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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学习贯彻四中全会精神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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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出“坚持和完善党和国家监督
体系，强化对权力运行的制约
和监督”。中国社会科学院中
国廉政研究中心秘书长蒋来用
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决定强
调了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重要
地位和坚持完善的目标方向，
提出了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具
体制度构成与协同原则，明确
了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两大运
作机制。

“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
民。权力应该积极用来为人民
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既不
能公权私用、以权谋私，也不能
不作为、慢作为、假作为。”蒋来
用表示，“这就要求对权力运行
既形成有效制约，又形成有效
监督。”

“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是党
在长期执政条件下实现自我净
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
提高的重要制度保障，也是其
他制度得以顺利实施和有效运
行的保障，是确保党长期执政
和国家长治久安不可缺少的重
要制度安排。”蒋来用认为，要
从四个方面不断健全和完善党
和国家监督体系，一是健全党
统一领导、全面覆盖、权威高效
的监督体系；二是增强监督严
肃性、协同性、有效性；三是形
成决策科学、执行坚决、监督有
力的权力运行机制；四是构建
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
腐体制机制。

蒋来用表示，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是由具体的监督制度
构成的有机整体。决定明确了党内监督、人大监督、司法监
督、群众监督、舆论监督、审计监督、统计监督等各类具体监
督制度，必须加强顶层设计和分层设计结合，注重系统性协
同，以党内监督为主导，推动各类监督有机贯通、相互协调。

如何完善权力配置和运行制约机制？决定明确提出了
“三个坚持”的原则。即：

坚持权责法定，健全分事行权、分岗设权、分级授权、定
期轮岗制度，明晰权力边界，规范工作流程，强化权力制约。
坚持权责透明，推动用权公开，完善党务、政务、司法和各领
域办事公开制度，建立权力运行可查询、可追溯的反馈机
制。坚持权责统一，盯紧权力运行各个环节，完善发现问
题、纠正偏差、精准问责有效机制，压减权力设租寻租空间。

“这些内容十分新颖，问题也瞄得非常精准，体现了守
正创新、开拓进取的精神。”蒋来用说。

如何构建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体制机制？
蒋来用认为，决定重点关注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交织

的腐败案件、“围猎”和甘于被“围猎”的利益链、权钱交易的
关系网，保持“不敢腐”的震慑；推动重点领域监督机制改革
和制度建设，推进反腐败国家立法，促进反腐败国际合作，
完善“不能腐”的制度；加强思想道德和党纪国法教育，夯实
“不想腐”的思想自觉。“这为今后继续做好反腐败斗争指明
了方向。”他说。 （记者朱基钗、高蕾）

新华社北京 11 月 21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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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为更好地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11 月 10 日
至 17 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中央宣讲团奔赴全
国各地，就学习贯彻全会精神开展宣讲。

连日来，中央宣讲团在各地作报告 32 场，举办各种形式的
互动交流活动近 50 场，直接听众近 45 万人，通过电视直播、网
络转播等渠道间接收听收看的达 1800 多万人。

紧紧围绕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上的重要讲
话精神，中央宣讲团成员的现场宣讲深入浅出、通俗易懂，互动
答疑切中肯綮、细致全面。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表示深受教育鼓
舞，要深刻领会宣讲活动的丰富内涵，坚持学用结合、知行合一，
推动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落地落实，为实现“两个一百年”
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懈奋斗。

认真学习备课 掀起宣讲热潮

伟大宣示鼓舞人心，集中宣讲凝聚力量。为推动兴起学习宣
传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热潮，中央决定由中宣部会同
中央有关部门组成中央宣讲团。11 月 7 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
届四中全会精神中央宣讲团动员会在京召开，中央领导同志要
求大家全面准确宣讲全会精神，推动全会精神深入人心。

当天起，中央宣讲团成员就在京进行集体备课。大家深入学
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上的重要讲话精
神，学习领会全会精神，学习领会中央宣讲团动员会精神，根据
全会《决定》《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宣讲提纲》精心备课，起
草撰写宣讲稿，为赴各地宣讲做好充分准备。

7 日下午，中央宣讲团在人民大会堂举行首场报告会。中央
宣讲团成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黄坤明介绍了十
九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和国家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阐明了全会
的重大意义，阐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
显著优势，围绕全会《决定》提出的总体要求、总体目标和重点任
务进行了系统解读。报告运用生动鲜活的案例、数据、图表进行
讲解，深入透彻、通俗易懂，帮助听众深化了对全会精神的理解。

