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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刻认识党的核心领导地位和 “两个确立” 的决定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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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中国共产党的核心领导地位，可以从纵向和横向两个维度去理解。纵向维度是指党是最高政治领

导力量，横向维度是指党的全面领导，这两者密切联系、相互促进。 “两个确立” 的决定性意义有其理论逻辑、
历史逻辑和现实逻辑。在继续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中，我们要坚决维护 “两个确立”，以党的自我
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
［关键词］ 中国共产党

核心领导地位

“两个确立”

新的伟大工程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
议》，全面阐释了坚 持 党 的 全 面 领 导 的 科 学 内 涵 、 精 髓 要 义 和 根 本 要 求， 高 度 强 调 了 “确 立
习近平同志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确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
位” 的决定性意义。在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喜迎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之际 ，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强
调 “两个确立” 的决定性意义，充分彰显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自觉、理论自觉和行动自觉，是党团
结带领人民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从胜利走向胜利的根本政治思想保证。

一、从纵向和横向两个维度深刻理解党的核心领导地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 序言写道： “国家的根本任务是， 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集
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中国各族人民将继续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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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① 宪法总纲第一条还
明确规定： “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最本质的特征。”② 宪法的这些重要规定以及其他重要内容， 以国家根本大法的形式确认了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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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北京： 人民出版社，2018 年，第 4 － 5 页。
②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北京： 人民出版社，2018 年，第 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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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在国家和社会中的领导地位 ， 确认了党在国家政权结构中总揽全局、 协调各方的核心地
位。这是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的根本法律根据 ，是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根本保证 ，是全面依法治
国的题中应有之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 ，集中反映了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意志
和根本利益，是全国各族人民长期奋斗的伟大政治成果 。
中国共产党的核心领导地位，可以从纵向和横向两个维度理解 。纵向维度是指党是最高政治
领导力量。在中国没有高于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力量或其他什么力量 。一切政治力量都必须接受中
国共产党的领导，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参政议政 ，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中国共产党是领导国
家政权、发展社会主义事业的唯一政治力量 。民主党派是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参政党 ，是同共
产党通力合作、共同致力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亲密友党 。这是中国政党制度、政治制度区
别于其他国家的地方，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鲜明特色 。
我国宪法确认了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地位 ，确认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
核心地位，这是近代以来中国历史的选择，是一代又一代中国人民的选择，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
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需要。正因为有了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 ，中国人民才从根本上改变了自
己的命运，中国发展才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 ，中华民族才迎来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 。历史和
现实充分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党制度、政治制度有着显著特点和优势，不仅有效克服了
多党制国家在朝党与在野党互相倾轧 、彼此争斗的种种弊病， 而且能够把 14 亿多中国人民的意
志和力量凝聚在一起，朝着既定的目标不断前进。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决议 ，再次明确中
国共产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从根本上回答了我国国家政权归谁领导 、国家领导权由谁掌握这
一治国理政的重大问题，这是党和国家的根本所在、命脉所在，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所系、幸
福所系。
横向维度是指党的全面领导。中国共产党是领导一切的，在国家和社会的各个领域、各个方
面党都处于核心领导地位。习近平指出，事在四方、要在中央， “党政军民学， 东西南北中， 党
是领导一切的”①， “党的领导必须是全面的、 系统的、 整体的， 必须体现到经济建设、 政治建
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 生态文明建设和国防军队、 祖国统一、 外交工作、 党的建设等各方
面”②。这些重要论述阐明了 “党是领导一切的” 和 “党的全面领导 ” 的科学内涵。 党的十八大
以来成立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 、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中
央财经委员会、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等机构，就是为了落实党中央对经济建设、 政治建设、
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国防和军队建设等各方面工作的全面领导 ，旨在强化党中
央决策议事协调机构的职能作用 。
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和重要经验 。毛泽东多次强调坚持党的全面领导
这一重要思想。1962 年，他在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上指出： “工、 农、 商、 学、 兵、 政、 党这七个

