的干部
关心关爱力度， 对因公殉职或者不幸去世
的优秀基层干部家属重点走访慰问。 要适
当扩大走访慰问范围， 做好村 （社区） 老
骨干、 因病致贫的特困群众帮扶工作， 确

有困难的大学生村官、 基层党务工作者也
可走访慰问。 中央组织部将从代中央管理
的党费中安排慰问资金， 各地区各部门
（系统） 要尽快落实配套资金， 确保在春
节前发给慰问对象。

通知要求，各级党委（党组）组织人事、
老干部工作部门要会同有关部门， 对近年
来出台的有关提高离休干部医疗待遇、提
高离休干部生活补贴标准和扩大发放范
围、 提高离休干部护理费标准等政策落实
情况进行认真检查，发现问题及时解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