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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坚持党对改革的坚强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特征的鲜明体现，是对国内外改革经验和教训的深

刻总结，是新时代统筹推进“四个伟大”的必然要求。新时代党领导下的全面深化改革，坚持了正确的方向、立
场和原则，构建起了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全面深化了各领域的改革。新时代新征程坚持

和完善党对改革的领导，要求继续在达成改革共识、强化改革支撑、汇聚改革力量上下功夫，确保党始终成为领

导改革的核心力量，将全面深化改革持久深入推进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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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gical Mechanism and Practical Path of Deepening Ｒeform in an All － round Way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CPC in the New 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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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trong leadership of CPC over reform is a distinct embodiment of the essential characteristics of socialism with Chi-
nese characteristics，a profound summary of the experience and lessons of reform at home and abroad，and an inevitable requirement for
the overall promotion of the " four greatness" in the new era．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CPC in the new era，the deepened reform in an all
－ round way has adhered to the correct direction，stand，and principles，and constructed a systematic，scientific，standardized，and effec-
tive institutional system，and deepened the reform in various fields in an all － round way． Adhering to and perfecting the party＇s leader-
ship over reform in the new era and new journey requires that efforts should continue to be made to reach a consensus on reform，

strengthen reform support，and gather reform forces，to ensure that the party will always become the core force in leading reform，and
deepen the reform in an all － round way and promote it in a sustained and in － depth w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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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 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拉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序

幕。经过四十多年的发展，特别是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全面

深化改革的不断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辉煌成就，

我国创造了世所罕见的经济发展奇迹，社会长期稳定发展，

人民生活水平实现了全面的历史性跨越。印证了“改革开放

是决定当代中国前途命运的关键一招，中国大踏步赶上了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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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1］23的道路选择。我们不禁思考，中国的改革何以能成

功? 历史和实践已经替我们做出了回答: “始终坚持党的集

中统一领导，我们才能实现伟大历史转折、开启改革开放新

时期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2］

一、党领导改革的逻辑机理

党领导改革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特征的鲜明体现，

是对国内外改革经验教训的深刻总结，是新时代协同推进

“四个伟大”的必然要求，这几个方面共同形成了党领导改

革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与实践逻辑。
1． 理论逻辑: 党领导改革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特征

的鲜明体现

坚持党的领导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的基本原则。列

宁在党的建设方面有着精辟的论述，认为“党是无产阶级直

接执政的先锋队，是领导者。”［3］457 习近平曾说，党中央是坐

镇国家治理体系大棋局中的“帅”，车马炮各展其长，一盘棋

大局分明，党居于核心统领地位。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明确

指出:“全面深化改革必须加强和完善党的领导，充分发挥党

总览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4］57 这是对新时代全

面社会改革作出的重大判断，也是对各级党组织提出的工作

要求，它基于对党百年奋斗的重大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体现在: 一方面，党领导改

革是坚持党领导的重要内容，它是对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

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深刻反映，是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事业取得胜利的根本政治保证，新时代坚持党的领导必

须坚持党对改革的领导。另一方面，党领导改革是坚持党的

领导的时代表达。坚持党的领导在不同时代、不同阶段、不
同领域有着不同的具体表现。改革是当代中国最鲜明的特

色，也是我们党最鲜明的旗帜。坚持党对改革的领导，是坚

持党的全面领导一切的时代表达。新时代推进全面深化改

革，要自觉地坚持党的领导，彰显时代特征。习近平强调，办

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坚持党对改革的领导是党和国家的

根本所在。新时代党对改革的领导只能加强不能削弱，决定

着党的领导要贯穿于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过程，

贯穿于全面深化改革全过程，唯有如此，才能体现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的最本质特征，展现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理论