①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 3 卷，北京： 外文出版社，2020 年，第 181 页。
②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 3 卷，北京： 外文出版社，2020 年，第 16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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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党是领导一切的。党要领导工业、 农业、 商业、 文化教育、 军队和政府。”① 改革开放以
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也都坚持 “党是领导一切的核心 ” 和 “坚持党对一切工
作的领导” 这一重要党建思想和原则。
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是克服党的领导弱化 、 虚化、 淡化、 边缘化问题的需要。 改革开放以来，
党内存在不少对坚持党的领导认识模糊 、行动乏力，特别是对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执行不力 ，有
的人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甚至口是心非、擅自行事等问题； 有的人没有前提地搞党政分开，
对坚持党的领导讳莫如深、语焉不详甚至搞包装； 也有的人习惯于把分管工作当成自己的禁脔，
不主动向党委汇报，甚至不愿意党委过问，不然就是党政不分了。这些想法是不正确的。改革开
放初期，党中央提出党政分开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和特殊的政治内涵 ，是针对当时党和政府的职
能混淆、党政机构重复、 以党代政、 工作效率低下等现象提出来的， 目的是加强和改善党的领
导，克服官僚主义、机构臃肿、人浮于事、作风拖拉等问题，而不是要弱化、虚化、淡化乃至否
定党的领导。邓小平明确指出： “现在提出党政分开，但不管怎样还是共产党领导， 是为了更好
地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②
“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 同 “党是领导一切的” 是密切联系、 相互促进的。 “党是最高政
治领导力量” 为党领导一切提供了政治前提， 是做好党和国家各项工作的根本保障， 是我国政
治稳定、经济发展、民族团结、社会稳定的根本点，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 “党
是领导一切的” 则为实现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是 “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
量” 在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得到落实的体现。 削弱或否定这两个方面中的任何一方， 都会对党
的核心领导地位造成损害。

二、深刻领会党的核心领导地位需要厘清的几个问题
第一，强调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和坚持党领导一切 ，并不意味着党要包揽包办一切，直接
管理国家和社会各项事务。中国共产党无疑要承担与执政党地位职责相称的事务 ，需要设立相应
的党的机关和工作部门，如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务委员会、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中
央军事委员会等，如党的组织部门、宣传部门、 统战部门、 政法机关、 纪检机关等。 除此之外，
国家和社会发展还需要设立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的机构单位 。因此，在我国除了隶属于中国共产
党的机关外，还有人大、政府、政协、审判、检察等机关， 有民主党派和工商联机关， 有工会、
青年团、妇联等群团组织，有新闻媒体、党校、高校、科研院所等单位，有领导军队等武装力量
的军事机构，等等。这些机关单位，一方面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另一方面同中国共产党的机
关、工作部门在职能、权责等方面有着明确的分工，各司其职、各负其责。习近平指出，国家治

① 《毛泽东文集》 第 8 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9 年，第 305 页。
② 《邓小平文选》 第 3 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3 年，第 25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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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体系 “这个系统的核心是中国共产党，党是领导一切的，人大、 政府、 政协、 法院、 检察院、
军队，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 各企事业单位， 工会、 共青团、 妇联等群团组织， 既各负其
责，又相互配合，一个都不能少”①。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体现在领导党的机关和工作部门上 ，体现在领导一切机关单位和社会组
织中的党组织及党员上，体现在党中央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强大领导能力上，体现在各领域各
方面全面贯彻党的思想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上 。习近平指出： “中央政治局常委会， 这是党的领
导决策核心。党中央作出的决策部署，党的组织、 宣传、 统战、 政法等部门要贯彻落实， 人大、
政府、政协、法院、检察院的党组织要贯彻落实， 事业单位、 人民团体等的党组织也要贯彻落
实，党组织要发挥作用”， “党委是起领导核心作用的， 各方面都应该自觉向党委报告重大工作
和重大情况，在党委统一领导下尽心尽力做好自身职责范围内的工作 ”②。 习近平形象地将党的
领导比喻为 “众星捧月 ”， 这个 “月 ” 就是中国共产党。 他还用中国象棋棋局中的 “帅 ” 与
“车马炮” 的关系来形容党领导一切的地位与作用， 强调党中央是坐镇中军帐的 “帅 ”， 车马炮
各展其长，一盘棋大局分明； 用 “大厦 ” 比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 认为党是贯穿其中总的
骨架、党中央是顶梁柱，须臾不能动摇。
第二，党中央的核心领导地位和国家机关行使权力是辩证统一的关系 。党中央坚持和加强对
一切国家机关工作的领导，同时也保证国家的立法、司法、行政、检察等机关积极主动地、独立
负责地、协调一致地开展工作。 比如，2012 年以来， 随着全面依法治国进程的推进和司法体制
改革的深化，党中央更加重视保障司法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权力 。2014 年 10 月， 党的十八
届四中全会通过的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 就如何完善司法机
关独立公正行使权力的制度进行了创造性的探索 ，提出了一系列符合中国实际并初显成效的重大
决策。2015 年 3 月，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 《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 插手具
体案件处理的记录、通报和责任追究规定》，明确了在线索核查、立案、侦查、 审查起诉、审判、
执行等环节为案件当事人请托说情等五种属于违法干预司法活动的行为，为防止领导干部干预司法
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确保司法机关依法独立公正行使职权，提供了重要的制度保障。
习近平多次强调，任何组织和个人都必须尊重宪法法律权威， 都必须在宪法法律范围内活
动，都必须依照宪法法律行使权力或权利 、履行职责或义务，都不得有超越宪法法律的特权。任
何人违反宪法法律都要受到追究 ，绝不允许任何人以任何借口任何形式以言代法 、以权压法、徇
私枉法。他要求每个党政组织、每个领导干部，都必须遵守宪法法律的规定，不能以党自居，更
不能把党的领导作为自己以言代法 、以权压法、徇私枉法的挡箭牌 ③。 《中国共产党章程 》 明确
规定： “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 党必须保证国家的立法、 司法、 行政、 监察机关，