10 日起，中央宣讲团成员在全国各地开展宣讲。讲清楚《决
定》是发扬党内民主、集中全党智慧的结晶，讲清楚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具有的显著优势，讲清楚坚持和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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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化的总体要求和总体目标……从城市到农村，从机关、企业到社
区、学校，中央宣讲团成员将全会精神娓娓道来，方向明确、重点
突出，受到干部群众热烈欢迎。

中央宣讲团成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李希
围绕“充分认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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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意义”“深刻领会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显著优势，坚定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制度自信”“准确把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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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要求、总体目
标和重点任务”“加强党的领导，确保全会确定的各项目标任
务全面落实到位”等 4个方面进行了深入解读。

在上海展览中心举行的上海市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
全会精神中央宣讲团报告会座无虚席。中央宣讲团成员、中共
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李强紧扣全会主题，结合学习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上海重要讲话和在第二届中国国际进
口博览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精神，紧密联系上海实际，理论
与实践、历史与现实相结合作全面深入阐述，要求全市上下努
力把全会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指示要求转化为奋力创造新时
代上海发展新奇迹的强大动力。
中央宣讲团成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天津市委书记李

鸿忠从全会的重要意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
体系的显著优势，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坚决做到“两个维
护”，贯彻落实全会精神与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在天津的扎实实践统一，全面推进依规治党，意识形态
工作的重要性，增强制度执行力，创新基层治理等 8个方面，
进行了系统宣讲和阐释。报告会后，他还与离退休干部、社区
党支部书记等进行了面对面交流。

在乌鲁木齐的宣讲报告会上，中央宣讲团成员、中共中央
政治局委员、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全国深刻阐述了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召开的重大意义，全面阐释了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显著优势，系统解读了全会
审议通过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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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的总体要求、总体目标和重点任务，就学习宣传贯彻
全会精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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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了认识体会。

在重庆，中央宣讲团成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重庆市
委书记陈敏尔深入阐释了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召开的重大意
义，系统阐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显
著优势，并就坚定制度自信、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
代化、学习宣传贯彻全会精神等谈了认识体会。他要求，重庆
全市上下要将学习宣传贯彻全会精神作为重要政治任务来
抓，用心学进去、用情讲出来、用力做起来，确保党中央决策部
署在重庆落实见效。

在北京城市副中心，中央宣讲团成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
员、北京市委书记蔡奇围绕“充分认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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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意
义”“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

制度体系”等 13个方面，对全会精神进行了系统阐述和深入
解读。报告会后，他来到通州区通运街道，与基层干部群众交
流座谈，宣讲全会精神。他表示，首都治理要把基层基础夯实
好，工作直接抓到街道，着力探索社区治理体系。

听完宣讲团成员的宣讲，有着 53 年党龄的新疆乌鲁木齐
市天山区三山社区党员贾帕尔·热吉甫激动地说：“现在国家
越来越富强了，我们的生活也越来越好了，老百姓都打心底感
恩党。”

宣讲活动现场，上海虹桥国际机场公司安检护卫保障
部运管中心旅检服务主管吴娜的笔记本上记得密密麻麻。
“《决定》为我们描绘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图谱’。听了
中央宣讲团的宣讲，我对全会精神理解得更加深刻，也深受
鼓舞。”

力求讲深讲透 及时解疑释惑

全会提出了哪些重要理论观点和重大改革举措，如何加
强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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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领导，学习宣传贯彻全会精神的要求
是什么？在各地，中央宣讲团成员围绕这些干部群众普遍关心
的问题进行重点宣讲。

11 月 11 日，河北石家庄。
中央宣讲团成员走进社区和公交总公司，和党员群众面

对面，展开互动式宣讲。在唠家常一般的交谈中，党的十九届
四中全会精神如春风化雨般浸入心田。

“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中国取得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
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大家知道根本原因是什么吗？”15 日下
午，在江西省电子信息技师学院，中央宣讲团成员用问题引
入，通过鲜活的案例、翔实的数据，深入阐释了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具有的显著优势。