成果的强大生命力。
2． 历史逻辑: 党领导改革是对国内外改革经验教训的深

刻总结

前车之鉴，后车之师。不仅中国进行改革，世界上其他

社会主义国家也曾经进行过改革，但结果不尽相同，有取得

巨大成就的，也有犯下颠覆性错误的。要从中认真汲取经验

教训，找到改革何以能成功的答案。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

四十四周年、全面深化改革九周年，也是苏联解体三十一周

年，对比二者的经验教训具有深刻意义。苏联作为曾经的世

界社会主义国家的“老大哥”，一度成为建设社会主义的“样

本”，二战以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将苏联视为“自由世

界”的头号威胁目标，除了保持强大的军事竞争之外，将“和

平演变”作为一种重要的斗争手段，加紧针对苏联的思想战、
文化战、心理战，以彻底摧毁社会主义制度。戈尔巴乔夫上

台后，开启了所谓的“改革与新思维”，逐渐削弱直至放弃了

苏共的领导地位。原俄共领导人波洛兹科夫后来对改革进

行了深刻反思，并直接指出了改革出现的问题，认为“改革本

应从党抓起，使之成为社会主义改革的有力工具，本应用加

强组织性来促进民主化，可是戈尔巴乔夫却背道而驰，这个

教训是十分深刻的。”［5］247 苏共本是苏维埃政权和政治体系

的根本和核心，但仅仅五年多的时间，苏联便在否定苏共领

导的改革中人亡政息，教训何其深刻。相反，中国的改革开

放自始至终都是在党的领导下进行的。邓小平同志在论述

改革时反复强调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

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6］134其中最

为核心的就是要坚持党的领导。中国的改革过程并不是一

帆风顺的，经历了 1989 年政治风波之后，为了反对资产阶级

自由化思潮，邓小平同志重申“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是有前

提的，即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6］332四项基本原则作为推

进改革开放的“压舱石”，促进了改革、发展、稳定三者的协

调稳定。新时代全面推进深化改革，务必要深刻总结以往的

经验教训，始终坚持党对改革的领导，保持改革的正确方向。
3． 实践逻辑: 党领导改革是新时代协同推进“四个伟

大”的必然要求

“四个伟大”是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根本保障，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根本力量。习近平明确指出: “在

新的时代条件下，我们要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

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7］将此前多次提及的伟大斗争、
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与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相结

合，把“三个伟大”发展至“四个伟大”，实现了党的理论的重

大创新。“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紧密联

系、相互贯通、相互作用，其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党的建设新

的伟大工程。”［8］17 由此，“四个伟大”上升为全党的行动指

南，指导着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毋庸置疑，“四

个伟大”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实践基

础，是新时代以来治国理政的主题之一。新时代统筹推进

“四个伟大”必须紧密联系党领导改革的实践，即在党的领

导之下，坚决贯彻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勇于

面对各种挑战、妥善处理各种矛盾、积极解决各种问题，破除

推进“四个伟大”进程中的一切障碍。新时代推进“四个伟

大”涉及方方面面，任务是异常艰巨的，只有全面深化改革才

能实现目标。推进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需要

党领导改革克服诸多困难和考验，解决阻碍社会发展前进的

问题和矛盾，勇于创新、敢于变革，克服阻力，抵御风险，实现

伟大斗争的新胜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造福中国人民的

伟大事业，党领导改革需要继续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

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伟大胜利，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懈奋斗。
加强和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需要党领导改革解决思

想不纯、组织不纯、作风不纯，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

的建设，将我们党锻造为坚强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推进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伟大梦想，需要我们党领导改革攻克

一个又一个难关，为民族谋复兴和为人民谋幸福。总之，全

面深化改革为推进“四个伟大”提供不竭动力，助力“四个伟

大”的深入推进，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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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党领导改革的科学推进

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结构的分析方法蕴含着认识党领

导全面深化改革结构的钥匙。“因为社会结构内部各要素之

间既不是各自孤立的，也不是简单的堆积或机械的结合，而

是通过一定的方式联系而成的一个整体系统。”［9］96 因此，考

察党领导全面深化改革的科学推进，应当从宏观、中观、微观

三个层面进行分析。
1． 宏观层面: 改革必须坚持正确的方向、立场和原则

方向决定道路，道路决定命运。习近平明确指出:“我们

的改革开放是有方向、有立场、有原则的，”［10］14 这为我们新

时代全面深化改革明确了方向、立场、原则，从根本上保证改

革的全面深入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推进改革目的在

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制度，使之更富生

机活力。

事实上，从建国以后，我们党就开始领导人民进行改革。

从 1949 年至 1956 年，党带领人民完成了“一化三改”，召开

了一届人大，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我国初步确立，是中国历

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

定了制度基础，也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创新和发展提

供了重要条件。1956 年以后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

前，尽管依旧苦苦探寻改革兴国之道，但困于苏联高度集中

的经济政治体制影响以及一些领导人脱离实际的主观判断，

我们党犯了很多“左”的错误，甚至犯了“文化大革命”这样

全局性、根本性的错误，改革没有找到一条正确的道路。党

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历史性转折，开创了改革开放新局

面。此后，改革开放也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不时受到或“左”

