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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2 月 9 日电 （记者李宣良） 中央
军委慰问驻京部队老干部迎新春文艺演出 9 日在京举
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出席，向在场的军队老同志和全军离退休老干部，致以
新春的祝福。

中华民族传统节日羊年春节到来前夕，为民族独立
和解放建立卓越功勋、为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作出突
出贡献的驻京部队老干部欢聚一堂。回顾过去的一年，
大家深切感到，在党中央、习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央军
委加强军事战略指导，召开全军政治工作会议，研究论
证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推进整风肃纪反腐，军队建设
取得显著成绩。大家一致表示，在新的一年里，要深入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深入学习贯
彻习主席国防和军队建设重要论述，围绕实现党在新形
势下的强军目标，锐意进取、扎实苦干，努力开创强军
兴军新局面。

文艺演出首次采取交响合唱音乐会的形式，分为
“烽火岁月”“战士情怀”“红色记忆”“胜利前行”4 个
乐章，演绎弘扬我党我军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歌颂我
军伟大历程和丰功伟绩的经典歌曲，着眼助力实现中国
梦强军梦。雄壮豪迈的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 拉开演
出序幕。合唱 《毛委员和我们在一起》《保卫黄河》《中
国人民志愿军战歌》，领唱与合唱 《战斗进行曲》《再见
吧，妈妈》，充分展示了人民军队在战斗烽火中表现出
的英勇顽强、不怕牺牲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独唱 《真
是乐死人》《当兵前的那晚上》《战士第二故乡》，对唱

《唱支山歌给党听》，合唱 《小白杨》《当那一天来临》，
领唱与合唱 《将军下连当列兵》，展示了有灵魂、有本
事、有血性、有品德的革命军人的精神风貌。歌剧 《洪
湖赤卫队》《党的女儿》《刘胡兰》《江姐》 的经典唱
段，表达了红色基因代代相传的坚定信念。女高音 《梦
之歌》 与诗朗诵 《梦想照亮征程》，独唱 《跟着你》，领
唱与合唱 《我们从古田再出发》，合唱 《三大纪律八项
注意》，充分表达了全军广大官兵坚决听从党中央、

中央军委和习主席指挥，站上新起点、踏上新征程，
向着胜利前行的壮志豪情。

范长龙、许其亮、常万全、房峰辉、张阳、赵克

石、张又侠、吴胜利、马晓天、魏凤和出席观看。
观看演出的还有老同志代表，解放军四总部、驻

京各大单位、武警部队和军委办公厅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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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李 刚摄

教育的重要性毋庸置疑，但如此明确地提出要“提升
人力资本素质”，在中央文件中还很少见。

“这再次表明，经过 30 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人口红
利逐渐摊薄，未来经济发展将不再主要依靠资源、资金和
劳动力要素，而是更加注重依靠人口质量、依靠科技创新
的‘人才红利’。”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在接
受《经济日报》记者专访时表示，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各
种生产要素价格也随之走高，劳动力成本逐渐高于周边
经济体，我国企业以往的低成本优势必然会消退。必须
通过教育和科技的结合，提升劳动者素质，促进企业提高
劳动生产率和核心竞争力。

同时，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转型升级的压力不
断增大。要从高消耗、低成本发展模式向低消耗、高附加

值的产业模式转型，更要依靠“人才红利”。而要实现“人
才红利”，首先就需要高水平的教育。

我国拥有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高等教育体系，为中国
经济社会发展培养了大批高素质人才。第六次人口普查
显示，与 2000 年人口普查相比，每 10 万人中具有大学文
化程度者由 3611 人上升为 8930 人，具有高中文化程度
者由 11146 人上升为 14032 人；具有初中文化程度者由
33961人上升为 38788人；具有小学文化程度者由 35701
人下降为 26779 人。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国人力资本
素质的不断提高。

提升人力资本素质，学历是一个重要指标。但储朝
晖也提醒，学历不能完全反映人力资本素质，受教育年限
长不代表个人能力就高。所以，提升人力资本素质，更核

心的问题是如何让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劳动力更具创造
性，能创造更高的劳动生产率。

遗憾的是，学生缺乏创造力正是我国教育长期被诟
病的问题。“长期的应试教育、灌输式教育消磨了学生的
创造力，有损国家的人力资源储备。所以我们看到，我国
是人口大国，但不是人力资源大国、强国。”储朝晖认为，
要提升人力资本素质，必须改变教育的内容和方式。

（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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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实“四个全面”，各

