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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大报告对新时代党的建设的八大理论创新

李永胜，张紫君
( 西安交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西安 710049)

摘 要: 十九大报告的最大特点是创新性，坚持党的领导，全面加强党的建设是贯穿十九大报告通篇的“纲”和
“魂”; 十九大报告在党的建设方面提出了一系列新论断、新思想，主要有八大理论创新: 一是首次将政治建设纳
入党的建设总体布局;二是首次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 三是首次提出了
弘扬忠诚老实、公道正派、实事求是、清正廉洁等价值观; 四是首次对伟大工程的历史坐标与战略地位做了精准
定位;五是首次提出了适应新时代发展要求的“四个力”; 六是首次提出适应新时代党的执政环境的“八大执政
本领”;七是从科学性和价值性相统一的维度，首次提出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和调动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的辩证统一;八是首次提出勇于自我革命，从严管党治党是我们党最鲜明的品格;这些创新思想极大地丰富了马
克思主义党建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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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大报告是一篇闪耀着真理光芒的马克思
主义纲领性文献，它的最大、最突出特点就是创新
性，其创意迭出、思想精辟、境界高远，提出了许多
新思想、新论断、新命题、新目标。报告凸显着一
个根本要求，就是全面加强党的领导、全面从严治
党，并着眼于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目标的
战略高度，在党的建设方面提出了一系列新论断、
新思想，形成了新时代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的八
大理论创新。

一、首次将政治建设纳入党的建设总体布局

十九大报告在党的建设方面有一个重大贡
献，就是在深刻总结过去五年坚持和加强党的领
导、全面从严治党的成功经验基础上，根据新时代
的新要求，优化了党的建设的总体布局，深化了对
党的建设的规律性认识，提出了新时代党的建设
的总要求和重点任务。具体来说，它由六个层次
构成:一个根本原则，就是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
导; 一条工作主线，就是加强党的长期执政能力建
设、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 一个总体布局，就是以

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政治建设、思
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把制度建
设贯穿其中，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这实际上是一
个“5 + 2”的独特布局，它从深度、广度、高度上拓
展了党的建设境界; 一个工作着力点，就是以坚定
理想信念宗旨为根基，以调动全党积极性、主动
性、创造性为着力点; 一个基本要求，就是提高党
建工作质量，这就突出了高标准、严要求、重质量
的党的建设方向; 一个基本目标，就是把党建设成
为始终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勇于自我革
命、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
执政党。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一个全方位、
立体化、系统化的“坐标系”和标准“定位仪”; 建
构起新时代党的建设的实施工作格局，拓展了党
的建设的外延，升华了其思想内涵，丰富了党的建
设新的伟大工程的具体内容和发展思路; 同时为
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指明了方向，做出了顶层设
计。在总目标中有一个特别突出的地方，就是第
一次把党的政治建设纳入党的建设总体布局，强
调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抓住了事物本质，突出
了政治建设在新时代的极端重要性。这是马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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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党建理论的重大创新，从而优化了党的建设
总体布局，完善了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首先，党的政治建设是党的根本性建设。政
党本质上是特定阶级利益的集中代表者，是有着
共同政治纲领、政治路线、政治目标的政治组织。
政治属性是政党第一位的属性，政治建设是政党
建设的内在必然要求，旗帜鲜明讲政治也是我们
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根本要求。所以，在十
九大确定的党的建设新的总体布局中，强调党的
政治建设是最重要的，是统领和灵魂，决定党的建
设的方向和效果。

其次，在党的建设诸方面中，政治建设是其他建
设的根和魂。它包括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
则、政治道路、政治理想、政治纲领等。我们必须把
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固根铸魂，其它方面建设才能魂
有所依。政治建设抓好了，对党的其他建设可以起
到纲举目张的统领作用。反过来，党的思想建设、组
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最终必须落实到政治建
设上。

再次，它是新时代增强“四个意识”的必然要
求。在“四个意识”中，政治意识是根本、是前提，是
管方向、管全局的。我们要战胜“四大危险”“四大
考验”，增强“四个意识”，保持战略定力，就必须重
视政治建设，保证全党服从中央，坚持党中央权威和
集中统一领导。只有增强政治意识，加强政治建设，
才能使党的建设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并保持先
进性和纯洁性。