或“右”的干扰因素的影响，正是因为依靠坚持党的坚强领

导，依靠党中央的正确领航，我们的改革开放事业才不断取

得新的胜利。可见，推进改革开放和全面深化改革必须坚持

原则，方向明确、立场坚定。

全面深化改革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正确

方向。方向是最根本的，新时代我们的方向“就是不断推动

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而不是对社会主义制度改弦

易张。”［10］15始终坚持社会主义制度是一切改革的前提，坚持

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改革开放事业的有力

保证和新时代坚定制度自信的核心要义。改革只是一种手

段，其前提是坚持社会主义制度。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

出:“世界在发展，社会在进步，不实行改革开放死路一条，搞

否定社会主义方向的‘改革开放’也是死路一条，”［10］15 从这

可以得出，总书记高度肯定社会主义制度的正确性，它是指

引中国发展繁荣和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根本前提。我们必

须充分肯定社会主义制度这一前提，就是要在改革中大刀阔

斧地破除一切不利于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消极因素，

兴利除弊，使社会主义制度更好地适应党和国家发展的需

要。

坚持全面深化改革的人民立场。全面深化改革“是为了

推动党和人民事业更好发展，而不是为了迎合某些人的‘掌

声’。”［10］20 人民立场是党的根本政治立场，推进全面深化改

革为了人民。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我们党是从人民群

众中走出来的执政党，与人民群众血脉相连，党的宗旨是全

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党的初心是为人民谋幸福，因此，“改革

就必须维护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改善民生，保障人民群众

的各项基本权益。”［11］30 － 35把维护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改革

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坚持全面深化改革的原则。在推进全面深化改革的实

践中，务必遵守相应的原则才能划出改革的红线，兜住改革

的底线。比如: 从中国的国情出发的原则、做到有秩序的原

则、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原则、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原则、坚持共

同富裕原则等等，这些原则都是基于某一个特定视角而得出

的，那就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因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

个立国之本，既以四项基本原则保证改革开放的正确方向，

又通过改革赋予四项基本原则新的时代内涵。”［12］53因此，我

们必须始终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并且不断在实践中赋予其新

的内涵，才能形成团结稳定的改革环境。
2． 中观层面: 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

体系

当改革的方向、立场、原则确立之后，需要将其以一定的

制度规范体现出来。塞缪尔·亨廷顿指出，“制度化是组织

和程序获得价值观和稳定性的一种过程。”［13］12 从推进全面

深化改革的九年实践来看，把加强制度建设作为党领导改革

的重要内容是符合实际需要的，党的十九大报告在论述坚持

全面深化改革基本方略时，也强调“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

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8］21

全面深化改革需注重制度设计的系统性、科学性。相比

于过去四十多年的改革，如今的全面深化改革面临的矛盾更

加复杂，利益纠纷千头万绪，好吃的肉都已经吃掉了，剩下的

都是难啃的“硬骨头”，就得在党的领导下做好全面深化改

革的顶层设计，注重改革的整体性、系统性。2013 年底，中央

成立了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习近平亲任组长，在他的指

引之下，全党以系统性的思维推进全面深化改革，有效凝聚

全党力量，避免改革出现“九龙治水，各管一方”的困境，促

进了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水平的有效提高。九年来，全

面深化改革坚持正确的方法论，在不断实践探索中前进，坚

持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在思想方法上强调处理好

“五个关系”，涵盖了整体与局部、理论与实践、重点与难点

多个层次和角度，实践证明党领导全面深化改革的方法是科

学的，是符合中国改革实际的，必须加以坚持。
全面深化改革的制度执行要注重科学有效性。制度问

题带有根本性、全局性和稳定性，是一种刚性约束，影响着全

面深化改革的实效性。全面深化改革的制度包涵了改革的

价值体系，在执行的过程中要使之科学有效，服务于全面深

化改革的实践。一方面，要坚决贯彻落实全面深化改革各项

制度。制度的生命在于实施，再好的制度如果不落实就会变

成“牛栏关猫”，起不到任何作用，相反，则会大大削弱党和

政府的公信力。因此，各级党组织要切实肩负起“两个责

任”，强化“四个意识”，明确党委书记为推进全面深化改革

的第一责任人，以抓铁有痕、踏石留印的态势抓好全面深化

改革的制度执行，对于执行不力的，要根据党规国法及时处

理，确保党中央制定的全面深化改革各项制度得到有效执

行。另一方面，在制度执行的过程之中要注重经验的总结。
对于制度的执行情况、运行效能、经验教训作出科学分析，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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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经历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循环，

