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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罗争光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高瞻远瞩，从经济、政治、
文化、社会、生态、党的建设、军队等方面
部署全面深化改革，引领改革涉深水、闯
险滩、啃硬骨头，1500 多项改革举措推
动改革全面发力、多点突破、纵深推进，
主要领域四梁八柱性质的改革主体框架
基本确立，改革以“大潮奔涌逐浪高”的
壮阔景象不断向纵深推进。

立柱架梁、纵深推进

全面深化改革成为过去 5
年一个最鲜明的主题

“党的十八大以来的 5 年，是全面深
化改革夯基垒台、积厚成势、攻坚克难、
砥砺奋进的 5 年，也是改革集中推进、全
面深入、成果显著、积累经验的 5 年。”中
央深改领导小组第 38 次会议上，习近平
总书记对全面深化改革的阶段性态势和
进展高度概括。

改 革 ，是 过 去 5 年 里 以 习 近 平 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定不移推进的方
向——

2012年12月初，刚刚当选为中共中
央总书记的习近平到广东考察，向世人
释放出新一届党中央继续推进改革的强
烈信号。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擘画了全面深
化改革的宏伟蓝图。一个多月后，中共中
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成立中央全面深
化改革领导小组，习近平总书记担任组长。

中央深改领导小组成立不到一个月
后就召开第1次会议，审议通过了领导小
组工作规则，成立了专门办公室，组建了6
个专项小组，明确了分工方案，从中央层
面形成了推进全面深化改革的总体架构。

3年多来，中央深改领导小组已经召
开了 38 次会议，审议通过各类改革文件
277份。

以上率下，各地区各部门也迅速建
立健全党委（党组）领导下的工作机制，
统领全面深化改革工作。广大干部群众
积极投身改革，汇聚起推进全面深化改
革的磅礴伟力。

改革，让过去 5 年里砥砺奋进的中
国收获了累累硕果——

5年来，党中央以“咬定青山不放松”

的精神将各项改革任务全面推开，使改
革大潮席卷神州大地。

一项项重大制度创新陆续推出——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自贸区改革、中央群
团改革等一系列重大改革创新，逐步积
累经验，逐步扩大推广⋯⋯

一系列重大改革任务扎实推进——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中国经济脱胎换
骨，医疗卫生体制改革持续深化，教育体
制改革多点突破，党的建设制度改革为
全面从严治党提供有力保障，国防和军
队改革建立起了“军委—战区—部队”的
作战指挥体系和“军委—军种—部队”的
领导管理体系⋯⋯

一个个社会领域改革惠及百姓——
全面二孩政策平稳落地，农民工随迁子
女就学和考试政策得以完善，公共卫生
服务均等化程度大幅提升⋯⋯

一项项改革举措，给国家带来了发
展的活力，给人民群众带来满满的获得
感——异地办理身份证不用再折腾了，
各种“奇葩证明”减少了800多项，城乡居
民基本医保财政补助标准逐年提高，越来
越多的文化场馆向公众免费开放⋯⋯

迎难而上、勇涉险滩

全面深化改革突破了一些
过去没有突破的大关口，解决
了一些多年来想解决但一直没
有很好解决的大问题

改革，意味着破旧立新、意味着要
“动奶酪”。

“随着中国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
区，一些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凸显出来，
需要下大决心、花大气力加以破解。中国
有句话叫良药苦口。我们采用的是全面
深化改革这剂良方。”习近平总书记的形
象阐述，道出了当前中国推进改革的惊
人魄力和坚定决心。

过去 5 年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引领改革
涉深水、闯险滩、啃硬骨头，不断向纵深
推进。

2017 年 8 月 20 日晚，中国联通发布
公告，正式披露了混合所有制改革试点
总体方案和拟改革的内容要点，打响了
重点领域混改的“第一枪”。

围绕《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国
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几年来，国企