在云南昆明西山区永兴路社区，中央宣讲团成员以类似
手机号的“19411113134”，来形象生动地概括和讲解党的十
九届四中全会精神，既方便记忆，又便于理解。

“农村基层干部如何践行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
把村庄建得更加美丽，让农民有更多获得感？”“在基层纪检监
察实践中，如何搞好廉政文化建设？”……在四川、安徽、福建、
辽宁、江苏、贵州等地，基层干部群众纷纷抓住机会，向中央宣
讲团成员抛出自己最关心的问题，寻求答案。

在西藏、青海、内蒙古、陕西、山东、浙江等地，中央宣讲团
成员也都结合各地实际，围绕当地党员干部群众关切展开宣
讲，现场掌声阵阵、互动频频，大家表示很受启发。

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司令部举行的宣讲活动刚刚结束，
意犹未尽的听众快步涌到了会场前方，将刚刚走下主席台的

中央宣讲团成员团团围住，又展开了一场面对面的交流互动。
80 岁高龄的宁夏银川市“五老”宣讲团团长马翔雪边听

边记，一场报告会下来，笔记本上密密麻麻记录了好几页。“我
来听报告会前列出了自己的疑问，这些疑问基本都在报告会
中得到了解答。”马翔雪说，“下一步我自己的宣讲工作马上就
开始了。我要好好准备，力争把全会精神带给更多的人”。

坚定制度自信 明确行动方向

从大礼堂到小山村，一场场充满感染力和号召力的宣讲，
让更多党员群众坚定了制度自信，明确了行动方向。

在湖北、广西、甘肃、湖南、吉林等地，中央宣讲团成员结
合党的十九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和国家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
全面系统、深入浅出地讲解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的重大意义。

“聆听报告以后，我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倍
感自豪，对在党的领导下创造更加美好的幸福生活充满信
心。”福建省安溪县的农民宣讲员张顺儒说，他将把农民朋友
最关注的乡村振兴有关内容传递给乡亲。

“制度是安邦定国之本。”黑龙江省委党校马克思主义学
院执行院长亓利说，身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央宣讲团的宣
讲将帮助大家进一步坚定制度自信，用制度的优势和力量应
对前进路上的各种风险挑战。

鼓舞人心，催人奋进。各地干部群众表示，中央宣讲团成
员生动务实的宣讲，激励着大家结合自身实际，更加鼓足干
劲、建功有为。

海南省商务厅自贸区（港）改革发展处二级调研员王伟感
慨道：“海南正在高标准高质量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和探索建
设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这是新时代赋予每个海南干部的神
圣使命。听了中央宣讲团的宣讲，结合商务工作的实际，我将
认真学习新知识，深入理解掌握政策，有效推进各项具体工
作，争取为海南开放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

山西太原重型机械集团有限公司的技术工人陈宾现场聆
听了宣讲，感同身受。“我自己切实感受到了这些年技能人才
培养体制机制的愈发完善，这让我们工作更有干劲了！”他说，
“我现在除了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还要发光发热，培养更多
年轻技能人才”。

在顺利实现脱贫的河南安阳林州市黄华镇庙荒村，中央
宣讲团成员与基层党员、村民代表围坐在一起，面对面宣讲交
流“如何确保贫困人口脱贫之后不返贫”。庙荒村驻村第一书
记陈军在交流结束后深受启发和鼓舞：“我们村两委作为国家
治理体系的神经末梢，离老百姓最近，要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
更加努力工作，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体现到老
百姓的油盐酱醋中。” 新华社北京 11 月 21 日电

增强制度自信，书写“中国之治”新篇章
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中央宣讲团宣讲活动综述

新华社南昌 11 月 21 日电（记者黄浩然）在江西省九江市
武宁县心怡水湾小区，老老少少都称呼胡著兰“胡大姐”，有事
没事都爱找她聊聊家长里短。今年 56 岁的她是小区业主委
员会的主任，一年前，带领小区 428户居民与当地政府一起动
手改造整治小区，让原来脏乱差的小区彻底变了样。

“原先脏乱差，有事没人管，我都不想住，准备把房子便宜
卖了，现在有人出多一倍的价钱我都不卖，因为什么都好了，
我不想走。”业主夏炬水说。

去年，武宁县开始探索老旧小区环境综合整治，先试点一
个小区。“我们采取‘群众主体工作法’，哪个小区业主事先配
合最主动、参与最积极，我们就把钱投向哪个小区，避免‘干部
干，群众看’，让改造又快又好。”武宁县副县长黄蓝说。

