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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国理政新思想新实践

■ 光明日报署名文章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
总书记的党中央推进理论、实践、制度全
面创新的显著特点，是以发展观点和问
题导向，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
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
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坚持马克思主义
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
结合，坚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与实现中
国梦的统一，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统一，创造性
提出了一系列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
战略，深刻阐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等重大理
论和实践问题，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的实践特色、理论特色、民族特色、时
代特色，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
境界，为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推进党和人
民的事业提供了重要思想指导。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
历史必然性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道路决定命运，
找到一条正确道路是多么不容易。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是
党和人民90多年奋斗、创造、积累的根
本成就，是改革开放30多年实践的根本
总结，凝结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
个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最根本的梦想，体
现着近代以来人类对社会主义的美好憧
憬和不懈探索。

从中国近代以来170多年的历史
看，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是历史和人民的选
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中华民
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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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族的无数
仁人志士为寻求救国救民道路进行了不
懈追求和探索，但都没有成功。中国共
产党成立以后，自觉承担起求得民族独
立和人民解放、国家富强和人民富裕的
历史使命，领导中国人民走出一条农村

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新民主主义
革命道路，建立了新中国，实现了近代以
来几代中国人梦寐以求的民族独立和人
民解放，完成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第
一个历史任务，为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道路准备了前提条件。

历史告诉我们：一个国家实行什么
样的主义，关键要看这个主义能否解决
这个国家面临的历史性课题。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60多年的持续探索中和改革
开放30多年的伟大实践中走出来的。
新中国成立以后，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
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全党全
国各族人民，不失时机地提出了过渡时
期总路线，经过社会主义改造，建立起社
会主义基本制度。以毛泽东同志发表
《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
矛盾的问题》为主要标志，我们党在探索
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实
践中，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么建设社会
主义有了新的重要认识，为新的历史时
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重要的
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

1978年12月18日召开的党的十一
届三中全会，实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我
们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
开启了我国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以邓
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
集体领导带领人民在拨乱反正、开创新
局面的过程中，实现了对社会主义现代
化建设认识的飞跃，开辟了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理论体系，开启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
建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局面。

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以江泽
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
体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成功把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21世纪，形成了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丰富了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理论。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
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立足社会主
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深入分析我国发
展的阶段性特征，准确把握世界发展趋
势，适应新的发展要求，形成科学发展
观，深化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内涵。党

的十七大，把新时期以来我们党在实践
中相继形成的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
统一概括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
系”，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
践的进一步成熟。党的十八大把科学发
展观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
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一道确
立为我们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
实现了党的指导思想的再次与时俱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我们党和人民
在90多年奋斗、创造、积累中的根本成
就，是根植于中国大地、反映中国人民意
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的当
代中国科学社会主义，我们必须倍加珍
惜、始终坚持、不断发展。

从中华民族5000多年的文明史看，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对悠久文明的传承
中走出来的。

几千年来，不同时代的中国人都一
直憧憬着美好社会，尤其是大同社会和
小康社会的理想传播广泛，并在中国历
史上曾经起了促进民族团结、社会稳定
的积极作用。近代以来，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成为中国各族人民的共同追
求，深深融化在我国传统文化之中，成为
中华民族的百年梦想。为了实现这一梦
想，中国人民经过几代人的探索和奋斗，
从中华文明和世界文明中汲取智慧，终
于找到了适合中国国情的民族复兴之
路。中国梦意味着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
的价值体认和价值追求，意味着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意
味着每一个人都能在为中国梦的奋斗中
实现自己的梦想，意味着中华民族团结
奋斗的最大公约数，意味着中华民族为
人类和平与发展作出更大贡献的真诚意
愿。每个人的前途命运都与国家和民族
的前途命运紧密相连。国家好，民族好，
大家才会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
一项光荣而艰巨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
代中国人共同为之努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成和发展的历
史证明，当今世界，要说哪个政党、哪个
国家、哪个民族能够自信的话，那中国共
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民族是最有
理由自信的。