分类改革、完善国资监管体制、发展混合
所有制经济等多个配套文件陆续出台，
国企改革“1+N”政策体系基本形成。

目前，全国国有企业公司制改制面
达到 90％，建设规范董事会的央企已有
80 多家；混改稳妥实施，到 2016 年底央
企混合所有制企业户数占比为68.9％。

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是推进全面深
化改革的又一个难点。

党的十八大以来，生态文明建设的
相关文件密集出台，仅 2016 年，中央深
改组审议通过生态文明建设的相关文件
就超过20件。

为破解一些地方只顾经济发展而牺
牲环境和群众利益等问题，出台了省以下
环保机构监测监察执法垂直管理制度改
革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确保环境监测监
察执法的独立性、权威性、有效性；为解决
一些生态环境保护跨区域、跨部门协作难
的问题，从2015年底开始，党中央先后推
动开展了三江源、大熊猫和东北虎豹3项
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在统一规范管理、建
立财政保障、明确产权归属、完善法律制
度等方面取得实质性突破。

从大力推进国企薪酬制度改革到切
实推动公车制度改革，从推进以审判为
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到加强干部人
事制度改革，从首次向军委机关各部门
和战区派驻纪检组到部署实施军队规模
结构和力量编成改革⋯⋯一系列改革举
措攻坚克难、势如破竹。

新加坡《联合早报》评价指出，环顾
世界，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像当今中国这
样，以一种说到做到、只争朝夕的方式全
面推进改革进程。

改革永远在路上

着眼“两个一百年”奋斗目
标坚定不移将全面深化改革进
行到底

举世瞩目的党的十九大即将召开，
中华民族又将站在新的起点。

“改革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要
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习近平总书记在
中央深改领导小组第 38 次会议上的讲
话，意味深长。

继续深化改革，要着眼于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和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
标，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持续动力——

今后几年，要如期实现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的奋斗目标，需要党团结带领人
民坚决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
贫、污染防治的攻坚战。同时为实现第二
个百年奋斗目标、为踏上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奠定坚实根基。

直面挑战、破解难题、实现目标，关
键仍在于继续深化改革。要让重大风险
通过改革发展得以化解，让深度贫困难
题通过改革得以攻克，让绿色发展方式
和生活方式通过改革得以转化。

继续深化改革，要秉持以人民为中
心的发展思想，将改善民生作为一切工
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党的奋
斗目标，也正是继续深化改革的方向。

要通过改革坚定打赢脱贫攻坚战，
确保小康路上一个也不掉队；

要通过改革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注入更多活力，不断创造新的就业岗位、
拓宽就业渠道、改善就业环境；

要通过改革进一步推进城乡“两免
一补”政策统一、贫困地区定向招生专项
计划等举措，让更多的孩子上得了学、更
容易上学；

要通过改革让更多群体实现异地看
病就医直接结算，推动更多家庭医生走
进寻常百姓家⋯⋯

继续深化改革，要不断提升我国综
合国力水平，应对不断变化的国际局势
和挑战——

当今世界，国际力量对比发生新的
变化，世界经济进入深度调整，各种“黑
天鹅事件”频繁出现。与此同时，中国已
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正朝着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不断迈进。

应对风险、实现梦想，需要党继续团
结带领人民继续深化改革，推动政治、经
济、法治、文化、社会等各领域不断发展
进步，始终保持社会发展稳定、充满生机
活力。继续通过改革使军队结构、格局、
面貌等更加焕然一新，为强军事业增添
强大动力。

全面深化改革，只有进行时、没有完
成时。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
导下，13 亿中国人民团结一致坚定不移
将改革进行到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
业一定能够开创更加广阔的前景。

新华社北京10月11日电

北京成我省吸纳科技成果转化主阵地

上半年我省吸纳北京
技术输出46.57亿元

掀 起 改 革 新 浪 潮
——党的十八大以来历史性变革系列述评之三

本报讯（记者张怀琛）
记者从省政府新闻办 10
月 11 日召开的《加快推进
科技创新的若干措施》新
闻发布会上获悉，今年上
半年，我省吸纳北京技术
输出达 46.57 亿元，同比
增长超过 20%，占我省技
术合同吸纳额的 66.26%，
北京已成为我省吸纳科
技成果转化的主阵地。

