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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7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专题研讨
班上的重要讲话，为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发出新的号召，指明前进方向。

党的十八大以来，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全面加强党的领导，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
严治党，不断增强党的凝聚力、战斗力和领导力、
号召力。眺望未来征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正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以新的精神状态和
奋斗姿态，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

辉煌成就筑牢执政之基
党的建设为各项事业改革发展

提供坚强有力的政治保障

2012年11月15日，全世界的目光聚焦北京。
“我们的责任，就是同全党同志一道，坚

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切实解决自身存在的
突出问题， 切实改进工作作风， 密切联系群
众， 使我们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
业的坚强领导核心。”

人民大会堂东大厅， 面对500多名中外记
者，履新伊始的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深刻阐述
中国共产党人的使命担当。

从党的十八大对党的建设作出八个方面部
署，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将党的建设制度改革
纳入全面深化改革总体部署； 从党的十八届四
中、 五中全会始终强调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到
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专题研究全面从严治党重
大问题……

五年来，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全面审视世情国情党情的新变化， 把管党治
党摆在重要战略位置， 注重从顶层设计上对
党的建设进行战略谋划， 将党的建设新的伟
大工程推向新境界。

五年来，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不
断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注重改进党的领导方式
和执政方式，充分发挥党的领导核心作用，推进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在深化改革、网络安全、军队改革、经济工作
等关键领域，习近平总书记皆亲自挂帅，带头攻
坚克难； 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听取全国人大常委
会、国务院、全国政协、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
检察院党组工作汇报， 保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
导；召开中央政法工作会议、中央统战工作会议、
全国国有企业党的建设工作会议等，进一步加强
党对各方面工作的领导……党总揽全局、 协调
各方的作用得到更好发挥，党中央制定的理论和

路线方针政策， 成为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统一思
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的依据和基础。

五年来，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
作风建设作为突破口，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
党， 着力解决人民群众反映最强烈的突出问题，
党内政治生活气象更新，党的执政基础和群众基
础更加巩固。

夯实思想根基。 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
践活动、落实“三严三实”要求、推进“两学一做”
学习教育……党内学习教育和思想政治建设环
环相扣， 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锤炼了党性修
养，拧紧思想政治上的“总开关”，理想信念更加
坚定。

狠刹歪风陋习。整治“舌尖上的浪费”“会所
中的歪风”“车轮上的腐败”，治理超标办公用房、
公款吃喝、 公款旅游……一些曾被认为不可能
刹住的歪风邪气刹住了，一些司空见惯的官场陋
习被攻克，规矩发力，铁律生威，成为不可逾越的
红线。

铁腕肃贪反腐。200多名原中管领导干部被
查处，100多万人因违纪违规受到组织处理， 13
万多人因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被处分，近3000
名外逃人员被追回……“不敢腐”的目标初步实
现、“不能腐”的制度日益完善、“不想腐”的堤坝正
在构筑，反腐败斗争压倒性态势已经形成。

坚持建章立制。出台《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
准则》，修订《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通过
《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和《中
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 ……中央出台或修订
的党内法规近80部，党规党纪的“笼子”越扎越
紧，党的纪律生命线越筑越牢。

莫道征途漫漫，回首看，轻舟已过万重山。
“这五年取得的管党治党成效是前所未有

的，不仅出乎国人的期待，而且出乎国际社会的
预料，进一步提升了全党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
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坚定了全党建设世界上最
强大政党的信念和信心，明确了如何建成世界上
最强大政党的兴党强党之路。” 中央党校常务副
校长何毅亭说。

深刻启示照亮前行道路
坚定自信为攻坚克难砥砺前行

不断注入磅礴伟力

2016年的金秋， 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在北
京召开。中央委员会一致通过的全会公报正式提
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一个国家、一个政党，领导核心至关重要。
风雨沧桑，苦难辉煌。党的历史充分表明，必

须有一个在实践中形成的坚强的中央领导集体，
在这个领导集体中必须有一个核心。如果没有这
样的领导集体和核心，党的事业就不能胜利。

潮头掌舵，劈波斩浪。党的十八大以来，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
下，党心民心团结一心，引领改革发展稳定、
内政外交国防、 治党治国治军等各项事业实
现新突破、取得新胜利。

“确立习近平总书记为党中央的核心、全党
的核心，这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推进党的建设新的
伟大工程至关重要的成功保证，也是一条至关重
要的经验启示。”中央党校教授严书翰说。

党的十八大以来管党治党的伟大实践和丰
富经验，熔铸出破解难题、打造坚强政治组织的
坚定信心，激发出砥砺前行、更好担负执政使命
的澎湃动力。

信心和动力，来自全党对“不忘初心，继续前
进”的铭记和践行———

“我们党已经走过了95年的历程，但我们要
永远保持建党时中国共产党人的奋斗精神，永远
保持对人民的赤子之心。”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
立95周年大会上， 习近平总书记对全党发出的
号召激励人心、凝聚力量。