习近平总书记通过人民群众喜闻乐
见的语言风格，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赋予崭新的内容，引用到马克思主义
理论创新中来，推广到社会主义现代化
建设的实践中去，作为坚持和发展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的题中要义，作为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历史阶段中国人民团结奋斗
的共同期盼和思想基础，更加鲜明地摆
到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中来，贯通了中华
民族发展的历史、现实和未来，连接了国
家、民族、个人息息相关的命运，衔接了
中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当前目标和长远目
标，打通了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命运共
同体的路径，进一步回答了当代中国在
新的历史起点上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的
方向问题，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
民族风格，增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
感召力和凝聚力。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的理论升华，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具
有伟大意义的事件。

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是历史继承和现实召唤的结晶，
是科学理论与具体实践的结合，是治国
理想和治国方略的统一，是我们党领导
人民团结奋斗的必然选择和伟大实践。

二、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道路、理论、制度自信

道路、理论、制度自信，是一个政党、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赖以存在和发展的
根本前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道路、
理论、制度三位一体的整体，统一于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

必须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想。
革命理想高于天。没有远大理想，不是
合格的共产党员；离开现实工作而空谈
远大理想，也不是合格的共产党员。在
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时期，面对旧
中国留下的落后面貌，面对西方国家的
封锁围堵，面对世界社会主义的严重挫
折，面对改革发展稳定的繁重任务和各
种挑战，我们党能够坐稳江山，取得改革
发展的伟大成就，迎来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光明前景，同样靠的是共产党人坚
定的理想信念，靠的是这种理想信念动
员群众、组织群众、依靠群众的力量。

必须坚定独立自主走自己道路的决
心。马克思主义也好，社会主义也好，能
够在中国取得胜利，关键就是我们党不
断推进中国化，紧密结合中国实际加以

运用。搞教条主义、本本主义，言必称希
腊，都是不能成功的，正所谓“学而不化，
非学也”。我们的道路、理论、制度有着
自己鲜明特色和显著优势，不能全盘照
搬西方的洋办法，搬过来只会水土不服，
注定要失败。我们党在各个历史时期，
坚持从中国国情出发，探索并形成了符
合中国实际的民主革命道路、社会主义
改造道路、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这种独
立自主的探索精神，这种坚持走自己路
的坚定决心，是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的真谛。

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价
值。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一个民
族、一个人能不能把握自己，很大程度上
取决于道德价值。我们党在革命、建设、
改革的长期探索和实践中，坚持马克思
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和时代特
征相结合，不断深化对社会主义建设规
律、共产党执政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
的认识，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我
们今天选择的道路、理论、制度以及在此
基础上形成的国家治理体系，是在我国
历史传统、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的基
础上长期发展、渐进改进、内生性演化的
结果，已经成为中华民族道德价值和民
族文化的重要内容。如果我们的人民不
能坚持在我国大地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道德价值，而不加区分、盲目地成为西方
道德价值的应声虫，那就真正要提出我
们的国家和民族会不会失去自己的精神
独立性的问题了。如果没有自己的精神
独立性，那政治、思想、文化、制度等方面
的独立性就会被釜底抽薪。民族文化是
一个民族区别于其他民族的独特标识。
这个标识模糊了，我们自己的价值体系
就坚持不住了。我们在坚持走自己道路
的征途中，不管国外舆论怎样评价，不管
还会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和风险，要有主
张，有定力，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
价值不动摇，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的决心不动摇。

三、继续写好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这篇大文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随着实践发展
而不断发展的。实践发展永无止境，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也永无止境。在新

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必须清醒认识世情、
国情、党情的变与不变，不断推进理论创
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继续谱写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精彩新篇章。

要重视研究和科学判断基本国情。
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
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人民日益增长
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
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我国
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
变。这三个“没有变”，关键是社会主义初
级阶段基本国情没有变，当代中国的最
大实际没有变，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的总依据没有变。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要跟上时代发展步伐，但不能超越这
个阶段。但另一方面，这种不变又是相
对的，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历史进程中新情况新问题总是层出不穷
的。我们必须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
导新实践，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用我
们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增强
我们的政治定力、发展定力、战略定力。