不断增强全面深化改革制度调适能力。
党领导改革的过程之中，需要建构一套稳定、有效的制

度体系，并且得到很好的执行，使之既能体现宏观层面改革

的方向、立场、原则，又能指导微观层面改革各领域的实践，

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
3． 微观层面: 全面深化各领域的改革

全面深化改革九年来，1500 多项改革措施全面发力，在

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全

面深化改革成绩斐然，令世人瞩目，改革全方位纵深推进。
第一，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十九届五中全会

提出这一重点任务并且作出一系列重要部署，它对于开启全

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具有重要意义，因为“经

济体制改革仍然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经济体制改革的核

心问题仍然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10］55 这就要求政府

必须加快转变职能，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厘清政府、市场、社
会三者之间的关系，做到科学调控、有效治理，建设法制性和

服务型政府。建立现代财税金融体制，完善现代税收制度，

提升政府经济治理能力，提高政府治理效能。加快城乡融合

发展步伐，形成工农互促、城乡互补、协调发展和共同繁荣。
积极应对经济全球化新形势，将对内改革与对外开放相结

合，增强国际经济竞争力。第二，在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

改革和构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中，核心就是必须坚持党

的领导。构建决策科学、执行坚决、监督有力的权力运行体

系，完善和发展基本政治制度，更好地发挥社会主义政治制

度的优越性。第三，创新文化体制改革，把握好改革的导向、
阵地。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把握好意识形态属性和产业属

性、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关系，始终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

化前进方向，始终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10］85社会主义先进

文化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思想精神上的旗帜，因此，建设社会

主义文化强国，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坚持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推动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
第四，不断改革创新社会体制，增强社会发展活力。处理好

公平与效率之间的关系，更进一步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是全

面深化社会体制改革的重点;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推动社会

事业改革创新可持续发展，抓好教育领域综合改革，坚持社

会主义办学方向、创新人才培养模式; 突出抓好合理有序的

收入分配调控格局，有效调节社会利益关系，促进经济效率

与社会公平; 不断完善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发展，提高全民健

康水平; 确保社会治理现代化各项任务扎实推进，实现全民

参与的共建共治共享。使发展的成果更多地惠及人民群众，

促进人与社会的共同发展。第五，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建立体现生态文明要求的目标体系、考
核办法、奖惩机制，使之成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导向

和约束，”［10］104这是总书记对新时代发展提出的新要求，必

须要坚持绿色发展。全面推动绿色发展，构建以产业生态化

和生态产业化为主体的生态经济体系，以及生态系统良性循

环和环境风险有效防控的生态安全体系，加大中央环保督查

力度，对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进行严厉问责，强化生态保护

制度约束作用。第六，国防和军队改革要把握一条根本原

则: 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贯彻落实军委主席负责制，

牢牢把握“军委管总、战区主战、军种主建”的原则，以领导

管理体制、联合作战指挥体制改革为重点，协调推进规模结

构、政策制度和军民融合深度发展改革，努力建设一支听党

指挥、能打胜战、作风优良的人民军队。

如果说党领导改革的科学推进宏观层面侧重于价值引

领、中观层面侧重于制度规范，那么微观领域则侧重于坚持

和深化。换言之，党领导改革的价值引领、制度规范最终要

在微观各领域得以具体体现，三者协同配合、共同发力。

三、党领导改革的实践路径

新时代坚持党对全面深化改革的领导，就是要在党的集

中统一领导之下，坚定信心，统一思想，达成改革共识; 攻坚

克难，强化改革支撑，确保各项改革举措落地生根; 凝聚力

量，形成改革合力，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

在新的历史方位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1． 达成改革共识: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统一全党的思想和行动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人的意识具有主观能动性，无论做

何事，都是先有思想后有行动，有了正确的思想指引才能有

正确的行动，有了统一的思想才能有统一的行动。党的十八

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

价值取向，直面党和国家发展的现实问题，以高度的政治责

任感和强烈的民族复兴使命感，协调推进“四个全面”，取得

了历史性的成就，令党、国家、军队的面貌焕然一新，习近平

总书记深受人民群众的拥护和爱戴，成为了人民领袖，并在

实践的发展过程之中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党的十九大正式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写入了党章，成为了全党的指导思想，是当之无愧的。

