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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闻

《中国制度面对面》连载②

2020年伊始，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
情肆虐中华大地。这次疫情是新中国成立以来
我国遭遇的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
控难度最大的一次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全局、果断决
策，坚持把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
位，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上下一心、全力以
赴，同时间赛跑、与病魔较量，坚决打赢疫情
防控的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从武汉果
断封城到全国各地严防死守，从数万名医护人
员逆行驰援到19个省份对口支援，从全力遏制
疫情蔓延势头和维护安全稳定两不误到统筹疫
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从外防输入内防扩散
到做好常态化疫情防控工作……这场感天动地
的伟大战“疫”，所迸发的磅礴力量横扫一切病
魔阴霾，所彰显的中国制度优势让世人为之
惊叹。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防控工作取得的成
效，再次彰显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疫情是制度优劣的

“透视镜”，相较于某些西方国家抗击疫情效率
低下、应对不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具有
强大的政治领导力、社会号召力、群众组织力
和资源调配力。2020年5月6日，新加坡一家
民调机构针对全球23个国家和地区抗疫表现所
作的民意调查显示，中国以85分位居榜单之
首，而西方主要国家的分数大都在全球平均分
（45分） 以下。衡量一种制度到底优越不优
越，关键要从它在国家危急关头的现实表现来
考察，从它的治理效果来评判。经过70多年发
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其治理优势和效
能，不仅能从理论上进行透彻阐释，而且在实
践中已经得到充分印证。

一 中国制度好在哪儿

曾几何时，西方资本主义制度被奉为圭
臬，“往西看”“向西方取经”成为许多发展中
国家的唯一路径选择，“现代化就是西方化”

“西方自由民主制度是历史的终结”几乎成了定
论；而如今，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疾病缠身、麻
烦不断，欧美国家乱象频发，一些追随者纷纷
陷入“民主陷阱”“发展陷阱”。与“西方之
乱”不同，中国在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上创造
了世界奇迹，中国制度无论是在平时还是在危
急时刻都展现出强大的优越性和有效性。许多
国家纷纷“向东看”，探寻“中国之治”的制度
密码，希望从中找到解决自身问题的良方。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生产力同生产关系、
经济基础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推动人类社
会从低级向高级发展。制度属于上层建筑，必
须适应经济基础的状况，必须适合社会生产力
发展的要求。社会主义制度之所以优于资本主
义制度，说到底，就是因为它更能满足越来越
发达的社会化大生产对制度的要求，代表了当
今世界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方向。我们常
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个好制度，最根
本的就是好在这里。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事业发展全局，从13个方面系统总结了中国
制度的显著优势。这既是理论层面的概括提
炼，也是生动实践的深刻总结，更是亿万人民
的切身感受。

比如，这是以科学理论为指引的好制度。
道路决定命运。走什么样的路，如何避免走错
路，关键是要有思想理论的科学指引。社会主
义中国之所以能够在建设和改革中筚路蓝缕、
披荆斩棘，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最根本的就
在于有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
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正确指
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当
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是新
时代全党全国人民的思想之旗和精神之魂。这
一思想紧紧围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
的宏伟目标，把人民福祉、党的使命和国家前
途贯通起来，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
为世界谋大同，成为指引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
步的强大思想武器。

比如，这是有党的坚强领导的好制度。党
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正
是因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和科学社会主义天然的
共生关系，决定了只要坚持党的领导，社会主
义就变不了色、改不了道。从社会主义国家的
发展史来看，凡是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社会
主义就能够江山稳固；凡是削弱和放弃党的领
导，社会主义就会改旗易帜。正如毛泽东同志
所说，“革命党是群众的向导，在革命中未有革
命党领错了路而革命不失败的”。党的领导不仅
确保了国家发展的正确方向，而且能够保证我
们的路线方针政策一以贯之，“一张蓝图绘到
底”。而西方国家的政党“你方唱罢我登场”，
大多只能考虑任期内的事，没法从长远来谋
划，即使制定了长期政策，也会被后任像“翻
烧饼”似的推倒重来。

比如，这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好制度。在我
国制度体系中，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民族区域
自治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基本经济制
度、文化权益保障制度、民生保障制度和社会

