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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发布会现场 新华社发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 10 月
28 日至 31 日召开，对坚持和完
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
化作出重大战略部署。

11 月 1 日，中共中央宣传部
举行新闻发布会，邀请六部门负
责人介绍全会有关情况，并回答
了记者提问。

党的历史上首次用
一次中央全会专门研究国
家制度和国家治理问题

“用一次中央全会专门研究
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问题并作出
决定，这在我们党的历史上还是
第一次。”中央宣传部分管日常工
作的副部长、中央政策研究室副
主任王晓晖在介绍全会的重大意
义时指出。

王晓晖表示，全会最重要的
成果就是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
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
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
决定》，全面回答了在我国国家
制度和国家治理上，应该“坚持
和巩固什么，完善和发展什么”
这个重大政治问题，决定既有理
论上的新概括又有实践上的新
要求，是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
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政治宣言
和行动纲领。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是一
次具有开创性、里程碑意义的重
要会议。随着全会精神的贯彻
落实，必将对推动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把
我国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
治理优势，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
响。”王晓晖说。

13 方 面 显 著 优 势
阐 明“ 中 国 之 治 ”制 度

“密码”

王晓晖在回答记者提问时
指出，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将坚
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
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
力现代化，确定为我国全面深化
改革的总目标。党的十九届四
中全会的决定是对这个总目标
的深化和展开，同时又作出许多
新的部署和安排，最突出的有三
点：

一是突出坚持和完善党的
领导制度，突出党的领导制度
在国家治理体系当中的统摄性
地位；二是充分彰显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制度自信，凝练概括
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
的 13 个方面显著优势，这是我
们党领导人民创造经济快速发
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
的 根 本 保 障 所 在 ，是“ 中 国 之
治”的制度“密码”所在，也是坚
定“ 四 个 自 信 ”的 基 本 依 据 所
在；三是体现强烈的问题导向
和鲜明的实践特色，既阐明必
须 牢 牢 坚 持 的 重 大 制 度 和 原
则，又部署推进制度建设的重
大任务和举措。

提出坚持和完善党
的领导制度体系 6 方面
要求

中央政策研究室分管日常
工作的副主任江金权表示，全会
第一次系统描绘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制度的“图谱”，由 13 个部
分组成，其中党的领导制度是国
家的根本领导制度，统领和贯穿
其他12个方面制度。

江金权介绍，全会着眼于健
全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党的领
导制度体系，提出 6 方面要求：
一是建立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
制度；二是坚定维护党中央权威
和集中统一领导的各项制度；三
是健全党的全面领导制度；四是
健全为人民执政、靠人民执政各
项制度；五是健全提高党的执政
能力和领导水平制度；六是完善
全面从严治党制度。

“这 6 个方面制度是构成党
的领导制度体系的基本要素，必
须全面建设好、始终坚持好、不
断完善和发展好。”江金权说。

对公职人员监督全
覆盖提出3条要求

在加强对国家公职人员监
督全覆盖方面，江金权介绍此次
全会提出了3条要求：

一是健全党统一领导、全面
覆盖、权威高效的监督体系。把
党和国家监督协调起来，把现有
各种监督机制协调起来，推进党
内纪检监督、巡视监督、派驻监
督等有效衔接，推动党内监督和
人大监督、民主监督、司法监督
等各类监督有机贯通、相互协
调；

二是完善权力配置和运行
制约机制。从权责法定、权责透
明、权责统一 3 个方面作出一系
列强化监督的规定，以切实防止
权力滥用；

三是构建一体推进不敢腐、
不能腐、不想腐体制机制。继续
从严查处，保持高压态势，强化
不敢腐的氛围；健全各项约束制
度，形成不能腐的体制机制；强
化守初心、担使命的思想教育，
筑牢不能腐的思想基础。

把分配方式和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上升
为基本经济制度

基本经济制度是经济制度
体系中具有长期性和稳定性的
部分，对经济制度属性和经济发
展方式具有决定性影响，全会对
此也作出了系统阐释和明确部
署。

“多年来，我们把公有制为
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
作为基本经济制度。十九届四
中全会的一大创新，就是在此基
础上，把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
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体制上升为基本经济制度。”
中央财经委员会办公室分管日
常工作的副主任韩文秀说，这三

项制度都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
制度，三者相互联系、相互支撑、
相互促进。这一重大创新标志
着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更加
成熟、更加定型。