要作探索试点，小区业主必须心齐。
就在这时，在外做生意的胡著兰回到了小区，作为多年的

老业主，热心肠的她看哪家需要帮助，总是乐意上前。
“政府投上千万元帮我们改善居住环境，这么好的机会

一定要抓住！”胡著兰说。
过去的心怡水湾小区，因为没有雨污分流，一到下雨天，

地面污水横流；地下车库年久失修，几乎成了各栋的废品间，
道路上车辆乱停乱放，业主们开车进来容易，出去难；各家窗
户上的防盗网有碍观瞻，电线、网线等如同蜘蛛网密布空中。

凝聚共识，第一个“拦路虎”是拆除防盗网。“牵头为大家
做事，受累倒还好，经常会有人不理解。”胡著兰回忆道，有的
说，装防盗网花了至少一万，拆了卖废品只值几十块钱，损失
谁来赔？有些业主认为拆了防盗网没有安全感，即便是告诉
他们小区里会装上智能安防设备，很多人也将信将疑。

胡著兰耐心牵头劝说，一户一户做工作，一家一家磨嘴
皮，统一了业主意见，279个防盗网在七八天内就全部自行拆

除，终于“抢”到了全县唯一的整改试点名额。
“要把群众的好事办好，必须发动群众，引导他们自己自

我管理、自我服务。”黄蓝说。
在胡著兰的带动下，小区每栋选出楼栋长，再由楼栋长选

出业主委员会成员，成立了业主委员会。
有人牵头好办事，业主委员会委员与每家每户交流意见，

与整改工作组协调解决方案，达成了共识，化解了一个个矛
盾，解决了一桩桩难事。最终，仅用一个多月时间就完成了窗
台隐身、网线下地、雨污分流、外墙粉刷、行道“白改黑”、安防
智能化、空地绿化、停车位固化等工程，建起了健身小广场、电
车充电桩、小公园、图书室、会议室……

小区改造后，最令居民担忧的“没了防盗网的安全问题”
迎刃而解。小区有了安防智能化系统，摄像头“看家”，一件失
窃案件也没发生。

“30 多天把 30 年来没做过的事都做了，30 年没流过的
汗都流了，30 年没爬的楼梯都爬了。”胡著兰望着颜值和气
质都已脱胎换骨的“心怡水湾”，觉得虽累但很值。

武宁县继“心怡水湾”顺利改造之后，接着又改造了 3个老
旧小区，并根据成功改造的经验，总结出了“武宁县 2019 年老
旧小区改造实施方案”，指导今年 10个老旧小区的改造工作。

“政府来主导，群众为主体，群众的事由群众商量着办，共
商、共建、共享，才能把小区改造这样的好事办好。”黄蓝说，
“我们要求老旧小区 90% 以上的业主提出申请才给予改造，
倒逼他们自我管理，齐心协力。”

实践证明，只有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
互动，才能夯实基层社会治理基础。“去年底，我们小区全体业
主，百桌千人一起吃‘百家宴’团圆饭，一起搞联欢活动，那高
兴劲甭提了。”胡著兰说，“我们都相信，好日子还在后头呢。”

老旧小区改造，好事咋办好？

“我就不信这个邪了！”第三次站在 401室的门口，潘大姐
心里暗暗给自己打着气，“这个事今天必须有结果！”她深吸一
口气，敲响了那扇灰黑色的防盗门。

潘大姐大名潘美华，是杭州下城区长庆街道浙大御跸社
区的“金牌”纠纷调解员，而让她三顾 401 的操心事，是一块雨
棚引发的一场邻里纠纷。

几个月前，御跸社区某楼的 401 和其楼上的 501 来了一
次小型“火星撞地球”的冲突——

家住 401 的朱师傅发现自家雨棚上忽然出现了一个破
洞。他怀疑是 5 楼在晒酱肉时掉下来东西砸坏的，于是他到
501 找住户祝女士商量赔偿一事，祝女士当时表示愿意出 500
元补偿修补这个破洞。

事情看似和平解决了，然而当朱师傅不断打电话询问雨
棚修补价格时，得到的答复都是雨棚补不了，只能整块换，而
换一块雨棚最少要 2000 元。

无奈之下，朱师傅要求楼上住户将雨棚赔偿价格提高到
2000 元。这下，祝女士干脆不认账了，直接对朱师傅说：“你有
证据是我楼上掉下的东西砸坏你雨棚的吗？”