最后，一个政党的力量从本源上来讲来源于政
治。讲政治，重视政治建设，政治上风清气朗、生态
良好，就能够自觉抵御市场经济中商品交换原则对
党内政治生活的侵蚀，应对“四大考验”，战胜“四大
风险”，就能凝心聚力，富有创造力、凝聚力、战斗
力、领导力、号召力。否则，则软弱涣散，缺乏生机活
力。可见，政治建设事关政党兴衰成败［1］。

因而，十九大报告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强
调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进行新时代党的建设，并
且在报告中部署了政治建设的四项重大任务: 一是
把坚持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作为政治建设的
首要任务，二是严肃党内政治生活，三是发展积极健
康的党内政治文化，四是加强党性锻炼，强调全党同
志首先是高级干部要不断提高政治觉悟和政治能
力。这就清晰地勾画出党的政治建设的基本框架和
重点任务，丰富了政治建设的内容。这是十九大在
党建方面最大的理论创新，它对于进一步明确党的

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方向、重点及总体布局，对于优
化和改善党内政治生态，增强党的创造力、凝聚力、
战斗力、领导力、号召力，具有重大现实意义，为推进
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了科学指导思想与行动
遵循。

二、首次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

十九大报告强调，思想建设是党的基础性建设，
必须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头脑。从思想上建党是我
们党的优良传统，报告明确了新时代党的理论武装
的具体内容和理论形态，强调坚持用 21 世纪马克思
主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全党指导思想，使
党的思想建党、理论强党与时俱进，更接时代地气，
更接中国地气，更接民族地气，从而使党的建设指导
思想实现了又一次与时俱进，更好地顺应了新时代
的发展要求，推动全党更加自觉地为实现新时代党
的历史使命不懈奋斗，使党的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
宗旨落地生根。之所以有这种提法，这是因为新时
代有新目标、新使命、新征程、新要求。正如十九大
报告所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们党
一定要有新气象新作为”［2］，新时代孕育并催生新
思想，新思想将引领新时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就是引领我们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科学指导思想。
它涵盖了经济、政治、法治、科技、文化、教育、民生、
宗教、社会、国防、外交、祖国统一、生态文明、党的建
设等各方面;其核心要义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其核心内容是十九大报告概括的“八个明
确”。它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推进党和国家事业提供了基本遵循，为发展 21 世纪
马克思主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做出了历史性贡
献。它开辟了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开辟了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的新境界，开辟了治国理政的新境界，也
开辟了管党治党的新境界。十九大报告还作出具体
部署，以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为重点，在全党开展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这实际上就是要
求开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学习
教育实践活动，从而使全党同志用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指导实践，规范行
动，推动工作，助推全党更加自觉地为实现新时代党
的历史使命不懈奋斗，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
奋斗目标。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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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装全党，可以为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不竭
思想动力与智慧指南，推动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与时俱进，不断迈上新的台阶，更好地适应党和人民
事业发展的需要。

三、首次提出弘扬忠诚老实、公道正派、
实事求是、清正廉洁等价值观

党的领导是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它在思想
方面体现在坚定理想信念宗旨上，在文化方面体
现在树立鲜明的价值观和政治导向上。文化的核
心是价值观，文化自信的本质是价值观自信，价值
观奠定文化的底色，决定文化的性质与方向。十
九大报告强调，全党特别是高级干部要加强党性
锻炼，发展积极健康的党内政治文化，弘扬忠诚老
实、公道正派、实事求是、清正廉洁的价值观，不断
提高政治觉悟和治理能力，把对党忠诚、为党分
忧、为党尽职、为民造福作为根本政治担当，永葆
共产党人政治本色，树立正确的政治导向。这就
丰富了党内政治文化的内涵，打牢了党内政治文
化的价值底色，明确了党内政治文化的鲜明价值
导向，有助于党的政治建设建立在正确价值观基
础上，不迷失方向，增强党的政治建设的价值定力
与价值感召力。这是因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
时代，不同思想文化的交流交融交锋日益剧烈，在
思想文化领域，弥漫着意识形态激烈斗争的硝烟，
而在各种思想文化竞争背后，最根本的是价值观
的竞争。适应新时代新征程新要求，完成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新使命，
我们党必须旗帜鲜明地弘扬共产党人的价值观，
明确政治导向，增强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价值自
觉。忠诚老实、公道正派、实事求是、清正廉洁，正
是中国共产党人价值观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
代的集中体现。大力弘扬这种价值观，就能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坚定信念; 在各种价值观的较量
中，竖起马克思主义价值坐标; 在扑塑迷离的价值
纷争中，确定鲜明的人民主体价值观和政治导向;
并且用马克思主义价值观占领真理和道义的精神
制高点，保持政治定力，夯实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
史特点的伟大斗争的价值基石，矢志不渝地继续
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解决好共产党人世
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一精神总开关问题。弘扬
忠诚老实、公道正派、实事求是、清正廉洁等价值
观，对于激扬忠诚、公道、求实、清廉、为民的社会
正能量，确保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正确方向，