治理制度等，无不鲜明地体现了人民至上的崇
高理念。这同资本主义国家名义上“民有民治
民享”、实质上“以金钱资本为中心”有根本不
同。举例来说，无论我国什么地方发生火灾，
消防员都会第一时间赶到现场，不惜一切代价
扑灭火情。而资本主义国家就不同，2019年美
国加州发生了一场山火，消防员“谁交费先救
谁”，优先保护富人的豪宅，没交消防费的住户
只能望“火”兴叹，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房产
化为灰烬。肆虐的大火，犹如人间炼狱，烧出
了资本主义的残酷真相。

比如，这是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好制度。三
峡工程18年移民130多万、扶贫脱贫几十年如
一日、挖通一个隧道历时十几年、南水北调跨
越半个中国……这些需要调动的资源和力量之
巨是无法想象的，其他国家很难做到。特别
是，这个显著优势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得到
集中体现。我们坚持全国一盘棋，统一指挥、
统一行动，举全国之力，集优质资源，为战胜
疫情形成了强大合力。在我国，党发挥总揽全
局、协调各方的作用，从而具有超强整合力、
强大动员力和高效执行力；公有制占主体地
位，从而能够充分调动各方面资源；坚持以民
主集中制为根本组织原则和领导制度，从而确
保全党服从中央、地方服从全局，等等。所有
这些，都确保了全党、全社会能够做到上下一
条心、劲往一处使。

比如，这是为事业聚英才的好制度。在我
国，选拔优秀干部和各方面人才，不是为了一党、
一派的私利，而是坚持天下为公、五湖四海、任人
唯贤，有效避免了西方国家党派纷争、利益偏狭
等弊病。我们每一级干部的选拔，都要经过严格
的程序，历经长期的政治锻造和实践锻炼。平均
来算，一个干部从入职到成长为正部级领导干
部，需要从700多万个干部中脱颖而出，经历时
间至少23年。而在西方某些国家，连一天从政
经验也没有的人，居然能堂而皇之竞选当上总
统，并用一些职位来回报“金主”，这同我国的“贤
能政治”有着本质差别。

制度优势是一个国家的最大优势，国家之
间的竞争表面上是经济、科技和军事等实力强
弱的比拼，深层次上是制度优劣的竞争。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植
根中国大地、具有深厚中华文化根基、深得人
民拥护的制度，是具有强大生命力和巨大优越
性的制度。

二 “两大奇迹”的制度密码

京冀大地，凤凰展翅。2019年9月，拥有
世界最大规模单体航站楼的北京大兴国际机场
正式投入运营。这座现代化机场仅用了5年时
间就建成，建筑面积约140万平方米，耗资
800亿元人民币，年旅客吞吐量可达1亿人次，
创造了世界建筑史上的多个之最，引起国内外
广泛关注。英国《卫报》发布的“世界新七大
奇迹”中，北京大兴国际机场位列榜首；美国
有线电视新闻网（CNN）也评价，这座新机场
是2019年全世界最激动人心的建筑。

北京大兴国际机场的惊艳亮相，是新中国
发展成就的一个缩影，集中彰显了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制度的巨大威力和实践成效。70多年
来，党带领人民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制度，不断发挥制度的优越性和有效性，在
960多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大地上，创造了彪炳
史册的人间奇迹。

所谓奇迹，就是极不平凡、很难做到的事
情。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把新中国70多年来发
展的伟大成就概括为“两大奇迹”，即“世所罕
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

“两大奇迹”之所以能被创造出来，是党带领人
民长期不懈奋斗的必然结果，也是我国国家制
度和治理体系显著优势充分发挥的必然结果。

发展奇迹“惊天地”。新中国成立前，我国百
业凋敝、一贫如洗，经济基础十分薄弱。当时，我
国的“人均钢铁产量只够打一把镰刀”，连一辆汽
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制
造。现在，中国已拥有通车里程位居世界第一的
高速公路，高铁运营里程超过世界2/3，掌握超过
全球1/3的5G标准必要专利。短短70多年间，
我国从白手起家到赶超世界、从落后时代到赶上
时代再到引领时代，走完了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
的工业化进程，建成了世界上最完备的工业体
系，跃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成为世界制造业第
一大国、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外汇储备第一大
国。2019年我国GDP达到99.1万亿元人民币、
人均GDP迈上1万美元的台阶，连续多年对世界
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30%左右。