它回答了新时代党为什么要改革、改什么、如何改等重大理

论和实践问题，深刻阐释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根本原因、根本

方向、根本内容、根本原则和根本方法，为全面深化改革提供

了科学指导和行动指南。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历史

决议中明确指出:“党确立习近平同志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

核心地位，确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

地位，反映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心愿，对新时代党

和国家事业发展、对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具有决

定性意义。”［1］26以“两个维护”引领和凝聚改革共识，不断强

化政治责任意识，提高政治能力，自觉学习贯彻党中央的决

策部署，贯彻新发展理念，在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时代

的伟大改革实践中奋力前行。
2． 强化改革支撑: 打造一支党和人民群众信得过的好干

部队伍

为政之要，莫先于用人。“正确的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

是决定的因素。”［14］526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关键在

人。关键在党前文已经述及，指的是中国共产党在建设和发

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处于领导核心地位，是最高政治

力量。而关键在人，则指的是要建设一支高素质专业化干部

队伍。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指出: “贯彻新

时代党的组织路线，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是

关键，重点是要做好干部培育、选拔、管理、使用工作，”［15］这

是总书记对新时代党员干部培养的重视和要求。全面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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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的路线图和时间表已经确定，如何落实，关键在于是否

有一支信仰坚定、心系人民、廉洁高效的干部队伍，为全面深

化改革提供有力的组织保证和人才支撑。
其一，做好干部的培育和选拔工作。我们党历来高度重

视干部的培育工作，把发现培养选拔优秀年轻干部作为一项

基础性工程来抓。如何培育干部，一靠个人努力，干部自身

不断加强党性修养、提高专业能力、严守党的纪律和规矩; 二

靠组织培养。党组织对于有潜力的优秀干部敢于压担子，有

计划把他们送到全面深化改革第一线接受锻炼和考验。经

过培育工作以后，要选拔好干部。按照《党政领导干部选拔

任用工作条例》，突出政治标准，选拔出忠诚、干净、担当的好

干部，让组织放心、群众满意、干部服气。其二，做好干部的

使用和监督工作。全面深化改革越是推进，越会触及各部

门、各单位的既得利益，也会触及一些党员干部的自身利益，

其复杂程度、敏感程度、艰难程度前所未有。各级党员干部

能否保持坚强的政治定力，能否把党的改革政策落实到地，

亟需将一批优秀的干部选拔到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岗位中

来。改革涉及到利益的重新分配，既具有艰难性也具有诱惑

性，往往成为“围猎”的对象。因而，要加强全面深化改革领

域的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尤其是对“改革能吏”的

监督工作，防止能人腐败问题的出现。改革的过程需要一批

敢闯敢拼的干部队伍，我们党要为敢于担当的干部担当，建

立改革容错纠错机制，鼓励创新、宽容失败，为想干事、能干

事的干部撑腰，使敢于担当、敢于负责成为干部的自觉追求

和时代风尚。
3． 汇聚改革力量: 明确人民群众在改革中的主体地位不

动摇

我们党历来认为，“人民是改革的主体，要坚持党的群众

路线，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充分发挥

工会、共青团、妇联等人民团体的作用，齐心协力 推 进 改

革”。［4］60我们党从建党之初的五十几人发展到现在九千多

万党员，靠的就是人民群众的支持，人民群众是我们的力量

源泉。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95 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指出:

“在 95 年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共产党紧紧依靠人

民，跨过一道又一道沟坎，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为中华民族

作出了伟大历史贡献。”［16］这是党对人民的高度肯定，相信

人民和依靠人民至始至终都是推动党向前发展的动力支撑。
全面深化改革九年来，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在各个方面取得

了一系列成绩，都源于人民群众的参与、支持。全面深化改

革处于深水区、攻坚期，必须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
动性、创造性，坚持问政于民、问计于民、问需于民，尊重人

民、依靠人民。一方面，坚持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历史归

根结底还是人民群众创造的。1978 年安徽凤阳小岗村 18
户农村秘密按下手印，签订分田到户“生死状”，拉开了中国

农村改革的序幕，由此，改革的浪潮席卷全国，开启了改革开

放新时期。新时代推进全面深化改革“必须永远保持同人民

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人民主体地位，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

发展思想。”［1］73另一方面，善于从人民群众中汲取智慧和力

量。向人民群众学习是党的优良传统，全面深化改革政策的

制定，要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积极主动的问政于民、
问计于民、问需于民，将党的意志与人民群众的智慧相结合，

制定出一个又一个符合国家发展实际、维护人民群众利益的

改革方略。
总之，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成熟

更加定型，党和国家事业焕发出新的生机活力。［1］38 －39 改革开

放和全面深化改革实践表明: 什么时候坚持了党对改革的领

导，改革就能取得成功; 什么时候动摇或者放弃了党对改革的

领导，改革就会遭受失败。新时代推进全面深化改革，遇到的

考验和风险会更多，必须坚持党对改革的坚强领导，站稳人

民立场，把握改革的正确方向，深化改革迈向新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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