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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 ：“明确全面深化

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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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后，

顶层设计全面展开，改革的“四梁八柱”加快搭建，但是完成

全面深化改革的任务一分靠部署、九分靠落实。尤其是在当前，

要认清改革所处的方位，坚持问题导向，形成改革合力，将全

面深化改革进行到底。

认清改革方位：攻坚期、深水区

事实上，今天迈开全面深化改革的步伐之所以还如此艰难，

这是由当前改革所处的历史方位所决定的，我国发展进入新阶

段，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要啃的都是硬骨头、要涉的都

是险滩。在这个历史方位上，全面深化改革的复杂和困难程度

表现出如下几个主要特点 ：

全面深化改革必然要触动既有的利益格局。1978 年开启的

改革在形式上有两个鲜明的特征 ：一是渐进性，先易后难。农

村出现包产到户，城市出现个体经营，这完全是解决生存问题

的自发行为，在全社会容易形成改革的共识。后来改革由农村

进入城市，城市企业的改革同样按照承包制度的方式推进，这

既提高了经营者收益，又增进了全社会的福利，所以得到全社

会的拥护。二是增量式，存量不动，提高增量。允许城乡个体

经济的存在是改革的开始，当时称这是公有制经济“有益的补

充”；随着改革的深入，到 1980 年，我们称民营经济为社会主

义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到了 1990 年，多种经济成份出现

了大发展，这时我们称“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

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渐

进式改革和增量式改革的优点是容易形成社会共识，迅速动员

社会力量投入改革。但是，渐进式改革导致的结果是容易改的

都改了，剩下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 ；增量式改革带来的结果是

把改革的前沿推到了体制内，这就要求公有制经济必须改革。

因此，全面深化改革是一场自我革命，革别人的命容易，要革

自己的命，当然就难得多了。

全面深化改革必然要全面调整利益关系，形成新的、更加

合理的利益格局。全面深化改革不是一个领域的改革，也不是

几个领域的改革，而是推进所有领域的改革。全面深化改革所

涉及的广度、深度和力度是前所未有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

中没有现成的答案，苏联的探索取得了一定的实践经验，但留

将全面深化改革进行到底
牛先锋

【摘要】坚持全面深化改革是构成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之一。在全

面深化改革过程中，必然会触动既有的利益格局，必然要全面调整利益关系，而且还面对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这块难啃的硬骨头。因此，要想将全面深化改革进行到底，就必须不断解放

思想，坚决打破利益固化的藩篱，破除阻碍科学发展的体制和机制。同时，要形成改革合力，

始终坚持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充分调动最广大人民群众改革的主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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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 年
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

下更多的是教训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探索这个问题上取得了

巨大的成就，但谈成功还任重而道远。全面深化改革不仅要涉

及各个领域，而且要涉及到每一个人，触动利益比触动灵魂还

难，搞不好就会引起社会动荡。可想而知，在没有现成的理论

作指导、没有现成的经验作遵循的情况下，全面深化改革的难

度之大，难以想象。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当前难啃的硬骨头。十九大报告中指

出的“两个没有变”是我国发展的方位，也是改革所处的方位。

这个历史方位决定了发展仍然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发展

的动力仍然来自于改革。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发生转变，这一转变反映出人民群众

的美好生活需要已经不再是短缺时代的生存需要，而向重质量、

重品质、重个性的需求方向升级。在经济下行压力不断增大的

情况下，过去习以为常而又行之有效的需求侧拉动已失去了效

力。因此，从供给侧发力，加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力度，淘汰

落后产能，提升科技含量，生产出人民群众美好生活所需要的

产品，就成为改革的必然选择。但是，要做到“三去一降一补”，

新上马的生产线要停产、库存的产品要处理、产业结构要转型

升级、职工要失业，不仅供给方眼前损失的是真金白银，而且

还可能引起社会风险。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讲，“中国改革经过 30 多年，已进入