是什么推动中国经济腾飞？有人归结为人
口红利、资源禀赋、环境容量等“比较优势”，
但这些因素只能带来一时增长，无法支撑中国
经济长期快速发展，起根本性作用的是制度的
威力。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就是一个很好
的例证，地还是那些地，人还是那些人，通过
改革激发出体制机制的活力，产量和效率就大
大提升。西方有些人虽然不得不承认我国发展
的客观现实，却不愿承认其背后的制度原因。
事实上，我们把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同资本主义
有益因素结合起来，既强有力地主导经济发展

的大局，又注重释放经济发展的动力和潜能，
确保中国经济列车沿着正确的轨道快速前行。

稳定奇迹“羡世人”。当前，我国社会安定
有序，人民安居乐业。联合国有关机构数据显
示，我国每10万人中命案发生不到1起，低于
德国、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美国等西方
发达国家，在世界主要国家中处于极低水平。
在当今世界国际乱局交织、局部冲突和动荡不
断、恐怖袭击和个人极端事件频发的大背景
下，中国作为一个拥有14亿多人口、幅员辽阔
的发展中大国，能在快速变革和发展中保持总
体稳定，可谓独一无二。而有些国家宣扬人生
而有“免于恐惧的自由”，事实上他们的国民拥
有的却是恐惧中的自由。

是什么保持社会长期稳定？在我国，有着
强有力的领导体制和自上而下的组织体系，构
建起“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社会治理网
络，确保整个社会大局平稳可控。同时，我国
有着科学完善的利益协调、矛盾化解、诉求表
达、决策参与和应急管理等机制，能及时有效
消除不稳定、不安全因素，发现和解决苗头性
问题，做到“明察秋毫之末”“防患于未然”。

评判一种制度是否行得通、有效率、真管
用，实践最有说服力。面对中国取得的伟大成
就，世界上越来越多的人，甚至一些戴着有色
眼镜的人，也不得不承认中国制度的独特优势。

三 坚定中国制度自信

2019年年初以来，一档思想政论节目《这
就是中国》在东方卫视热播，圈粉无数，引起
广泛关注和好评。节目以宽广的国际视野和通
俗的表现手法，采用“演讲+真人秀”的形
式，不仅向观众呈现一个客观立体真实的中
国，而且深度挖掘中国发展的制度原因。凡是
收看过该节目的观众，都被一个个精彩的中国
故事所打动，无不为其中透射出的强烈制度自
信所感染。

制度自信，简单地说，就是对自己国家社
会制度的认同、坚守和捍卫。在“四个自信”
中，制度自信更具体、更显现、更刚性。可以
说，制度自信是道路自信、理论自信、文化自
信的集中体现，是增强“四个自信”的强大底
气和有力支撑。自信常常是“顺境中易、逆境
中难”。今天我们强调制度自信，就是因为有些
人还有不自信的问题，总觉得外国的月亮比中
国的圆，需要从思想上、精神上多补点“钙”。
特别是在目前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力量对比总
体处于弱势的情况下，增强制度自信关乎道路
方向，关乎前途命运，尤为重要、非常紧迫。

宣传教育强认同。制度宣传教育犹如在人
们心中播撒种子，必须日积月累、潜移默化。
要通过多种行之有效的方式，引导全党全社会
充分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特征和
优越性，认识我国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建设取
得的历史性成就，认识形成这套制度的宝贵经
验和基本原则，切实增强认同感和自信心。制
度宣传教育需要长期坚持、久久为功，要纳入
干部教育培训体系，贯穿国民教育全过程，体
现到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之中，真正把制度自
信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讲好故事增了解。“酒香也怕巷子深。”700
多年前东西方鲜有交往，意大利人马可·波罗撰
写的游记，把一个富饶强大的中国带到了欧洲人
的面前。这本书犹如一把钥匙，向欧洲打开了神
秘的东方之门，对西方人的东方观产生了重要影
响。在国际交往日益频繁的今天，讲好中国故
事，对于塑造国家形象、增强影响力至关重要。
目前，我国在国际上一定程度还存在“有理说不
出，说了传不开，传开叫不响”的问题。改变这种
被动局面，最要紧的是采取合适的方法，求同存
异、聚同化异，适应受众的接受习惯，创新传播方
式，善于借用“外嘴”说话，生动讲好中国故事，展
示一个更加真实的中国，让世界更好了解中国制
度的基本理念和特色优势。