① 《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政治建设论述摘编》，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 年，第 188 页。
② 《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 上）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 年，第 772 页。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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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文化组织和人民团体积极主动地 、独立负责地、协调一致地工作。”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
法》 也明确规定： “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 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遵
守宪法和法律。”②
第三，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也是辩证统一的关系。一方面，党是领导一切的，
是全面领导； 另一方面，这种领导不是分散的、无序的，而是集中统一的，要靠党的坚强组织体系
去实现。中国共产党有一个自上而下的严密组织体系，包括党的中央组织、地方组织和基层组织。
党中央处在垂直体系的顶端，是全党的大脑和中枢，负责把方向、谋大局、定政策、促改革，具有
定于一尊、一锤定音的权威。党的地方组织的根本任务是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在本地区贯彻落实，
有令即行、有禁即止。党组要贯彻落实党中央和上级党组织决策部署，发挥好把方向、管大局、保
落实的重要作用。党的基层组织负责把党中央和上级党组织的决策部署贯彻落实到基层，密切联系
群众。这种上下贯通、集中统一的组织体系，使党中央的大政方针和决策部署及时地、不折不扣地
得以贯彻落实。这是党的力量的组织来源，是 “世界上任何其他政党都不具有的强大优势”③。
第四，强调坚持党的政治领导、思想领导、组织领导，并不意味着党的领导仅局限在这些领
域，其他领域其他方面不需要党来领导了 。党对经济工作、文化工作、新闻舆论工作的领导，党
对全面依法治国的领导， 党对军队工作的领导， 党对民族工作、 宗教工作的领导， 党对金融工
作、国有企业的领导，党对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党校工作、高校工作的领导，等等，都是党的全
面领导所包含的具体内容。坚持党的政治领导、思想领导、组织领导不是抽象的、空洞的，需要
通过党对具体工作的领导来体现 。历史和现实表明，只有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把党的领导落实到
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各领域，落实到党和国家事业各方面各环节 ，才能
充分发挥党中央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步调一致向前进 。
党在十八大以来不断取得新成就 ，特别是反对腐败、脱贫攻坚、应对中美贸易战、抗击新冠
肺炎疫情等重大斗争成效斐然，与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是分不开的 。这是全
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宏伟事业的根本保障 。因此，党的十九届
六中全会通过的决议明确指出： “党的领导是全面的、系统的、整体的，保证党的团结统一是党
的生命； 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是党的领导的最高原则 ，加强和维护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是全党共
同的政治责任，坚持党的领导首先要旗帜鲜明讲政治 ，保证全党服从中央。”④

三、“两个确立” 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和现实逻辑
坚持党的核心领导地位， 必须深刻领悟 “两个确立 ” 的决定性意义， 坚决做到 “两个维