级领导干部肩负重要责

任。学会运用辩证唯物主

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做

好治国理政各项工作，以

更坚定的信念、决心、行动

来协调推进这一战略布

局，是对各级领导干部的

一场大考。

干部是党的理论和路

线方针政策的具体执行

者，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

部就是决定因素。改革开

放以来，随着党的建设新

的伟大工程扎实推进，各

级领导干部能力和水平不

断提升。站在新的历史起

点上，我们要应对各种复

杂严峻的执政考验、改革

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

外部环境考验，更加需要

把全面从严治党贯穿经济

社会发展始终，让核心力

量壮起来，让各级领导班

子强起来。只有这样，才

能牢牢把握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的方向盘，让“全面深

化改革”和“全面依法治

国”的两个轮子有效转动，

胜利抵达“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的光辉目标。

从严治党，首要一点

是抓好思想教育这个根

本。对党员干部来说，思

想上的滑坡是最严重的病

变，“总开关”没拧紧，缺乏

正确的是非观、义利观、权

力观、事业观，“四个全面”

的落实就会大打折扣。补钙强骨，固根守魂，各级党组织

和领导干部要深入领会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

神，紧跟、深学、实干、笃行，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方向，

时刻以党和人民为念，以完成党和人民赋予的职责使命

为念，锐意进取，示范引领，着力解决好“四个全面”面临

的一系列突出矛盾和问题，自觉做到忠诚、干净、担当。

从严治党靠教育，也靠制度。加强制度建设，是最可

靠、最有效、最持久的治党方式。眼下，不仅要以改革精

神和法治精神推进党的制度建设，还要切实提高制度的

执行力，坚持制度面前人人平等、执行制度没有例外，不

留“暗门”、不开“天窗”，坚决维护制度的严肃性和权威

性，坚决纠正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的行为，坚决把已经制

定的一系列重要改革发展举措落实下去，使制度成为“硬

约束”而不是“橡皮筋”。

党建是政绩，而且是最大的政绩。各级领导干部必

须树立正确政绩观，坚持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大局看

问题，在严字上下功夫。如果我们党弱了、散了，干部队

伍掉队了、落伍了，其他政绩又有什么意义呢？全面深化

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又如何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又

从何谈起？我们一定要把从严治党责任承担好、落实好，

坚持党建工作和中心工作一起谋划、一起部署、一起考

核，把每条战线、每个领域、每个环节的党建工作抓具体、

抓深入，坚决防止“一手硬、一手软”。各级领导干部能否

在这场大考中交出优异答卷，关键就在于此。

对各级领导干部的一场大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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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评论员

新华社北京2月9日电 中共中央近日印发了《关于加
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的意见》。《意见》明确了社会主义
协商民主的本质属性和基本内涵，阐述了加强社会主义协商
民主建设的重要意义、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渠道程序，对新
形势下开展政党协商、人大协商、政府协商、政协协商、人民
团体协商、基层协商、社会组织协商等作出全面部署，是指导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的纲领性文件。《意见》全文如下：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有形
式和独特优势，是党的群众路线在政治领域的重要体现，是深
化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和
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
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
力现代化，现就加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提出如下意见。

一、加强协商民主建设的重要意义

协商民主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人民内部各方面
围绕改革发展稳定重大问题和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实际

问题，在决策之前和决策实施之中开展广泛协商，努力形
成共识的重要民主形式。

（1）发展历程。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中国共产党和中
国人民的伟大创造，源自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
建设、改革的长期实践。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深
刻总结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经验和规律，作出健
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
发展的重大战略部署。协商民主在我国具有深厚的文化基
础、理论基础、实践基础、制度基础，为发展中国社会主义
民主政治丰富了形式，拓展了渠道，增加了内涵。

（2）重要意义。当前，我国正处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的决定性阶段。面对改革开放进程中利益格局深刻调整
的新形势，面对社会新旧矛盾相互交织的新变化，面对市
场经济条件下思想观念多元多样的新情况，面对世界范
围内不同政治发展道路竞争博弈的新挑战，加强协商民
主建设，有利于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更好实现人民当
家作主的权利，有利于促进科学民主决策、推进国家治理
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有利于化解矛盾冲突、促进社会

和谐稳定，有利于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巩固和
扩大党的执政基础，有利于发挥我国政治制度优越性，增
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

二、加强协商民主建设的指导
思想、基本原则和渠道程序

（3）指导思想。加强协商民主建设，必须贯彻落实党
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高举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
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深入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坚持和完善
我国根本政治制度和基本政治制度，以保证人民当家作
主为根本，构建程序合理、环节完整的协商民主体系，推
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为发展中国社会主义
民主政治注入新的活力，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凝聚智慧和力量。

（下转第八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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