净化党内政治生态，换来海晏河清、朗朗乾坤，不
断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这对把党建设
成为生机勃勃并且有长期执政能力的马克思主义
执政党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四、首次对伟大工程的历史坐标与
战略地位做了精准定位

十九大报告指出，实现伟大梦想，必须进行伟大
斗争，必须建设伟大工程，必须推进伟大事业。即伟
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是实现伟大梦想的方
法手段、保障对象、旗帜方向。只有进行伟大斗争、
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才能共同托起实现社
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伟大梦
想。同时指出，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
梦想紧密联系，它们相互贯通、相互作用，是一个有
机联系的整体( 系统) ，其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党的
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它是“四个伟大”的核心与
灵魂，起统帅作用。推进伟大工程，要结合伟大斗
争、伟大事业、伟大梦想的实践来进行。即伟大工程
不能离开伟大斗争、伟大事业、伟大梦想的具体历史
实践。“四个伟大”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
之中，是一项社会系统工程。这就从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新时代实现民族复兴中国梦的战略高度，及建
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
全局视野，深刻揭示了“四个伟大”的辩证关系，标
注了伟大工程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总体布局中的
历史坐标，阐明了伟大工程对进行伟大斗争、推进伟
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的重大意义，并强调党要统领
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从而
深化了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
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创新和发展了党的建设理论。
“四个伟大”具有自己的历史逻辑和现实逻辑，它搭
建起了党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四
梁八柱”，并把党的建设、国家发展、民族复兴、社会
主义现代化作为一个有机整体来把握和系统规划，
生动地展示了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
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现实途径和美好
发展愿景。

就伟大工程建设而言，十九大报告对此提出了
新的时代目标和更高要求。它强调坚持党对一切工
作的领导。“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
切的。”“完善坚持党的领导的体制机制。”“确保党
始终总览全局、协调各方。”并强调坚持党对人民军
队的绝对领导，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在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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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治党问题上，十九大报告突出强调，“打铁必须自
身硬。”“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必须毫不动
摇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毫不动摇把党建设得更加
坚强有力。”［2］充分体现了对加强党的自身建设的
高度自觉、坚定信念和庄严承诺。这些思想从时代
高度和全局视野突出了党的建设在新时代的战略地
位，丰富了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内容，指明了党
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前进的道路和方向，创新和发
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党建理论。

五、首次提出适应新时代发展要求，
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

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

十九大报告在谈到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时，强调“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
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确保我们党永葆旺盛生
命力和强大战斗力。”［2］这是党的建设方面的又一
理论创新，也是着眼于新时代的新使命。党要领
导人民实现民族复兴、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实现人民美好生活的向往，必须不断夯实党总揽
全局、协调各方的地位，不断加强政治建设，善于
从政治上观察和处理问题，提高党把方向、谋大
局、定政策、促改革的能力和定力，增强政治领导
力; 在社会多元化、思想多样化、价值多元化、政治
多极化、社会信息化，迎接各种挑战的新时代，党
要战胜各种困难、保持战略定力、创造新的辉煌，
必须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全党，不断提高
全党的理论思维水平和思想政治水平，不断增强
党的思想引领力，才能凝心聚力，形成实现中国梦
的强大思想合力。我们党来自群众、服务群众、依
靠群众，实现民族复兴伟大梦想和社会主义现代
化强国目标，更加需要我们党善于组织群众、勇于
发动群众、乐于团结群众。这就要求具有更强的
群众组织力，汇聚全体人民的智慧和力量实现伟
大梦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我们需要调动
一切社会力量，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要完成新使命、开辟新征程，
迫切需要我们党不断增强社会号召力，形成实现
“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磅礴力量。因此，在新
时代，增强党的“四个力”既是必要和重要的，又是
十分迫切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
力和社会号召力———这“四个力”明确了新时代党