正本清源辨是非。近些年来，国际上有一
些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甚了解，有的
还存在误解误读，甚至故意歪曲抹黑。有人说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资本社会主义”，还有人
干脆说是“国家资本主义”“新官僚资本主
义”。这些谬论试图搞乱人们的思想，动摇广大
干部群众的制度自信。对这些错误观点必须旗
帜鲜明予以批驳，明辨是非、激浊扬清。讲清
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原则性和独特性、
科学性和合理性，有利于更充分地彰显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的显著优势和旺盛生命力。

“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继
往开来，熠熠生辉的中国制度，必将为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开启壮美航程；放眼世界，魅力四
射的中国制度，必将为人类制度文明宝库增添
璀璨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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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 看 稻 菽 千 重 浪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为什么好？

本报乌鲁木齐8月3日电 记者耿丹丹
报道：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3
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乌鲁木齐市建设局局
长张铭表示，疫情期间，在做好疫情防控各项
措施的前提下，乌鲁木齐市积极做好在建重点
项目施工现场从业人员生活保障。

张铭说，疫情期间，他们将重点建设项目
施工现场菜肉粮油、日化用品等基本生活用
品供应情况纳入建筑施工现场监督检查记录
内容，及时掌握施工现场在基本生活供应方
面存在的问题。“针对部分建设项目施工现场

反映的务工人员较多、生活物资需求量大等实
际情况，我们通过‘点对点’集中采购等方式协
调属地社区及物资供应单位，加大基本生活物
资的供应量，满足施工现场务工人员的基本
生活需求。”

张铭介绍，同时，围绕施工现场生活区用
电、用气情况开展全面摸排，及时消除隐患，确
保施工现场生活区安全。“加强生活区卫生管
理，严格落实佩戴口罩、环境消杀等防控要求，
强化施工现场食堂管理，场所定期消毒。同时
协调解决好务工人员就医、买药等问题。”

乌鲁木齐：

做好项目施工人员生活保障

辽宁省大连市甘井子区大连湾街道被划定为高风险地区
后，所有小区实行封闭管理。如何保障高风险地区近20万名居
民的正常生活成了一道难题。应民所需、主动作为，甘井子区大
连湾街道第一时间建立了生活物资保障机制，确保“供应充足、
配送及时、价格低廉、服务到位”，全力保障封闭隔离期间居民日
常生活。

湾浦村是大连湾街道一处老街区。这几天整个街区都静悄
悄的，但湾浦村保障物资接货点位却在有序忙碌，居民每天订购
的近千件肉品、鸡蛋、蔬菜、水果等生活物资都由身穿防护服的
志愿者们一个个进行分拣，然后送到居民手中。

疫情发生后，大连市甘井子区第一时间组建大连湾生活物
资供应专组，制定物资供应工作方案，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
的模式，全力做好居民生活物资保障。根据大连湾街道居民分
布，将区域精准划分为20个片区，均衡布局76个物资发放点。
每天，居民在平台点单，线下物资运送到发放点进行分拨，2000
余名社区（村）工作人员、物业管理人员、志愿者组成的志愿服务
队和“送菜小分队”再为居民提供无接触配送。

作为线上配送的补充，供应专组还协调12个线下企业入
驻，调集120余辆次蔬果直通车，在各社区、村巡回供应，为不
方便网上购物或当天未及时购物的居民提供物资补充。目
前，大连湾街道日均完成线下配送4000余单。一位居民说：

“平台下单，隔一天货就送到了。真心感谢这些志愿者和工作
人员。”

在做好居民基本生活物资保障的同时，甘井子区还重点关
注弱势群体的生活保障，对高风险地区118名独居老人及困境
儿童、295名重度残疾人等特殊群体，采取“管家式”服务，帮助
线上操作或统一进行采购，对困难群体和由于企业关停导致生
活困难的外来务工人员，政府划拨临时救助专项资金。截至目
前，已先后为特殊困难群体提供一般生活物资供给约300单，总
价值约6万元。