要重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阶段性特
征的研究和把握。我们是在较短的历史
进程中同时推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
化、农业现代化，发达国家在几百年发展
过程中的任务、矛盾被压缩在一个较短
的时间段解决，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具有
时空压缩带来的任务艰巨性、矛盾多重
交织带来的问题复杂性、协调难度加大
带来的稳定风险性。这种状况，没有现
成的经验可以借鉴。我们要坚持解放思
想、实事求是、求真务实，大胆探索，勇于
创新，在总结经验、把握规律的基础上通
过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找到
我们中国人的独特解决办法。

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必须
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
根本利益作为制定和执行各项方针政策
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始终把人民对美好
生活的向往作为我们的奋斗目标。必须
尊重人民首创精神，依靠人民的力量和
智慧解决改革发展的深层次问题、事关
全局的重大问题、社会普遍关注的突出
问题、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民生问题，充
分调动和激发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
造性，在大胆实践、大胆创新中不断开辟
认识真理、改造世界的新路子。

方立（据新华社北京5月5日电）

千年儋耳粽千年儋耳粽
万家端午情万家端午情

儋州粽子服务热线：4000549669

绿 色 材 料绿 色 材 料 千 年 工 艺千 年 工 艺 传 统 味 道传 统 味 道

● 儋州粽子，历史悠久，品质独特，是海南惟一获批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

● 儋州粽子生产不同凡响，32道工序、27个小时，而且四大主要食材——野生茄冬叶、
火山岩糯米、跑海鸭蛋、传统花猪肉均产自儋州当地。

野生茄冬叶，
有活血散瘀、
补虚止咳等功
效，用它包粽
子，具有色绿、
清香、柔软、防
腐等特点。

野生粽叶 跑海鸭蛋火山岩糯米 农家花猪

火山岩糯米，
含有多种微量
元素，尤其是
硒含量高，能
增强人体免疫
力。

当地传统花猪，
肥瘦均匀，质地
松软，肉味可以
渗透到糯米中，
使粽子吃起来
香滑可口、油而
不腻。

跑海鸭生在海
边 的 红 树 林
中，常以小鱼
小虾小螺丝等
海 洋 生 物 为
食，其蛋黄晶
红、鲜香，无普
通鸭蛋腥味。

15个品牌30种口味，任您尽情品尝放心选购。

● 5月8日至12日 ● 海口明珠广场

海口市国土资源局关于积压房地产土地确权登记征询异议通告
海土资龙华字﹝2016﹞172号、175号、182号 、183号

根据海南省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快积压房地产产权确认工作的决定》，现将海口市国土资源局对下述积压房地产土地确权登记申请的审核情
况予以公布（详见下表）。对公布的土地使用权、所有权及他项权利有异议者，请于通告之日起60日内，以书面形式并持有关证据到海口市国土资源
局龙华分局（国贸二横路国土大厦14楼）办理异议登记或复查手续。逾期没有提出异议的，即认为公布的权益无异议。联系电话：68531110

特此通告 海口市国土资源局 2016年4月27日、28日

产权申请人
杨建
唐辉莲
卢远轩
董苏红

申请依据
511房的房地产买卖契约
609房的房地产买卖契约
610房的房地产买卖契约
517房的房地产买卖契约

土地座落
海口市龙华区建设一横路1号
海口市龙华区建设一横路1号
海口市龙华区建设一横路1号
海口市龙华区建设一横路1号

申请土地面积
35.17平方米
33.04平方米
33.04平方米
31.97平方米

土地权属证件
海口市国用（2004）第001796号土地证
海口市国用（2004）第001796号土地证
海口市国用（2004）第001796号土地证
海口市国用（2004）第001796号土地证

项目名称
吉兴雅苑
吉兴雅苑
吉兴雅苑
吉兴雅苑

原土地使用者
海南创新书店有限公司
海南创新书店有限公司
海南创新书店有限公司
海南创新书店有限公司

海南省地方税务局第二稽查局
《税务事项通知书》送达公告
李祉明（身份证号：320423196901153257）：

本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三十五条的规定，
作出海南省地方税务局第二稽查局《税务事项通知书》（琼地税二
稽通〔2016〕13号）：限你自收到本通知之日起10日内，到三亚市
地方税务局办税服务大厅（三亚市迎宾路358号财税大厦一楼）
将查补税款12,252,000元缴纳入库。逾期不履行本通知的，本
局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三条的规定及《中
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九十七条的规定，申请人民法院强
制执行。