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具体内容和客观要求，使我们
党永葆旺盛生命力和战斗力有了强有力抓手。它
极大地丰富和拓展了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内
容，为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注入了新的时代内
涵和强大生机活力，推动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迈向新的更高境界。

六、首次提出适应新时代党的
执政环境的“八大执政本领”

十九大报告指出，领导 13 多亿人的社会主义大
国，我们党既要政治过硬，也要本领高强，完成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历史使命，必须全面增强执
政本领，具体包括八大本领。

一是增强学习本领。我们党是一个善于学习、
勇于学习、乐于学习的政党，我们党在学习中不断进
步，赢得胜利，走向未来。正是这种重视学习、崇尚
学习的传统，才使我们党不断与时俱进，保持生机活
力，勇立时代潮头。新时代要弘扬党重视学习的优
良传统，在全党营造善于学习、勇于实践的浓厚氛
围，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推动建设学习
大国。

二是增强政治领导本领。“党政军民学，东西
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2］，党的领导首先体现在
掌舵定向、统筹各方、驾驭全局的政治领导上。为
此，我们必须坚持战略思维、创新思维、辩证思维、法
治思维、底线思维、系统思维，不断锤炼和提升政治
领导本领，科学制定和坚决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
把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落到实处。

三是增强改革创新本领。我们置身于大变革大
调整大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改革创新
成为时代的最强音和主弦律，唯改革者进、唯创新者
强、唯改革创新者胜。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
运的关键一招，作为执政党要带领人民创造美好生
活，必须保持锐意进取的精神风貌，在实践中不断磨
练和提高改革创新本领。

四是增强科学发展本领。在新时代，我国经济
已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人民对公平、正
义、民主、法治、安全、环境、丰富的精神食粮、优美生
态、更优秀的社会治理等美好生活的向往更加迫切。
这就对科学发展本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回应挑
战，就要善于贯彻新发展理念，不断开创发展新局
面，增强科学发展本领，推动社会向更高质量、更好
效益、更可持续的方向发展。

五是增强依法执政本领。全面依法治国是“四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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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重要举措，全面依法治国要求
依法执政、依法行政。这就要求增强依法执政本领，
不断提升党的建设的法治化水平。

六是增强群众工作本领。依靠群众、发动群众、
服务群众，充分调动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
性，是我们党夺取伟大胜利的思想法宝。为此，我们
必须适应新时代的实践变化，把党的群众路线贯彻
到治国理政全部活动之中，与时俱进地创新群众工
作体制机制和方式方法，采取新颖活泼、承接地气的
各种现代群众工作形式，不断增强群众工作本领，团
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
因素，最大限度地凝聚无坚不摧的中国力量，推动党
和人民事业不断向前发展。

七是增强狠抓落实本领。目标蓝图绘就以后，
落实工作就是关键。“一分部署，九分落实”。因
此，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关键时期，狠抓落实的本领对于推进各项工作至关
重要，必须大力增强这一本领。

八是增强驾驭风险本领。我们党进行伟大斗
争、推进伟大事业、建设伟大工程、实现伟大梦想，前
进道路上存在着许多困难与风险，要应对风险和破
解各种难题，保持和巩固执政地位，就必须居安思
危，保持忧患意识，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和困难保持
清醒的认识，做到妥善应对，及时化解，不断增强驾
驭风险的本领。
“八大执政本领”顺应了时代发展趋势与潮流，

适应了党长期执政的形势需要，丰富了新时代党的
执政能力内容，拓展了“打铁必须自身硬”的本领要
求，深化了新时代党的建设思想，把党的建设新的伟
大工程推向崭新的高度。

七、首次提出坚持贯彻全面从严治党和
调动全党积极性、主动性、
创造性的辩证统一

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
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
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十九大报告在
阐述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时指出，“坚持党要管
党，全面从严治党，以加强党的长期执政能力建
设、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为主线，以调动全党积极
性、生动性、创造性为着力点。”［2］从而全面推进党
的各方面建设。这说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和调
动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是相辅相成、辩证
统一的。这也是党的建设方面的理论创新。报告