初心不忘，方得始终。
信心和动力， 来自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身体力行、率先垂范———
2012年12月4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

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2016
年11月30日， 中央政治局会议对党和国家领导
人有关待遇进一步作出规定，作为对中央八项规
定的拓展和深化。

信心和动力，来自坚持问题导向，刀刃内向、
自我革命、改革创新———

问题是时代的声音，创新是发展的动力。
提出全面从严治党战略、 提出依规治党与

以德治党相结合、提出增强“四个意识”、提出“把
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一系列新理念、新
思想、新观点为党的建设提供科学指南，有效解
决党内存在的突出问题，指引党建领域改革在革
故鼎新中向前推进。

信心和动力，来自坚持系统思维，管党治党
思路举措更加科学严密———

“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紧密结合。从严
治党靠教育，也靠制度，二者一柔一刚，要同向发
力、同时发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从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两学一
做”学习教育对思想建党提出明确要求，到《中
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
条例》《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
则》 划定制度建党的刚性规范……一系列重大
部署和举措，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

信心和动力，来自牢记根本宗旨，始终保持
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人民立场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立场，
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
志。”“带领人民创造幸福生活， 是我们党始终不
渝的奋斗目标。”

习近平总书记的深刻论述， 透射出中国共
产党植根90多年光辉历程的坚定自信， 显示出
与人民风雨同舟的高度自觉。

正是坚持一切为了人民、 一切依靠人民，才
使得党始终拥有不竭的力量源泉。

挺立潮头迈向光辉彼岸
永葆生机引领从胜利走向胜利

新中国成立前夕， 党中央从西柏坡启程前
往北京，毛泽东同志称为“进京赶考”。

60多年后，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西柏坡，谆谆
告诫全党：“党面临的‘赶考’远未结束。”

今天，中国共产党带领亿万民众矢志奋斗，
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加接近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梦想。

站在历史与未来的交会点， 一种认识更加
清醒：

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是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的关键
所在。管党治党不仅关系党的前途命运，而且关
系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

承载时代与人民赋予的光荣使命， 一种信
念更加炽烈：

“只有进一步把党建设好，确保我们党永葆旺
盛生命力和强大战斗力， 我们党才能带领人民成
功应对重大挑战、抵御重大风险、克服重大阻力、解
决重大矛盾，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习近平
总书记对管党治党作出新谋划、提出新目标。

应对新挑战、面临新前景，必须筑牢信仰之
基、补足精神之钙、把稳思想之舵———

坚定理想信念，始终是共产党人安身立命的
根本，始终是共产党人保持先进性的精神动力。

着眼未来征程， 党的建设更加注重教育引
导广大党员、干部把践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

理想和坚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统一起来，坚持正
确政治方向，永葆共产党人政治本色。

应对新挑战、面临新前景，必须坚持党性锤
炼，锻造一支坚若磐石、勇往直前的钢铁先锋队
伍———

党员是党的肌体的细胞。搞好党的建设，关
键在于抓好党员队伍建设。

严格把关，把政治标准放在首位；强调加强
党性修养，重视党员的高素质培养；严格日常教
育和管理，要求党员平常时候看得出来，关键时
刻站得出来，危急关头豁得出来……立足当下、
着眼长远的思路举措，将进一步促使广大共产党
员把目标牢记心中，将使命扛在肩头。

建立科学有效的选人用人机制， 坚持党管
干部原则，树立“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用人导
向和育人标杆；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提高选
人用人公信度……新机制、新制度落地生根，必
将推动“关键少数”表率作用更加明显，队伍的纯
洁性、战斗力不断提升。

应对新挑战、面临新前景，必须严明纪律规
矩，执纪从严、健全制度、强化监督———

今年7月，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
例》发布，聚焦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全
面从严治党，发现问题、形成震慑，推动改革、促
进发展。

更多部署安排正在发力： 全面从严治党更
加注重严字当头，从党内政治生活抓起，加强党
内监督，全面净化党内政治生态；把纪律和规矩
挺在前面，坚持执纪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作
风建设坚持抓常抓细抓长， 防范查处各种隐性、
变异的“四风”问题……制度管党、从严治党的扎
实步伐继续迈进。

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
其泉源。

人们看到，从扶贫攻坚到改革发展，从抗震
救灾到科技创新，广大党员干在实处、走在前列，
450多万个党组织正在成为450多万个战斗堡
垒，8900多万名党员正在成为8900多万名干事
创业的先进模范。

我们的事业前进到哪里， 党的建设就要推
进到哪里。

站上新的历史起点，让我们紧密团结在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 不断把党的建
设新的伟大工程推向前进， 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引领“中国号”
航船破浪前进，胜利驶向民族复兴的光辉彼岸。

（据新华社北京8月23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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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专题研讨班重要讲话精神系列述评之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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