抢抓京津冀协同发展
机遇，3 年来，我省与京津
共建各类科技园区 55 个、
创新基地 62 个、创新平台
157 个、产业技术创新联
盟 65 个，引进转化科技项
目 550 项，吸引落户京津
高科技企业1350多家，连

通京津、贯通各市、覆盖全
省的“三中心”（技术交易、
技术转移、创业培训）“两
平台”（科技金融、科技资
源共享）创新创业综合服
务体系初步建成。

“另一方面我们也应
看到，面对北京外溢的巨
量科技成果，我省承接、吸
纳并转化的仍较少。”省科
技厅相关负责人说，为加
速“ 京 津 研 发 、河 北 转
化”，我省将从搭建转化
载体、实施转化项目、完
善转化体系和开展转化
行动四个方面入手，通过
全面落实河北·京南国家
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示范
区建设实施方案，建立重
大成果转化数据库，建立
专业化、市场化的科技成
果转移转化机构，组织重
大科技成果对接活动，加
快吸引京津科技成果来我
省转化孵化。

同 比 增 长 超 过
20%，占我省技术
合 同 吸 纳 额 的
66.26%

本报讯（通讯员李溢
春 记者王成果）来自北
京铁路局的消息，从 10 月
12 日开始，石家庄至济南
客运专线（以下简称“石济
客专”）藁城南站至平原东
站（不含）开始联调联试。
据悉，石济客专将于今年
年底先行开通到济南西站

（过渡性使用该站）。
石 济 客 专 正 线 长

310.2 公里，依次设石家
庄、石家庄东、藁城南、辛
集南、衡水北、景州、德州
东、平原东、禹城东、齐河、
新济南东 11 个车站，速度
目标值为 250 公里/小时，

由中国铁路总公司、河北
省、山东省合资建设。

此次联调联试的藁城
南至平原东站（不含），线路
长188公里。联调联试的主
要任务是，以设计速度为目
标，检测列车，测试动车组，
综合检测列车和相关检测
设备，并在规定测试速度下
对全线轨道、道岔、供电接
触网设备、通信信号、客运
服务等15大项内容进行系
统调试和优化，使各分系统
和整体系统的功能达到设
计要求，进而为运行试验和
最后开通运营提供科学合
理的运输组织方案。

藁城南至平原东站线路开始联调联试

石济客专年底将
先行开通到济南西站

（上接第一版）
——全面从严治党，保持与人民群众的

血肉联系，以此赢得民心。
五年来，一场坚定不移的反腐之战展示

出一个执政60余年的大党励精图治的决心；
一场空前严格的作风建设清流彰显着一个建
党90余年的大党不忘初心的自觉。

在反腐斗争中，中央纪委共立案查处中
管干部280多人，周永康、薄熙来、徐才厚、郭
伯雄、孙政才、令计划等曾位居党政军要职的
腐败分子纷纷落马。

铁腕反腐，引起的震动可想而知。习近
平总书记说：“不是没有掂量过。但我们认准
了党的宗旨使命，认准了人民的期待。”

——全面深化改革，让人民群众有更多
获得感，以此激发民力。

深化公立医院改革，推进家庭医生签约
服务；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
设，重视乡村教育；统一城乡户口登记制度，
全面实施居住证制度⋯⋯

一系列重大改革开花结果，改革红利更
多惠及百姓生活。

——全面依法治国，让人民群众感受到
公平正义，以此凝聚民意。

1995 年，22 岁的聂树斌含冤而死；2016
年12月，最高法第二巡回法庭改判他无罪。

2013 年到 2016 年各级法院依法宣告
3718名被告人无罪。

刑事诉讼制度改革加快推进、“立案难、
诉讼难、执行难”的顽疾逐步破解⋯⋯司法体
制改革不断破除藩篱，公平正义大放光彩。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个都不能少，
以此惠及民众。