强调，必须以党章为根本遵循，把党的政治建设摆
在首位。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同时发力，统
筹推进党的各项建设; 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全党，用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固本培元; 持之以恒
正风肃纪，使党员干部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习
惯在受监督和约束的环境中工作生活; 夺取反腐
败斗争压倒性胜利，通过不懈努力换来海晏河清，
朗朗乾坤; 进一步健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增强党
的自我净化能力，通过上述举措全面从严治党，不
断推进党的建设，提高党的建设质量。同时，建设
高素质专业化干部队伍，坚持严管和厚爱结合，激
励和约束并重，加强基层组织建设; 大力激发和调
动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确保我们党永葆
旺盛生命力和强大战斗力。可见，十九大报告首
次把管党治党的规范化、科学化与激发主体主动
性、积极性、增强创造性的自觉能动性有机统一起
来，实现了党的建设科学性与价值性的辩证统一，
体现了唯物论与辩证法的辩证统一。正如习近平
总书记所说，“管党治党不仅关系党的前途命运，
而且关系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必须以更大的
决心、更大的勇气、更大的气力抓紧抓好。”［3］只有
这样，才能实现新时代的历史使命。同时，决胜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伟大胜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实现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必须调动全党的积极性、
主动性和创造性，激发全党的创新创造力。所以，
我们要以调动全党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为着
力点加强党的建设。二者统一于党的建设，都是
为了提高党的建设的科学性与创造性，确保党永
葆生命力和战斗力。

八、首次提出勇于自我革命，
从严管党治党是我们党最鲜明的品格

十九大报告指出: “勇于自我革命，从严管党
治党，是我们党最鲜明的品格”［2］。这既是对我们
党 97 年历史经验和成长发展规律的总结概括，也
是对党的本质特征的政治自觉，深刻阐明了新时
代党的建设的内容、方向与目标要求，形成党的建
设的重大理论创新与价值自觉。勇于自我革命体
现了我们党敢于坚持真理、勇于直面问题、善于修
正错误，并且不断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
自我提高的卓越能力，是政党自我扬弃和自我发
展的重要手段与途径，是政党活力的集中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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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严管党治党反映了我们党在政治自觉基础上的
自我管理、自我纠错、自我治理与自我提高能力，
勇于自我革命、从严管党治党是一个成熟的马克
思主义政党的鲜明特质和独特优势。它是在长期
的革命、建设与改革实践中锤炼和锻造出来的优
秀品格，是政党与时俱进，始终保持自身先进性和
纯洁性，永葆旺盛生命力的重要途径和根本保障。
勇于自我革命，从严管党治党蕴含着我们党回应
现实挑战、破解兴衰治乱的历史性难题的高超政
治智慧，它为政党的自我发展、自我完善提供了源
源不断的动力与活力。勇于自我革命，从严管党
治党体现了我们党的无私与无畏勇气［9］。这种无
私与无畏勇气与魄力，归根到底来自于党的人民
立场与大公无私性。我们党来自人民、依靠人民、
执政为民，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根本宗旨。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之所以有自我革命的
勇气，是因为我们党除了国家、民族、人民的利益，
没有任何自己的特殊利益。不谋私利才能谋根
本、谋大利，才能从党的性质和根本宗旨出发，从
人民根本利益出发，检视自己; 才能不掩饰缺点、
不回避问题、不文过饰非，有缺点克服缺点，有问
题解决问题，有错误承认并纠正错误。”“不私，而
天下自公。”［5］勇于自我革命，从严管党治党体现
我们党的使命与担当。十九大报告指出: “中国共
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
中华民族谋复兴。”［2］这就决定了实现好、维护好、
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党和国家一切工
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党的一切工作必须以最
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为最高标准。”因此，“人民群众
反对什么，痛恨什么，我们就要坚决防范和纠正什
么。”［2］不忘初心，方得始终。新的历史条件下，党
员思想、作风、行为方式、价值观念发生了很大变
化，党的政治、纪律、思想、组织、制度、政治生态等
面临着新的挑战，要保持新时代党的先进性、纯洁
性、战斗性，牢记宗旨，不忘初心和使命，就必须立
足现实、回应挑战，自我约束、自我管理，勇于自我
革命，从严管党治党。