深水区，可以说，容易的、皆大欢喜的改革已经完成了，好吃

的肉都吃掉了，剩下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这就是当前我国

全面深化改革所处的历史方位。 

破除改革障碍：思想束缚、利益固化

全面深化改革，必须树立问题意识和问题导向。当前，影

响我国发展的矛盾和问题很多，但总体上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

一是思想观念上的束缚，二是利益固化的藩篱，三是与上述两

个方面相联系的阻碍科学发展的体制和机制问题。针对这三个

方面的问题，要采取针对性的措施，各个击破。

首先，要不断解放思想，打破思想观念的束缚。思想是行

动的先导，思想不解放，改革的行动就会受到阻碍。十一届三

中全会开启的改革就是以重新确立党的思想路线为起点的，我

们党正是坚持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才奋勇开拓

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崭新局面。今天与改革开放之初相比较，

我国的生产力水平、人民的生活水平、综合国力都提高了，但

是有些人思想观念却没有相应的提高，出现了守成为重、僵化

不前、害怕创新的心态。一些人抱着小富即安的心态，认为就

要建成小康社会了，发展成就已经够大了，现阶段应以守成为

主，而不需要改革了 ；有些人认为如果创新不成不仅取得不了

新成就，反而会葬送已有的成果，不创新、不改革，维持现有

状况也不错 ；还有的人是担心全面深化改革会触动自己的既得

利益，找出一切托辞拖延改革。思想观念束缚改革的现象有许

多，说到底是小富即安、精神懈怠、本领不足、眼界狭隘、不

敢担当、心存私利的表现。

其次，要坚决打破利益固化的藩篱，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利益固化会造成处于利益层级高端的群体有固定渠道、固定手

段、固定资质获得社会发展的成果，而处于利益低端的群体被

排除在社会发展成果的享受之外或者只是获得较少的、与之付

出不相称的社会发展成果。利益固化严重损害社会公平正义，

长期发展必将引起社会动乱和政局动荡。

中国改革开放 40 年来，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我国社

会利益格局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在劳动、技术、资本、管理等

要素共同参与分配的分配原则下，先是出现了社会利益分层，

社会成员之间收入差距和财产差距急剧扩大 ；继而出现了利益

固化，社会成员之间垂直流动性减弱甚至停滞 ；再接着出现了

“富二代”“官二代”“穷二代”的现象。当整个社会进入到一

个“拼爹”的时代时，风险社会就真正来临了，这也是社会变

革的重要时间窗口。要么粉饰太平，坐等风险的到来、革命的

发生，要么进行全面深化改革，建立完善公平正义的社会制度，

为利益层级间的有序流动提供更多的机会。坚定不移地推动全

面深化改革，就是中国共产党对促进中国经济社会持续稳定发

展作出的清醒判断。

最后，要破除阻碍科学发展的体制和机制，完善和发展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当前，我国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

可持续的问题依然突出，科技创新能力不强，产业结构不合理，

发展方式依然粗放 ；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依

然较大，社会矛盾凸显，部分群众生活困难；“四风”问题突出，

一些领域消极腐败现象易发多发，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

等等。这些矛盾和问题如果深究起来，很大程度上都是由体制

和机制不健全引起的，因此，着眼于从制度上来解决问题显得

尤为重要。

总之，进一步解放思想，打破思想观念的束缚，突破利益

固化的藩篱，这是面对问题、解决问题，为全面深化改革清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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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路，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就是要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制度。

形成改革合力：一分部署，九分落实

全面深化改革需要顶层设计，但是凡要完成一项伟大的事

业，一分靠部署，九分靠落实。同时，要把全面深化改革的各

项措施落到实处，就需要形成改革的合力。历史合力论也告诉

我们，完成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必须形成改革的合力。

我国的经济发展状况，为全面深化改革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经过改革开放近40年的发展，我国经济总量已经跃居世界第二，