﹃
管
家
式
﹄
服
务

保
障
封
控
小
区
日
常
供
应

本
报
记
者

苏
大
鹏

本报北京8月3日讯 记者常理 郭静原
报道：今年第4号台风“黑格比”于3日14时强
度升级为台风级（12级，33米/秒），位于浙江省
苍南县东偏南方向约265公里。预计“黑格比”
将以每小时20公里至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
向移动，强度还将增强，最大风速可达35米/秒
至40米/秒（12级至13级），并将于3日夜间至
4日凌晨在浙江温岭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
陆。登陆后将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

国家防办、应急管理部3日召开防汛防台
风视频会商调度会，与水利部、自然资源部、中
国气象局会商研判雨情汛情和台风发展态势
及其可能带来的影响，视频连线浙江、福建等
地防指，进一步研究部署重点地区防汛防台风
工作。

据悉，浙江省防指启动防台风Ⅱ级应急响
应，全省海上作业渔船11907艘，除400多艘
外，均撤离到安全区域，其余正在有序撤离。
福建省防指启动防台风Ⅱ级应急响应，坚持一
日两会商督促指导防御工作。福州、宁德、平
潭组织处于台风影响海域的1290艘渔船全部
撤离到安全区域，关闭沿海52个景区景点、
247个在建工程工地。

今年第3号台风“森拉克”于8月2日17
时在越南清化市境内减弱为热带低压，已停止
编号。据应急管理部统计，受台风“森拉克”外
围环流影响，广西壮族自治区南部出现大雨或
暴雨，造成2000余人受灾，农作物受灾面积
40公顷，直接经济损失50万元，没有接到人
员伤亡报告。

“黑格比”强度升级为台风级
国家防办、应急管理部进一步部署防御工作

本报北京8月3日讯 记者吉蕾蕾从水
利部获悉：未来3天，西北东部、华北中部南
部、黄淮东部北部、东北中部北部及四川中北
部等地将有中到大雨；受台风“黑格比”和南
海热带云团影响，广东、广西、云南、福建、浙
江、江苏等地部分地区将有大到暴雨。受其
影响，太湖平均水位将有所回涨；黄河中游小
北干流、小花区间及山陕区间支流和下游支
流大汶河，海河南系大清河、子牙河、漳卫河
水系，淮河沂沭泗水系，长江上游岷江、沱江，

珠江流域粤桂琼沿海河流，福建闽江、浙江钱
塘江及瓯江、辽宁浑河及太子河、吉林第二松
花江、黑龙江嫩江及松花江干流等可能出现
明显涨水过程，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
超警。

国家防总副总指挥、水利部部长鄂竟平表
示，尽管目前长江、淮河、太湖水位均呈退势，
但长江中下游、淮河中游、太湖仍然维持高水
位且还将持续一段时间。要结合各流域特点，
有针对性地落实落细各项防御措施。

长江中下游高水位仍将持续

本报大连8月3日电 记者苏大鹏报道：
辽宁省大连市卫生健康委主任赵作伟3日表
示，大连本次疫情可初步排除国内本土病例传
播的可能，推测由境外输入引起的可能性不能
排除，疫情溯源工作在紧锣密鼓进行中。

通过初步流行病学调查发现，大连本次疫
情中病例最早于7月9日发病，大连凯洋世界
海鲜股份有限公司病例的发病时间早于该公
司之外病例，提示本次疫情可能起始于该公司
海产品加工车间，之后在该车间迅速传播，并
往外扩散。

赵作伟表示，来自凯洋公司内外感染者样
本的病毒基因序列高度同源，表明本次疫情为
同一个传播链。通过个案流调和大数据比对，

未发现大连本次疫情与近期北京、新疆病例相
关联的线索，病例标本的基因测序结果显示与
我国本土流行的新冠病毒基因型不同，也排除
与乌鲁木齐、北京新发地、吉林舒兰、哈尔滨和
绥芬河疫情的关联性。

截至2日24时，本次疫情中，大连累计发
现本土确诊病例87例，所有病例均在大连市
第六人民医院集中隔离治疗，病情稳定。目前
已基本完成整个大连城乡地区的核酸检测工
作，现有病例主要集中在大连凯洋世界海鲜股
份有限公司所在的甘井子区大连湾街道，疫情
发生范围相对局限，未发生更大范围的社区传
播，但也要高度警惕非大连湾地区的聚集性疫
情及社区传播发生的可能。

大连疫情初步排除

国内本土病例传播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