① 《中国共产党章程》，北京： 人民出版社，2017 年，第 11 页。
②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北京： 人民出版社，2018 年，第 10 页。
③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 3 卷，北京： 外文出版社，2020 年，第 86 页。
④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北京： 人民出版社，2021 年，第 2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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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这是我们党历经百年风雨依然具有强大生
命力和创造力，并继续带领人民不断取得新成就的根本思想保证 、政治保证和力量保证。
“两个确立” 是党的十八大以来的最重要政治成果， 有一个形成发展和完善的过程。 确立
习近平同志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是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作出的重要决定 ，确立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是党的十九大作出的重要决定 ，把这两个重要决定放在
一起，形成一个完整的论断，是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的重大贡献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历
史决议明确指出： “党确立习近平同志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 确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反映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心愿 ，对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
发展、对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具有决定性意义 。”① “两个确立 ” 是党的十八大以来
党中央作出的最重大政治结论，其决定性意义有着深刻的理论逻辑 、历史逻辑和现实逻辑。
从理论逻辑看，“两个确立” 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发展的本质要求 。 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
的基本逻辑是：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但在剥削社会中人民群众只能被动地创造历史 ； 人民
群众要能动地创造历史，成为历史的主人，需要有先进阶级的领导，这个先进的阶级就是无产阶
级； 无产阶级只有在自己政党的领导下 ，才能发挥先进战士的作用； 无产阶级政党通常由最有威
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被选出来担任最重要职务而被称为领袖的人们所组成的比较稳定的集
团来主持； 无产阶级政党、 无产阶级的先进战士， 只有在科学理论的武装下， 才能有革命的行
动，才能实现先进战士的作用，这个科学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 。因此，马克思主义政党在推进
自身建设的过程中，非常重视领导集团和领袖权威的决定性意义 ，非常重视科学理论对于领导人
民取得各项事业胜利的决定性意义 。列宁特别强调党的杰出领袖对党的意志统一的决定性作用：
“造就一批有经验、有极高威望的党的领袖是一件长期的艰难的事情 。但是做不到这一点， 无产
阶级专政、无产阶级的 ‘意志统一 ’ 就只能是一句空话。”② 列宁还指出：

“没有革命的理论，

就没有革命的行动”③，“只有以先进理论为指南的党，才能实现先进战士的作用”④。
从历史逻辑看，确立党的领导核心、确立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历来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
的重大课题。纵观 170 多年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不难看出 ，当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成为
国际工人组织和无产阶级政党的领袖时 ，当马克思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成为国际工人运动和各
国革命的指导思想时，就有了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一国际、第二国际前期国际工人运动事业的大
发展，就有了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 、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创建和发展 ，就有了第三国际
的创建发展、中国革命的胜利和一大批国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成就 ，就有了社会主义从空想到
科学的飞跃、从理论到实践的跨越、从一国实践到多国实践的发展。 反过来，当动摇了马克思、

①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北京： 人民出版社，2021 年，第 26 页。
② 《列宁全集》 第 42 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2017 年，第 108 页。
③ 《列宁专题文集·论马克思主义》，北京： 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 298 页。
④ 《列宁全集》 第 6 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2013 年，第 2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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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的领袖地位，特别在马克思、恩格斯逝世以后，国际工人运动和世界无产阶级事业就遭受挫
折。第二国际及其大部分党的领导人滑向修正主义，第二国际就走向破产。苏联在斯大林去世后，
自赫鲁晓夫时期起特别是在戈尔巴乔夫领导下，苏共加速蜕变，发生了苏共亡党、苏联解体的悲
剧。这些历史教训充分说明了领袖的重要性。领袖人物是不是坚定清醒的马克思主义者，在一定条
件下对于无产阶级事业常常具有决定性的影响。这也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始终同国际共产主义
运动中的机会主义头子如拉萨尔、蒲鲁东、巴枯宁、“苏黎世三人团”、伯恩施坦、考茨基、谢德曼
之流进行坚决斗争的原因。斗争的目的是为了保住国际无产阶级事业和无产阶级政党的最高权力掌
握在坚持马克思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领袖人物手中，这是党和人民事业取得胜利的关键。
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来看，确立党的领导核心、确立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更具有决定性意
义。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由于没有形成成熟的党中央和坚强的领导核心 ，由于没有科学理论
和正确路线方针政策的指引， 中国革命事业多次经历重大挫折， 甚至面临着失败亡党的危险。
1935 年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 ， 中国共产党开始形成坚强的领导核
心，中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 ，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 ，创造了社会
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1978 年中国进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 以邓小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 、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和以胡锦涛
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情和实际出发 ，积极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
道路，党和国家事业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 。党的十八大以来，确立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的核
心、全党的核心地位，确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取得历史性成就，党和国家事业发生历史性变革。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深刻证明，在成熟稳
定的领导集体中形成一个强有力的党中央的核心 、全党的核心，对于党和国家事业的兴旺发达起
着决定性的作用。毛泽东曾形象地比喻说，一个桃子剖开来有几个核心？ 只有一个核心。他还指
出，“实行一元化的领导很重要， 要建立领导核心， 反对 ‘一国三公 ’”①。 邓小平也明确指出：
“任何一个领导集体都要有一个核心， 没有核心的领导是靠不住的。”② 1994 年党的十四届四中
全会通过的决定论述了建立领导核心的重要性： “党的历史表明，必须有一个在实践中形成的坚
强的中央领导集体，在这个领导集体中必须有一个核心 。如果没有这样的领导集体和核心 ，党的
事业就不能胜利。”③
领导核心确立以后，确立这个核心的思想为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就成为必然 ，成为党和国家
事业发展的 思 想 保 证。1945 年 党 的 七 大 把 将 马 克 思 列 宁 主 义 创 造 性 运 用 于 中 国 革 命 实 际 的
毛泽东思想写在党的旗帜上，并同马克思列宁主义一道成为党的指导思想 ，新中国成立后成为国
家的指导思想。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