河北国税局王建平至今记得第一次进驻
康保县西于发营村时的“冷”——零下 30 多
摄氏度，可村民的眼神比风还冷：“看着吧，这
些干部屁股坐不热还得走。”

一入夜，村里伸手不见五指。王建平买
来10盏太阳能路灯。路灯亮了，村民们心里
的灯也点亮了。

“扶贫，把党员干部的形象在百姓心里扶
了起来。”王建平说。

人民立场永远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
立场，永远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区别于其他政
党的显著标志。

中央党校教授祝灵君说，党的十八大以
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牢牢把握马
克思主义的思想精髓，践行为人民服务宗旨，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同人民想在一起、
干在一起，创造了历史的辉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行
——“始终同人民想在一起、干在

一起”，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
然要求，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促
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坚强保障

今夏，来自亚非拉等地近50名学员结束
在北京大学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一年的学习。

“尽管世界上不存在一个万能的方式和
道路，但我相信，在中国学到的经验对尼日利
亚发展大有帮助。”尼日利亚官员欧姆勒·伊
利亚说。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党同人民想在一

起、干在一起的奋斗中探索出来的道路，根植
于中国大地，反映人民意愿。

回望近百年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历程，
从探索“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到
开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康庄大道，都是共产党
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
始终同人民“想在一起、干在一起”走出来的。

江西瑞金市叶坪乡华屋村后山，17 棵松
树苍翠挺拔。

上世纪 30 年代初，华屋村 17 名青年参
加红军，相约栽下 17 棵松树。革命途中，他
们壮烈牺牲，这些松树被称为“信念树”。

时空穿越，这片松树承载着党和人民拧
成一股绳的理想信念，也见证了今天党带领
人民奔小康的决心。

今日华屋村，村民在田间建起果蔬大棚，
公路能直通瑞金城区⋯⋯

党和人民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一
人、一村、一市的面貌变化，都印证着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迈进的步伐。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追求的富裕是全体人
民的共同富裕，追求的发展是造福人民的全
面发展。

宁夏永宁县，闽宁镇一派繁荣，当年这里
曾是荒滩。

21 年前，“闽宁扶贫协作”模式开启，一
批批援宁干部真心奉献，对口协作硕果累累。

这是中国道路的制度优势：东西携手扶
贫，互补实现共赢。

从强调“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到
提出“以人民为中心”，在“7·26”讲话中，习
近平总书记又提出：“更好解决我国社会出现
的各种问题，更好实现各项事业全面发展，更
好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更好推动人
的全面发展、社会全面进步。”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顺应人民期待和时
代发展中不断丰富发展。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一系列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
略的提出和实践，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越走越宽广。

中国梦为什么一定能实现
——“始终同人民想在一起、干在一

起”，是中国共产党人赶考路上永远不忘
的初心，是实现中国梦不竭的动力源泉

在北京展览馆，“砥砺奋进的五年”大型
成就展开幕以来，每天吸引上万名群众参观，

迄今观展人数已超过30万。
距成就展东南方向 10 公里的国家博物

馆，五年前，习近平总书记参观《复兴之路》展
览时，开启了“中国梦”的伟大愿景：“这个梦
想，凝聚了几代中国人的夙愿，体现了中华民
族和中国人民的整体利益，是每一个中华儿
女的共同期盼。”

清华大学教授胡鞍钢说：“今天这个展
览，是对五年前号召最好的呼应。它展现了
13 亿中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实现中国梦征
程上谱写的璀璨历史篇章。”

“你呀，不错嘞，好书记啊！”2016年春节
前夕，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井冈山神山村，年过
七旬的老支书彭水生向总书记竖起大拇指。