实施更大范围、更
宽领域、更深层次的全
面开放

在回答外国记者关于中国
市场对外开放政策的问题时，韩
文秀指出，开放是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制度的重要特征和基本属
性。中国明年将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并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家新征程，这对下一步
对外开放提出了新要求。

韩文秀说，这次全会提出，
要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
体制，实施更大范围、更宽领域、
更深层次的全面开放。

他介绍，实施更大范围的开
放，就是要优化对外开放的空间
布局，包括加快自贸试验区、自
由港等对外开放高地建设；实施
更宽领域的开放，就是要大幅放
宽市场准入，包括在更多领域允
许外资控股或独资经营等；实施
更深层次的开放，就是要推动贸
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包括健
全外商投资准入前国民待遇加
负面清单管理等制度。

坚持和完善人民代
表大会制度这一根本政
治制度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主
任、港澳基本法委主任沈春耀表
示，全会强调坚持和完善支撑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制
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明确提
出要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
制度这一根本政治制度。

沈春耀透露，目前全国有乡
镇人大代表 188 万，县级人大代
表 59 万，设区的市级包括自治
州人大代表 12 万，省级包括省、
自治区、直辖市人大代表 2 万，

全国人大代表近 3000 人，这五
级人大代表共有262万。

他表示，全会提出了当前和
今后一个时期坚持和完善人民
代表大会制度的重点方向、主要
任务、工作要求和重要举措。包
括要支持和保证人民通过人民
代表大会行使国家权力，支持和
保证人大及其常委会依法行使
职权，密切人大代表同人民群众
的联系，健全人大组织制度、选
举制度和议事规则等。

提出完善“一国两制”
制度体系5大任务要求

全会提出，坚持和完善“一
国两制”制度体系，推进祖国和
平统一。沈春耀介绍，全会对此
提出一系列工作任务和要求。

一是坚持依法治港治澳，包
括维护宪法和基本法确定的特
别行政区宪制秩序，完善特别行
政区同宪法和基本法实施相关
的制度机制，坚持以爱国者为主
体的“港人治港”“澳人治澳”等；

二是完善中央对特别行政
区行政长官和主要官员的任免
制度和机制、全国人大常委会对
基本法的解释制度等；

三是建立健全特别行政区
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
行机制，支持特别行政区强化
执法力量；

四是完善香港、澳门融入国
家发展大局、同内地优势互补、
协同发展机制，推进粤港澳大湾
区建设等；

五是加强对香港、澳门社会
特别是公职人员和青少年的宪
法和基本法教育、国情教育、中
国历史和中华文化教育等。

发挥人民政协作为
政治组织和民主形式的
效能

全国政协副秘书长舒启明
介绍，全会对贯彻长期共存、互
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

方针，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
党制度建设，健全相互监督特别
是中国共产党自觉接受监督、对
重大决策部署贯彻落实情况实
施专项监督等机制作出部署。

舒启明表示，全会强调，要
发挥人民政协作为政治组织和
民主形式的效能，提高政治协
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水平，更
好凝聚共识，完善人民政协专门
协商机构制度，丰富协商形式，
健全协商规则等。

他还介绍，全会对坚持社会
主义协商民主的独特优势，构建
程序合理、环节完整的协商民主
体系，完善协商于决策之前和决
策实施之中的落实机制，丰富有
事好商量、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
量的制度化实践等也作出部署。

多项措施强化对法
律实施的监督

全会提出，坚持和完善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提高党依法
治国、依法执政能力。司法部党组
书记、副部长袁曙宏表示，全会提
出四个方面的举措进行保障。

一是健全保证宪法全面实
施的体制机制，加强宪法实施和
监督、落实宪法解释程序机制、
推进合宪性审查工作、加强备案
审查制度和能力建设等；二是完
善立法体制机制，不断提高立法
质量和效率；三是健全社会公平
正义法治保障制度；四是加强对
法律实施的监督，保证行政权、
监察权、审判权、检察权得到依
法正确行使。

“人民群众对通过‘打招呼’
‘批条子’‘递材料’等干预执法
司法案件的现象深恶痛绝，要坚
决排除各种非法干预，坚决排除
各种潜规则，绝不允许法外开
恩，绝不允许办关系案、人情案、
金钱案。”袁曙宏特别强调，法律
的生命力在于严格执行和全面
遵守，全会提出了多项措施强化
对法律实施的监督。

新华社北京11月1日电

——六部门负责人权威解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

“一次具有开创性、里程碑意义的重要会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