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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更高举起改革大旗，习近平
总书记全面深化改革重要思想应运而
生，一场新时代的思想大解放席卷神
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由此步
入崭新境界、结出丰硕果实。

新时代催生新思想
——高举改革大旗，破解

时代课题，习近平总书记全面
深化改革重要思想应运而生

隆冬时节，“特区中的特区”广东深
圳前海一派勃勃生机——

80 多个工地同步在建，一座新城
拔地而起，16万多家注册企业、6万多
家开业企业推动其经济总量跃上千亿
级台阶……

仿佛一个巧合。1979 年，开山填
海的炮声震醒了沉睡的深圳蛇口，打响
改革开放“开山炮”。

30 多年后，一片泥泞滩涂上崛起
的新一轮改革开放“桥头堡”——深圳
前海，与蛇口仅仅一山之隔。

不变的山岭，见证巨变的时代。从
“深圳速度”到“前海气魄”，同样的是敢
为天下先的改革精神，不同的是时代变
革背景下的改革使命与方向。

2012年12月，习近平担任总书记

后首赴地方考察，第一站来到前海。
面对这片处女地，习近平总书记作

出“我国改革已经进入攻坚期和深水
区”的判断，呼吁全党上下“敢于啃硬骨
头，敢于涉险滩”“做到改革不停顿、开
放不止步”。

清醒的判断、坚定的态度、果敢的
抉择，无不基于对时代脉搏的准确
把握。

经过 30 多年改革开放，中国迅速
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综合国力显
著提高，人民生活极大改善，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充满生机与活力。

然而，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并不比
发展时少，改革进程中解决了矛盾也积
累了新的矛盾。

就在总书记广东之行后不久，广州
市一位政协委员将一张建设工程项目
行政审批“万里长征图”公之于众：在广
州投资一个项目，要经过20个委办局，
100 个审批环节，盖 108 个章，最快也
要700多个审批工作日！

从历史的天空俯瞰当时的中国，
“白发社会”已经到来，增长方式简单粗
放、城乡区域发展失衡、实体经济乏力、
地方债务高企……酝酿着系统性风险。

将镜头拉近一些，人民群众对美好
生活、公平正义的需要与日俱增，而既
得利益集团固守藩篱，使人才上升碰到

“天花板”，创新创业遭遇“玻璃门”，社
会活力不足。

经过近 40 年大变革大发展，中国
已经走到了一个新的重要关头——

速度与质量的权衡、活力与有序的
把握、中央和地方的博弈，两难甚至多
难情况考验着党的执政能力、国家治理
能力；与此同时，改革进入深水区，利益
格局固化板结，曾经的改革推动者成为
深化改革的反对者……

中国的伟大变革，总是在直面问题
中展开波澜壮阔的画卷。

针对“往哪儿改”的困惑，习近平
总书记主持召开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
二次集体学习，强调“在方向问题上，我
们头脑必须十分清醒，不断推动社会主
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坚定不移走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回答“要不要改”的疑虑，习近平
总书记来到天津滨海新区，强调“保持
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良好势头，实现‘两
个一百年’奋斗目标，都需要进一步深
化改革，下大气力解决体制机制弊端”；

破解“怎么改”的课题，习近平总书记
在湖北武汉冒雨考察工作，在全面系统
总结中国过去30多年改革开放经验的
基础上，认识和把握改革规律，首次提
出正确处理改革的“五大关系”问题；

……

在广泛调研中加深认识，在冷静观
察中科学研判，在深入思考中谋篇布
局。广东之行后不到一年间，习近平
总书记在不同场合、以不同方式深刻
回答了事关改革的一系列重大问题，逐
步形成了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改革
思想。

这是一位大国领袖的远见卓识，更
是关乎国家命运的重大抉择。

为系统梳理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
思想，并将其上升为全党意志，2013年
4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以一
次中央全会专题讨论全面深化改革
问题。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文件起草组
旋即成立，习近平总书记亲任组长。通
过半年多的征求意见、专题讨论、调查
研究和反复修改，《中共中央关于全面
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草案）》
正式形成，并在党的全会上获得全票
通过。

决定阐明了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
意义和未来走向，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
的指导思想、目标任务、重大原则，描绘
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新蓝图、新愿景、新
目标，被认为是习近平总书记全面深化
改革重要思想的集大成者。

改革大旗高高举起，时代大潮势不
可挡。 （下转第二版）

谱 写 新 时 代 改 革 新 篇 章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启示录

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
柱。党的十九大报告从全局和战略高
度强调加快建立现代财政制度，并明
确了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的目标要求和
主要任务。

目前，财税领域改革多点突破，
不断向纵深推进。财政事权和支出责
任划分改革取得重大进展、严管地方
政府债务守住风险底线……一系列难
啃的“硬骨头”正在被攻坚克难。

明确中央地方权责，更
好兜牢民生底线

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是
建立现代财政制度的重要内容。党的
十九大报告把“建立权责清晰、财力
协调、区域均衡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
系”放在财税体制改革三大任务之
首，凸显出这项改革的重要性和紧迫
性。

近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 《基
本公共服务领域中央与地方共同财
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方案》，
将义务教育、学生资助、基本就业
服务、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
障、基本卫生计生、基本生活救
助、基本住房保障等八大类、共 18
个事项纳入中央与地方共同财政事
权范围，并规范支出责任分担方
式，标志着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
分取得了新的重大进展。

“这些事项都涉及基本民生，支
出稳定性强，率先明确为中央与地方
共同财政事权，规范相关保障标准和
分担比例，有利于增强政策的稳定
性，更好地兜牢民生底线，促进基本
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的提高。”财政
部有关负责人表示。