国民经济体系更加完整和完善，综合国力稳步提升，人民生活

水平大大改善。社会财富的增进，一方面，为全面深化改革奠

定了坚实的基础，确保改革措施的实施有了更充裕的腾挪空间

和更可靠的物质基础 ；另一方面，要巩固和扩大已经取得的成

果，经济发展的实践又对深化改革提出了更为全面、更为系统、

更为紧迫的要求。可以讲，当前我国已经具备支撑起全面深化

改革的物质基础，全面深化改革的现实性要求也十分紧迫。

中央领导层改革决心坚定，顶层设计方案清晰可行。全面

深化改革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的重大决定，习近平总书

记多次强调 ：“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不失时机深化重要

领域改革。”“全面深化改革涉及面广，重大改革举措可能牵一

发而动全身，必须慎之又慎。”“问题的实质是改什么、不改什么，

有些不能改的，再过多长时间也是不改。”“这就要求我们胆子

要大、步子要稳。胆子要大，就是改革再难也要向前推进，敢

于担当，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步子要稳，就是方向一

定要准，行驶一定要稳，尤其是不能犯颠覆性错误。”“对一些

重大改革，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要稳扎稳打，积小胜为大胜。”

中央领导层不仅改革决心坚定，而且有切实可靠的改革总体规

划和方案。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央成立了全面深化改革领

导小组，到目前为止，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2018 年 3

月机构改革后为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已经召开了 44 次

会议，改革的路线图和时间表已经形成，“四梁八柱”已经搭

建起来，全面深化改革已经有了明晰的依据。

党的各级领导干部有改革共识，贯彻落实改革措施的执行

力和主动性在日益增强。改革蓝图虽然有了，而要把蓝图变为

现实，关键是要抓住“关键少数”。全面深化改革将不可避免

地会涉及到改革者本身的利益，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全面深

化改革是一场自我革命。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全面从严治党的过

程中，中国共产党不仅注重反腐倡廉建设，而且注重从思想上

组织上制度上行动上作风上革除党内存在的痼疾恶习，坚决治

理“懒散庸怠”不作为的干部，要把谋改革、能改革、善改革

的干部用起来 ；提出了“四个意识”，更加自觉地在思想上政

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与

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保持一致 ；提出了忠诚、干净、担当，鼓舞

领导干部敢于担当全面深化改革的勇气，等等。这些措施为统

一全党的思想，推进全面深化改革的顺利进行提供了重要保障。

在全面深化改革进程中，始终坚持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

充分调动了最广大人民群众改革的主动性。全面深化改革最终

是要增进和实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要逐步推进人的全面而

自由发展这一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在近 40 年的改革进程中，

尽管我国在收入分配和社会公平正义上还存在着这样和那样

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收入差距和财产差距的扩大，

但不可否认的是，社会整体财富增加了，每一个社会个体的

生活水平都不同程度地得到了提高，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在普

遍增长。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顶层设计的改革方案，需要

全社会来落实，需要人民群众在实践中具体而生动的探索。

当前，虽然人民群众对改革的预期还存在着差异，但总的来

说都对全面深化改革抱着极大的热情和满怀的希望，形成了

坚定推进改革的最大公约数。

总之，全面深化改革的进军号已经吹响，改革的经济基础

已经具备，改革的蓝图已经绘就，改革的共识与合力已经形成，

只要全党上下拿出真抓实干的劲头，全社会发挥出敢闯、敢干

的精神，全面深化改革的目标一定能够如期完成。  

（作者为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教授、

博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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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将改革进行到底

33. 为全面深化改革伟业放歌——大型政论专题片《将改革进行到底》创作谈

34. 将改革进行到底

35. 将改革进行到底——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论述

36. 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37. 将深化改革进行到底——兵团全面深化改革的六师五家渠市样本观察

38. 将改革进行到底

39. 将改革进行到底

40. 将改革进行到底

41. 将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进行到底

42. 将改革进行到底

43. 将改革进行到底

44. 全面深化河长制把“五水共治”进行到底

45. 亟须进行全面深化的改革

46. 将兵团深化改革进行到底

47. 将改革进行到底

48. 讴歌全面深化改革伟业  凝聚国家民族发展共识——《将改革进行到底》创作谈

49. 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50. 将改革进行到底——党的创新理论引领全面深化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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