你有权在本通知书送达之日起3日内进行陈述、申辩，逾期不
陈述不申辩的，视同放弃陈述和申辩的权利。

因其他方式无法给你送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
管理法实施细则》第一百零六条规定，现予以公告，自公告之日起
满30日，即视为送达。

海南省地方税务局第二稽查局
2016年5月5日

关于启动2016年度省文化产业发展专项
资金（第二批）申报工作的公告

省直有关部门、单位，各市县文化办、文体局、财政局、各相关文化
企业：

近日，省文化办、省文体厅、省财政厅联合下发《关于申报
2016年度海南省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第二批）的通知》（海文
办〔2016〕6号），为切实抓好工作落实，现将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请有意向的文化企业务必于2016年5月15日前完成网上
申报和纸质材料提交工作；

二、请省直有关部门、单位，各市县文化办、财政局充分沟通对
接，务必于2016年5月20日前按照申报条件和要求完成网上审核
和纸质材料提交工作；

三、《通知》可登录海南省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申报管理系
统（http://whb.hnwhcyxm.gov.cn）或海南省人民政府网站下载。

联系人：吕惠中 电话（传真）：65379637
海南省文化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2016年5月5日

补发《不动产权证》公告
黄美香向我俩局申请补发位于三亚市天涯区胜利路华

运大厦B单元506房的《不动产权证》。原《不动产权证》证号

为：琼（2016）三亚不动产权证第0002038号，房屋建筑面积

为59.94平方米，土地面积为16.65平方米。已刊登遗失声

明，经初步审定，现予公告。有异议者请将书面材料自公告

之日起二个月内送达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市场管理科和市

国土资源局地籍管理科，逾期我俩局将核准登记，补发新的

《不动产权证》，原《不动产权证》作废。

三亚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三亚市国土资源局
2016年4月28日

公 告
为保障桥梁安全，根据海新大桥伸缩缝更换的需要，将于

2016年5月8日至5月28日对海新大桥部分路段进行封闭施

工，届时将对海新大桥施工区域进行交通管制。途经该路段车

辆请按交通指示牌或现场交通警察的指示绕行，不便之处，尽

请谅解。

特此公告。

海口市桥梁管理有限公司

海口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

2016年5月6日

海南盘龙企业拍卖有限责任公司拍卖公告
（2016）海中法拍委字第6号

经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司法技术处电脑随机选定确认，受海口市中
级人民法院委托，由我公司对下列涉案需变现财产进行公开拍卖：海口市
海秀中路138号（中平广场A栋）5层504房（预售证号：20070089，建筑
面积190.15M2）,参考价：133万元，保证金30万元。现将拍卖相关事项公
告如下：1、拍卖时间：2016年5月26日10:00；2、拍卖地点：海口市龙昆
北路2号珠江广场帝豪大厦903室；3、标的展示及办理竞买手续时间：至
2016年5月25日17:00止，逾期不予办理竞买手续；4、收取保证金时间：
2016年5月24日17:00前（以到账为准）；5、收取保证金单位名称：海南
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开户行：海口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营业部；账号：
1009454890000362；6、缴款用途处须填明：（2016）海中法拍委字第6号
（如代缴须注明代某某缴款）；7、特别说明：上述标的按现状拍卖，过户的
税、费按国家规定各自承担。拍卖机构电话：0898- 68581785
13707561158；法院拍卖监督电话：0898-66700691

中标公示
海口市菜篮子产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海口市大型农

副产品综合批发市场项目设计标于2016-05-04日进行了

公开开标，经评标委员会推荐第一中标候选人：华诚博远（北

京）建筑规划设计有限公司，第二中标候选人：海南省建筑设

计院，第三中标候选人：海口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如有异

议可在公示期（2016年 5月 6日～ 5 月10日）内向招标人

投诉，电话0898-66978832。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