① 《毛泽东文集》 第 3 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6 年，第 69 页。
② 《邓小平文选》 第 3 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3 年，第 310 页。
③ 《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 中） ，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7 年，第 962 － 96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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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结合，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1997 年党的十五大把邓小平理论同马克思列宁主义 、
毛泽东思想一起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写入党章 ，2002 年党的十六大把 “三个代表 ” 重要思想同马
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 邓小平理论一道作为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写入党章 ，2012
年党的十八大把科学发展观正式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 、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从新
的实际出发形成并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 这一思想于 2017 年党的十九大
确立为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并写入党章 ，2018 年又与科学发展观一起载入国家宪法 。
把执政党的指导思想上升为国家的指导思想 ，是人民利益和国家意志的集中体现 ，是全面推
进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根本需要 。历史告诉我们，中国在历史重大关头能够实现
国家独立、民族解放、人民幸福，关键是因为确立了毛泽东同志的核心领导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
指导地位，这是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发展进步 、中国人民命运发生历史性变化的根本原因 。中国改
革开放保持几十年的快速稳定发展 ，关键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始终有一个得到广大人民群众拥护的
稳定坚强的领导集体和领导核心 ，有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符合中国发展实际、推动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不断前进的科学理论体系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
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 ，进入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 ，关
键是有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正确的领导 ，有科学指引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党中央作出 “两个确立 ” 的重大论断， 是系统总结中国共产党百
年奋斗历史经验得出的宝贵结论 ，是中国共产党继承优良传统不断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 ，是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独特的政治优势。
从现实逻辑看，“两个确立” 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历史意义 ， 是全体中国人民的根本利
益所在，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保证。 中国是一个有着 14 亿多人口、56 个民族的大
国，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有着 9600 多万名党员、490 多万个基层党组织的大党。 在这样的大国大
党，要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党中央和全党没有一个强有力的领导核心 ，党和国
家没有一个武装全党、指导实践、推动各方面工作的科学理论体系 ，是不能想象的。这样不但不
能实现民族复兴伟业，反而会使社会软弱涣散，人民失去前进方向，什么事也办不成。那些深陷
经济停滞、社会动荡等泥潭的国家，那些跌倒在现代化门槛上的民族 ，一个共同的弱点是缺乏一
个用科学理论武装起来的正确领导国家发展的强有力的政党和这个政党的领导核心 。
进入 21 世纪特别是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世界形势发生了深刻变化。西方发达国家相
继陷入各种危机，一大批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却势不可挡 。美西方国家自殖民时代
起建立的 “中心—边缘” 世界体系难以为继，“美国优先论” “西方中心论” “西方文明优越论 ”
遭到世界各国的广泛抵制，国际格局和全球秩序正在发生深度变革 ，全球治理体系正在发生深度
调整，国际力量对比也在发生有利于社会主义的转变 。与此同时，中国发展举世瞩目，昂首步入
新时代。世界形势的深刻变化一方面给中国带来重要机遇， 另一方面也带来各种挑战。 特别是
2019 年中美贸易战、2020 年全球新冠肺炎疫情、2022 年俄乌军事冲突以来，美国政府和极右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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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力大搞单边主义、 贸易保护主义和政治军事霸凌主义， 悍然发动对华贸易战、 科技战、 外交
战、舆论战、 信息战， 高筑贸易、 技术、 教育、 人员往来等壁垒， 高举政治恐吓、 经济制裁、
“长臂管辖” 等大棒，无理打压中国企业、机构和个人， 妖魔化中国疫情和中国抗疫努力， 无端
损害中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拜登上台以后，美国政府强化与盟友的政治军事联盟和价值观
联盟，试图政治上打压中国、经济上搞垮中国、外交上孤立中国、军事上围剿中国、舆论上丑化
中国，中美关系遭遇建交以来最严峻的局面 。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复杂严峻的国际斗争
环境，要克服和战胜前进道路上的艰难险阻 ，于危机中育新机、于变局中开新局，实现中华民族
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就必须确立坚强的领导核心，必须确立科学的理论指导。
确立习近平同志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确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的指导地位，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和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心愿 。在他的英明领导下，中国人民发扬
伟大的历史主动精神，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 ，胜利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第一
个百年奋斗目标，正昂首阔步迈向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 ，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
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 ，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航向，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 、发生历史性变革
的根本所在，是 “两个确立” 具有决定性意义的现实依据。
党中央作出 “两个确立 ” 的重大政治判断， 是众望所归、 名副其实， 是历史的选择、 人民
的选择，是中国共产党继续成功的根本保证， 是中国共产党依据党情国情、 立足 “两个大局 ”
作出的科学结论。只有深入了解中国共产党 100 多年的奋斗史、 世界社会主义 500 多年的发展
史、中华民族 5000 多年的文明史，深入了解世界发展大势和中国面临的内外部环境， 才能深刻
领悟 “两个确立” 的科学内涵和决定性意义， 自觉维护党中央权威和党的领袖权威， 自觉用党
的创新理论武装自己的头脑，主动应对各种风险挑战，勇于战胜一切艰难险阻，不断实现新时代
党制定的各项目标任务。