这是人民群众对共产党掏心窝子的认
同，这是基层百姓对党的总书记发自肺腑的
情感。

五年来的伟大实践昭示着一个永恒真
理——只要党始终同人民想在一起、干在一
起，就没有干不成的事，没有实现不了的梦想！

梦想可期，蹉跎难避。
历史又到了关键节点。习近平总书记反

复告诫全党：实现伟大的理想，没有平坦的大
道可走。我们还有许多“雪山”“草地”需要跨
越，还有许多“娄山关”“腊子口”需要征服。

实现中国梦，就要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
纵深发展，确保党始终同人民想在一起、干在
一起——

中央党校副教育长韩庆祥教授表示，确
保党始终同人民想在一起、干在一起，关键在

“确保”，这就需要有“更加科学、更加严密、更
加有效”的治党措施。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正在北京、山西、浙江
开展试点。今年，巡察作为党内监督的重要
制度安排，写入新修改的巡视工作条例。中
央纪委明确表示，党的十九大后，巡视工作要
继续发挥利剑作用。

实现中国梦，就要始终顺应时代新变化
和人民新需求，不断提高党的执政水平和领
导能力——

“革命时期情况的变化是很急速的，如果
革命党人的认识不能随之而急速变化，就不
能引导革命走向胜利。”毛泽东在《实践论》中
这样写道。

这个道理，同样适用于建设和改革时期。
如今人民群众的需要呈现多样化多层次

多方面的特点，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更加强烈。
社科院经济所所长高培勇说，“7·26”讲

话提出的“八个更加”，是今后“党始终同人民
想在一起、干在一起”的发力指向。

实现中国梦，就要激发最广大人民的
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汇聚起磅礴的力
量——

焦裕禄说，当工作感到没办法的时候，你
就到群众中去，问问群众，你就有办法了。

今日兰考，已成为河南首个脱贫县，全县
形成“领导领着干，干部抢着干，群众跟着干”
的氛围。

今天，在党领导人民向着中国梦进军的
时代中，人人都有奋斗的舞台，人人都是剧中
的主角，人人都有出彩的机会。这就是不可
战胜的中国力量！

⋯⋯
上海，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展览结束

处悬挂着130张优秀共产党员和集体的照片。
邓中夏、江竹筠、董存瑞、邱少云、雷锋、

焦裕禄、孔繁森、谭千秋、沈浩⋯⋯他们的人
生轨迹虽然不同，价值坐标却高度一致：“心”
系人民，“干”在实处。

党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书写的壮丽史
诗，铸起共产党人的一座座精神丰碑，诠释
着党始终同人民想在一起、干在一起的宗
旨立场，标注着中国共产党率领亿万中国
人民实现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
史高地⋯⋯（记者赵承、张旭东、韩洁、熊争
艳、刘铮、罗争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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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一版）雄县、安新、容城三县正在落实
好唐河污水库、大清河张青口段河道污染、萍
河污水等重大环境问题整治。对淀区及新区
范围内 8 条入淀河流进行认真摸排，将垃圾位
置、面积、类型等内容登记造册。截至目前，新
区三县共清理河道垃圾54.3万立方米，河道环
境卫生初步得到改观。

强力推进环境污染综合治理，对摸排的
“散乱污”企业全部建立台账，逐一挂账销号。
出台《雄安新区“散乱污”工业企业集中整治专
项行动工作方案》，组织雄县、安新、容城三县
开展“散乱污”工业企业集中整治专项行动。8
月 21 日，环保部发布了《京津冀及周边地区

2017—2018 年秋冬季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攻坚
行动方案》，第一次提出了雄安新区的大气污
染治理阶段性目标，即PM2.5平均浓度同比下
降22%，重污染天气数量同比下降20%。截至
目前，按照“关停取缔、整治提升”分类抓整治，
新区共排查出“散乱污”企业 11387 家，其中
10661 家“散乱污”企业被关停，其余正在加紧
进行整改。