这次改革在多个方面实现重要
突破，比如，逐步规范基础标准是
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重要内容，《方案》 参照现行财政
保障或中央补助标准，制定 9 项基本公共服务保障的国家基础
标准。

在支出责任分担方面，主要实行按比例分担，并保持基本
稳定，对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等 7 个事项实行中央分档分担办
法，并将其分担比例适当简化和归并为五档。对义务教育公用
经费保障等 6 个按比例分担、按项目分担或按标准定额补助的
事项，暂按现行政策执行。对基本公共就业服务等 5 个事项，
中央分担比例主要依据地方财力状况、保障对象数量等因素
确定。

记者了解到，在《方案》出台后，包括教育、医疗卫生等在
内的具体领域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相关文件将陆续出台。“现在
改革进入深水区，需要涉险滩、啃‘硬骨头’。《方案》有利于进
一步解决中央与地方部分财政事权不够清晰明确、责任落实不到
位等问题，促进财政事权划分的制度化、法治化、规范化。”中
国财科院院长刘尚希说。 （下转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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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众利益无小事，一枝一叶总关情。党的十八大以

来，习近平总书记以大爱无疆、心系苍生的博大情怀，

怀着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殷殷初心

和崇高使命，引领全党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

心，朝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是习近平总书记情到深

处自然而然的思想流露，既反映了发展为了人民、发展

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科学内涵，又体现了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

的深情厚意。

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
——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人民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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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2 月 21
日讯 记者冯其予报
道：商务部今天发布监
测数据显示，除夕至正
月初六（2月15日至21
日），全国零售和餐饮企
业实现销售额约 9260
亿元，比去年春节黄金
周增长10.2%。黄金周
期间，全国消费市场年
味浓、销售旺，品质化、
个性化、定制化消费成
为新时尚。

图为 2 月 21 日，顾
客在河北石家庄新乐市
超市购物。贾敏杰摄
（更多报道见第五版）

春节黄金周
全国市场旺

农历正月初一，记者来到江苏徐州
贾汪区马庄村。马庄村民俗文化广场
上人头攒动，两台徐工集团高空作业车
将一个红色心形大香包悬挂在17米高
的空中，尤为抢眼。村民们自发地聚集
在一起，互相祝福新年。

上午 10 点整，在马庄农民铜管乐
队整齐雄壮的国歌乐曲里，全体村民和
游客注目五星红旗冉冉升起，马庄村旗
也随后升起，迎风飘扬，拉开了马庄村
迎新春一系列文化活动的序幕。

这个春节格外不同

潘安湖边的神农广场上鼓乐震天，
一场别开生面的神农祭祀表演正在这
里举行。主祭人、马庄村老书记孟庆喜
用洪亮的声音宣读祭文。追思华夏先

祖炎帝神农尝百草、耕五谷开拓之功，
敬颂百姓脱贫致富、幸福安康之福，祝
愿新时代不忘初心，团结奋斗，奔向全
面小康。马庄村党支部书记孟国栋告
诉记者，马庄村的神农祭祀大典始于
2002 年，如今已经成为马庄村和潘安
湖旅游的重要品牌。

祭祀完毕，马庄村民和徐州市区及
周边省市的游客共同观看了一场精彩
的民俗文化表演。充满浓郁乡村民族
特色的舞狮、舞龙、花棍、摇旱船、跑驴
等表演，让人目不暇接。今年52岁，从
事民俗演出10多年的马庄村六组村民
王培侠刚演完舞狮，便接受了记者的采
访。她告诉记者，自己农闲时除了在家
做做家务，更多的是参加这些民俗文化
活动，这既丰富了她平时的生活，也让
她觉得每天都充满了活力。“大家都知

道我们马庄人心齐，活得丰富！”说到这
里，王培侠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据了解，民俗表演和各种比赛活动
将持续到正月十五元宵节，天天不落
空。除了拔河，还有乒乓球、羽毛球、自
行车慢骑等丰富多样的比赛。从正月
初二至初六，更有江苏梆子剧院带来的
戏曲演出，不仅丰富了村民的生活，也
为马庄乡村文化旅游添彩。

小香包做成产业

香包展示平台挤得密不透风。为
了这个春节，20 多名马庄村民亲手缝
制了“天下第一大香包”，高挂在17米
的机械臂上，81 岁的非遗中草药香包
传承人王秀英特地来拍照留念。

广场边大屏幕上反复播放着2017

年12月12日下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
江苏徐州马庄村视察的情景。总书记
看到村民们手工制作的特色香包，连连
称赞“真不错”“很精致”。王秀英递上
自己制作的中药香包，总书记问：“多少
钱？我买一个，捧捧场。”“不要钱，送给
总书记。”王秀英答道。总书记还是坚
持付了30元。

记者看到，总书记亲自购买的这款
顶针“真”香包卖得最抢手。禁不住诱
惑，记者也掏钱买了两个。带着老婆孩
子参加活动的村民颜世举对记者表示：

“自从总书记来过我们村之后，我们的
香包更加远近闻名，感谢习总书记！”

孟国栋开心地告诉记者，目前在
马庄村，从事香包产业的村民有 200
多人，2017年村里香包线上线下的销
售额达到600多万元。（下转第四版）

马 庄 年 味 分 外 浓
——江苏徐州贾汪区马庄村新春探访记

本报记者 薛海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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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椽巨笔著华章
——如何理解党的十九大的鲜明主题

《新时代面对面》连载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