四、在继续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中维护 “两个确立”
党的十九大提出，为了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完成新时代肩负的历史使命，就需要推进
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这是党在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中起决
定性作用的方面。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决议强调， 继续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
程，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坚定不移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 ， 勇敢面对 “四大考验 ”， 坚
决战胜 “四种危险”。
在继续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中维护 “两个确立 ”， 首先要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
领导，坚持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
只有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 ， 才能把社会各方面力量和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
来，形成强大合力，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实现国家长治久安。党的各级组织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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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大党员干部，要深刻领悟 “两个确立 ”， 增强 “四个意识 ”， 坚定 “四个自信 ”， 自觉维护党
中央权威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 ，坚持把对党忠诚作为根本政治要求和最重要的政治纪律，经常、
主动地向党中央和领导核心看齐，向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看齐，向党的方针政策、
各项决策部署看齐，使全党团结成 “一块坚硬的钢铁”，确保党和国家各项事业顺利推进。
其次，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政治是统领，政治是灵魂，注重加强党
的政治建设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鲜明特征和政治优势 ，政治建设是党的根本性建设。党的十八大
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党的政治建设作为党的根本性建设来推进 ，引领全党胸怀
“国之大者”，要求广大党员和领导干部提高政治判断力、 政治领悟力、 政治执行力， 在政治立
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推进了党的建设和中国社会全面
进步。新时代坚持 “两个确立”，就要坚定执行党的政治路线， 严明党的政治纪律， 严守党的政
治规矩，增强党内政治生活的政治性、原则性和战斗性，坚定维护习近平同志党中央的核心 、全
党的核心地位，坚定维护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 ，自觉抵制商品交换原
则对党内生活的侵蚀，坚决防止和反对个人主义、 分散主义、 自由主义、 本位主义、 好人主义，
坚决防止和反对宗派主义、圈子文化、码头文化，坚决反对搞两面派、做两面人。
再次，要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全党 。思想建设是
党的基础性建设。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始终强调思想引领， 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全党、
教育人民，深入推进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深入开展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教育 ，引导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筑牢信仰之基 、补足精神之钙、把稳
思想之舵，解决好世界观、人生观、 价值观这个 “总开关 ” 问题， 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 信、 文 化 自 信， 增 强 党 的 意 识、 党 员 意 识、 宗 旨 意 识。 新 时 代 坚 持
“两个确立”，就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 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时代化，推进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文化创新和其他各方面创新，坚定对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的信念，坚定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信心 ，牢记党的性质和宗旨，努力做好各项工作，自
觉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坚定信仰者和忠实实践者 。
最后，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 。我们要毫不动摇地坚持 “两个确立 ”， 深刻领悟
“两个确立” 的决定性意义，不断加强党的长期执政能力建设、 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 深入持久
地推进反腐败斗争，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健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不断强化党的自我净化、自
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全面增强党的执政本领。
（ 汪亭友系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当代政党研究中
心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 21 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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