勇于自我革命、从严管党治党是党长期执政的
客观必然要求，是兴党强党的根本保障。办好中国
的事情关键在党。我们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领
导核心，要在中国保持长期执政的地位必须勇于自
我革命、从严管党治党、不断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
力，保持党的先进性、纯洁性。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
既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一劳永逸的，而是要在长

期艰巨复杂的革命实践中不断砥砺与锤炼。

九、结语

当今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的时
期，我国正处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关键时期，我们党肩
负着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
业、实现伟大梦想的历史使命。与此同时，我国改
革进入全面深化的攻坚期，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
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发展进入全面升级的转折
期，治国理政担子之重、难度之大、风险之高超乎
想象。世界乱象丛生，恐怖主义、霸权主义、地缘
政治争端威胁着世界和平; 民粹主义、贸易保护主
义、逆全球化思潮暗流涌动; “黑天鹅事件”“灰犀
牛事件”频频爆发，引发各种惊愕、担心与疑惑。
我们党长期执政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积累了
极为丰富的执政经验，但“四大考验”“四大危险”
依然严峻，“赶考”还远未结束，居安思危，以苏联
共产党亡党亡国的历史教训为借鉴，以高度的政
治自觉，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和战略定力，勇于自
我革命、管好党治好党、加强长期执政能力建设，
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兴党强党，仍然
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艰巨任务，是我们必须给
出答案的时代课题。因此，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
路上。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 “今天，我们正在
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全党要
牢记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我们决不当李自成’的深
刻警示，牢记‘两个务必’，牢记‘生于忧患，死于安
乐’的古训，着力解决好‘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
焉’的历史性课题，增强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自
觉，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增强党自我净
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6］我们
要坚持党和人民事业发展到什么阶段，管党治党、
全面从严治党、党的长期执政能力建设就要跟进
到什么阶段，使之成为党的建设的浓厚政治底色，
把它贯穿于党的各项事业中，不断解决党内存在
的突出问题，并以自我革命推动社会革命，与时俱
进推进伟大工程，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

这八个方面既是十八大以来党的建设的实践经
验总结，又是党在治国理政伟大探索中形成的重大
理论创新成果。其实践指向就是进一步明确了在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我们要建设一个什么样的
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怎样建设这样一个马克思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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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政党，以及实现政党治理的现代化。可以说，坚持
党的领导，全面加强党的建设是贯穿十九大报告通
篇的“纲”和“魂”。十九大报告通过一系列理论创
新解决了如何更加全面、更加从严管党治党，加强和
完善党的领导的时代命题。这既体现了我们党对马
克思主义政党建设规律认识的进一步深化，也充分
体现了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

进一步深化;同时，为新时代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
的建设、全面从严治党提供了根本行动遵循。作为
世界上最大的执政党，中国共产党在新时代党的建
设方面的理论创新，既为自身建设提供了重要思想
指导，也为当今世界各国政党治理现代化问题，贡献
了非常有价值的理论和实践借鉴，具有重大的时代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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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ight Theoretical Innovation about the Party's Building
in the Report on the 19th CPC National Congress

LI Yongsheng，ZHANG Zijun
( School of Marxism，Xi'an Jiaotong University，Xi'an 710049，China)

Abstract: The strongest feature of the Report on the 19th CPC National Congress is innovation． To
uphold the party' s leadership and to comprehensively strengthen the party' s construction is the
" programme" and " soul" of The Report on the 19th CPC National Congress． The report puts forward a
series of new assertions and new ideas on the party' s construction． There are eight theoretical
innovations． First，It was the first time to include political building in the overall layout of the party' s
construction． Second，To establish TheXi Jin-ping Thought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New Eraas the guiding ideology of the party． Third，For the first time put forwardWe mustfoster values
like loyalty，honesty，impartiality，adherence to fact，and integrity． Fourth，The historical coordinates
and strategic position of the great project of Party buildingare precisely located． Fifth，For the first time
put forward " Four kinds of party ＇abilities" to meet the needs of the new era． Sixth，For the first time put
forward " eightability for governance" to adapt to the governance environment our Party faces． Seventh，
We will adhere Exercising full and rigorous governance over the Party and Take harnessing the whole
Party's enthusiasm，initiative，and creativitydialectical unity． Eighth，First proposed to have the courage
to carry out self-reform and conduct strict self-governance: this is the most distinctive part of our Party's
character． These innovative ideas have greatly enriched the marxist theory of party building． it is of
tremendous import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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