开展纳污坑塘专项整治行动，建立长效机
制，实现“一坑一档一策”。截至9月底，共排查
出 546 个纳污坑塘（容城县 64 个、安新县 364

个、雄县 118 个），新区三县正梳理分类，建立
台账，完成检测，确定污染程度与类别，按照一
坑一策的要求，对现有坑塘加强水质监测及执
法监管，分类施治，科学修复。

创新造林经营机制和模式，建设近自然“千
年秀林”。10 月 1 日晚新区召开专门会议动员
部署，正式启动秋冬季合作造林工作。合作模
式不是“租地”，合作造林收益金不是“租金”，合
作造林坚持利益共享，风险共担，但农户风险可
控，收益保底。到 2030 年，新区森林覆盖率将
达到40%以上，超过全国平均水平一倍。

开展农村生活垃圾专项整治行动。建立
“村收集、乡转运、县处理”的城乡一体化生活
垃圾集中处理体系，力争实现垃圾动态监管，
日产日清。三县调动大量人员车辆，对存量垃
圾 126.5 万立方米进行清理，目前已经清理 66
万立方米，城乡面貌得到改善。到今年底，雄
安新区乡（镇）及村庄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
达到 100%，新区及白洋淀流域上游两侧城乡
垃圾无害化处理率达到75%以上。

目前，雄安新区生态保护红线规划划定工
作已经启动，新区上下正在通过严守生态红
线、严格划定永久基本农田和城市开发边界，
朝着实现绿色低碳、返璞归真方向迈进。

（上接第一版）是党中央赋予我们的政治责任
和光荣使命。今天建设雄安新区，与当年塞罕
坝人艰苦创业相比，虽然所处时代不同、工作
条件不同，但牢记使命的政治责任不能变，艰
苦创业的奋斗精神不能变，绿色发展的指导思
想不能变。我们一定要以创造历史、追求艺术
的精神，做好新区规划、设计、建设等各个方面

的工作，努力建设绿色生态宜居新城区，让雄
安新区与塞罕坝一样，体现河北风骨与燕赵气
概，彰显中国风格与中国气派。

新区现在还是一张白纸，要发扬改革创新
精神，建设体制机制新高地。新区之新，关键在
改革，要义在创新，无改革创新，无新区价值。
我们要学习塞罕坝人求新思变、锐意创新的作

风，全面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土地和住房制度改
革、投融资体制改革、人才体制机制改革、公共
服务均等化改革等，聚集创新要素，培育创新文
化，着力建设创新驱动发展引领区。

我们要深刻领会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对雄安
新区规划建设的重大指导意义，始终坚持“生态优
先、绿色发展”的理念，把握好“绿色生态宜居新城

区”的定位，把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的要求落实到
新区规划建设、管理运营的每一个环节中，努力成
为生态文明建设的示范城。始终秉持尊重自然、
顺应自然、平原建城的理念，高标准做好新区规划
编制工作。严格落实铁腕治理、科学修复的要求，
大力度抓好白洋淀生态环境治理和保护工作，确
保新区天蓝、地绿、水秀。

（上接第一版）再现“千年古郡、北方
雄镇”的历史风貌。要推进文化旅
游产业发展，让历史文化资源成为
惠及当地群众的富民资源。

在鹿泉区，付志方考察了鹿泉
军民融合科技创新发展中心，并
深入河北神玥软件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石家庄科林电气股份有限
公司、石家庄君乐宝乳业有限公
司等企业考察，详细了解技术研
发、产品创新等情况，听取企业
经营现状需求及发展谋划。他指
出，相关部门要不断加大对企业
创新发展的支持力度，提高服务
水平，推进科技成果转化。企业
要加强研发队伍建设，强化技术
创新，提高自主研发能力，不断
把企业做大做强做优。要进一步
提高产品质量，努力打造更多在
国内外都叫得响的产品，为我省
转型升级作出更大贡献。

始终同人民想在一起干在一起

雄安新区：绘制蓝绿交织水城共融画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