于是，火药味就噼里啪啦撞击出来了——
“楼上的，没有 2000 块钱，咱们没完！”朱师傅气呼呼把门

一摔。
“楼下的，你没有证据我凭啥赔钱，随便你好了！”祝女士

气鼓鼓把门狠狠一锁。
在江南的绵绵阴雨中，未及时修补的破漏雨棚将朱师傅

的心情搅得更湿溻溻的阴郁一片。

“官司”打到了社区党委书记李琳那里，李琳请出了大名
鼎鼎的潘大姐。

“我们这个小区居住着 4100 多户居民，社区干部只有 12
名，小纠纷社区干部可以调解，但遇到这种比较棘手的事，我
们一般会请社区‘三和交流室’义务调解员帮忙调解。”

“三和交流室”，是御跸社区一群热心公益的老党员、老干
部、老工人、居民骨干发起成立的志愿者组织，专解邻里纠纷。
家庭和美、邻里和睦、小区和谐是他们的目标，人称潘大姐的潘
美华因调解水平高而名声响当当。

潘大姐接到任务，二话不说就风风火火敲开了 401 的门。
不过这第一次，潘大姐在浓烈的火药味中“败退”了下来。

“两边根本不听劝！4楼朱师傅坚持要 5楼住户赔 2000元，
不然打官司；5楼祝女士咬死不是她家砸破的，要打官司请便。”

潘大姐在家想了好多天，忽然有一天她一拍大腿，找到一
把卷尺直奔 401。

第二次到 401，她在朱师傅满眼疑惑的注视下，抿着嘴一
声不吭把那个雨棚的长宽都细细量好，又一声不吭地走了。

此后的一段时间，潘大姐一有时间就拿着“核心数据”，到
市场上了解同类型雨棚的价格。问了一家又一家，潘大姐心里
慢慢有底了。

“第三次登门，我就很直接和朱师傅谈了，我说你没有 5
楼砸破雨棚的证据，而那几天杭州市刮大风，有可能是其他
楼层掉下来的或者其他地方刮过来的东西砸破了你的雨
棚。另外，你的雨棚已经用了四五年，按 2000 元一块标准折
算，也就只需赔 500 元左右，而且市面上换一块雨棚也不要

那么高的价钱，最便宜千把块钱的事。如果打官司，你费
时不说，败诉了你还要付诉讼费。”

转过身，潘大姐又到 5 楼，和 5 楼祝女士也摊了牌：现
在物业可以明确 6 楼没住人，如果 4 楼要打官司，也就是 5
楼和 7 楼的住户一起承担，如果要赔偿也就是一户各出
1000 元，那就不是 500 元的事了，打官司你还要请假应诉
等，耗费的成本巨大，所以建议你还是考虑适当赔偿为妥。

几天后，信心满满的潘大姐再次召集双方商谈，最后朱
师傅同意 500 元赔偿款，祝女士也爽快支付了款项，双方握
手重归于好。至此，一块牵扯三四个月、两个家庭的雨棚纠
纷，终于调解落地。

“以社区党组织为主心骨，以规范的社区居民自治组
织为抓手，一群热心肠、能力强的志愿者有执行力，这就是
这起雨棚纠纷背后的基层治理密码。”李琳说，群众事看小
实大，如不及时处理，年年投诉不说，有些还可能演化为暴
力冲突或干脆成为上访维稳对象。潘大姐这样的志愿调解
员，可以说是基层党建工作的助手、服务群众的帮手、调解
纠纷的能手。

据了解，浙大御跸社区“三和交流室”自 2011 年成立以
来，已成功调解各类矛盾纠纷 100 多起，预防社区矛盾 500
余起。而以“三和交流室”调解为依托，该社区着力打造楼道
家风文化、亲善邻居节，建强楼道党支部和楼道自治会等组
织，居民的满意度和幸福度逐年上升，居民投诉量比过去下
降 50% 以上，刑事犯罪率多年为零。（记者邬焕庆、李平）

新华社杭州 11 月 21 日电

一块雨棚里的基层治理密码

四中全会精神在基层

▲上图为 2019 年 6 月 21 日拍摄的江西省九江市武宁
县心怡水湾小区改造前的景象；下图为 2019 年 11 月 12 日
拍摄的小区改造后的景象。 新华社记者谢锐佳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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