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政协举行新年茶话会
习

近

平

发

表

重

要

讲

话

李克强张德江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出席 俞正声主持
ZHONGGUO JIJIAN JIANCHA BAO

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部 主管
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 www.ccdi.gov.cn 中国廉政网 csr.mos.gov.cn
2015年 1月 1日
星期四 第 5589期
国内统一刊号：CN11— 0176 邮发代号：1— 204

国
家
主
席
习
近
平
发
表
二
一
五
年
新
年
贺
词

12月 31日，全国政协在北京举行新年茶话会。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李克强、张德江、俞正声、刘云山、王岐山、
张高丽出席茶话会并观看演出。
新华社记者 李学仁 摄

新年前夕，国家主席习近平通过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发表
二 〇 一五年新年贺词。
新华社记者 鞠鹏 摄
新 华 社 北 京 12月 31日 电
新年前夕，国家主席习近平通过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央人民
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发表了
二 〇 一五年新年贺词。全文如下：
时间过得真快，2014年就
要过去了，2015年正在向我们
走来。在这辞旧迎新的时刻，我
向全国各族人民，向香港特别行
政区同胞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同
胞，向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向
世界各国和各地区的朋友们，致
以新年的祝福！
2014年是令人难忘的。这
一年，我们锐意推进改革，啃下
了不少硬骨头，出台了一系列重
大改革举措，许多改革举措同老
百姓的利益密切相关。我们适应
经济发展新常态，积极推动经济
社会发展，人民生活有了新的改
善。12月 12日，南水北调中线
一期工程正式通水，沿线 40多万
人移民搬迁，为这个工程作出了
无私奉献，我们要向他们表示敬
意，希望他们在新的家园生活幸
福。这一年，我们着力正风肃纪，
重点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
乐主义和奢靡之风，情况有了很
大改观。我们加大反腐败斗争力
度，以零容忍的态度严惩腐败分
子 ，显 示 了 反 腐 惩 恶 的 坚 定 决
心。这一年，我们加强同世界各
国的合作交往，主办了北京亚太
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我
国领导人多次出访，外国领导人
也大量来访，这些活动让世界更

好认识了中国。
为了做好这些工作，我们的各
级干部也是蛮拼的。当然，没有人
民支持，这些工作是难以做好的，
我要为我们伟大的人民点赞。
这一年，我们通过立法确定
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
日、烈士纪念日、南京大屠杀死
难者国家公祭日，举行了隆重活
动。对一切为国家、为民族、为
和平付出宝贵生命的人们，不管
时代怎样变化，我们都要永远铭
记他们的牺牲和奉献。
这一年，我们也经历了一些
令人悲伤的时刻。马航 MH370
航班失踪，150多名同胞下落不
明，我们没有忘记他们，我们一定
要持续努力、想方设法找到他们。
这一年，我国发生了一些重大自然
灾害和安全事故，不少同胞不幸
离开了我们，云南鲁甸地震就造
成了 600多人遇难，我们怀念他
们，祝愿他们的亲人们都安好。
新年的钟声即将敲响。我们
要继续努力，把人民的期待变成
我们的行动，把人民的希望变成
生活的现实。我们要继续全面深
化改革，开弓没有回头箭，改革关
头勇者胜。我们要全面推进依法
治国，用法治保障人民权益、维护
社会公平正义、促进国家发展。
我们要让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
进依法治国如鸟之两翼、车之双
轮，推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
标如期实现。
我国人民生活总体越来越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文章

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新华社北京 12月 31日电 2015
年 1月 1日出版的 《求是》 杂志 2015
年第 1期将 发 表 中 共 中 央 总 书 记、
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文
章，题为 《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
家》。这篇文章选自习近平 2014年 10
月 23日在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第二次
全体会议上重要讲话的第二部分和第
三部分。
文章的第一部分，深刻阐明党的
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有一条贯穿全篇
的红线，这就是坚持和拓展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文章指出，在这
个根本问题上，我们要树立自信、保
持定力，基本的东西必须长期坚持。
这就是： 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
导，必须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必须坚
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必须坚持依法
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必须坚持从
中国实际出发。文章的第二部分，向
全党提出扎扎实实把全会提出的各项
任务落到实处的总要求，并从五个方
面作出工作部署。第一，紧紧围绕全

面推进依法治国总目标，加快建设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第二，准
确把握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工作布局，
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
共同推进， 坚持法治国家、 法治政
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第三，准确
把握全面推进依法治国重点任务，着
力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
法、全民守法。第四，着力加强法治
工作队伍建设。第五，坚定不移推进
法治领域改革，坚决破除束缚全面推
进依法治国的体制机制障碍。文章最
后指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一个系
统工程，是国家治理领域一场广泛而
深刻的革命，必须加强党对法治工作
的组织领导。各级党委要健全党领导
依法治国的制度和工作机制，履行对
本地区本部门法治工作的领导责任，
找准工作着力点，抓紧制定贯彻落实
全会精神的具体意见和实施方案。要
把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工作重点放在
基层，努力把全会提出的各项工作和
举措落实到基层。

好，但我们时刻都要想着那些生
活中还有难处的群众。我们要满
腔热情做好民生工作，特别是要
做好扶贫开发和基本生活保障工
作，让农村贫困人口、城市困难
群众等所有需要帮助的人们都能
生活得到保障、心灵充满温暖。
我们要继续全面推进从严治
党，毫不动摇转变作风，高举反
腐的利剑，扎牢制度的笼子，在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
里，腐败分子发现一个就要查处
一个，有腐必惩，有贪必肃。
我们正在从事的事业是伟大
的，坚忍不拔才能胜利，半途而
废必将一事无成。我们的蓝图是
宏伟的，我们的奋斗必将是艰巨
的。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要团结一
心，集思广益用好机遇，众志成
城应对挑战，立行立改破解难
题，奋发有为进行创新，让国家
发展和人民生活一年比一年好。
中国人民关注自己国家的前
途，也关注世界的前途。非洲发
生了埃博拉疫情，我们给予帮
助；马尔代夫首都遭遇断水，我
们给予支援，许许多多这样的行
动展示了中国人民同各国人民同
呼吸、共命运的情怀。当前世界
仍很不安宁。我们呼唤和平，我
真诚希望，世界各国人民共同努
力，让所有的人民免于饥寒的煎
熬，让所有的家庭免于战火的威
胁，让所有的孩子都能在和平的
阳光下茁壮成长。
谢谢大家。

太阳每天刷新着地球，转眼之间，又
是新年。2015，时间会如何奔跑？世界
将如何生长？你我将有怎样的明天？
有梦想，有机会，有奋斗，一切美好
的东西都能创造出来。刚刚过去的
2014年，亿万中华儿女在经济新常态
下激扬中国梦，写下了浓墨重彩的崭新
答卷。这一年，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
记的党中央领导下，我们大刀阔斧全面
深化改革，一些久未突破的改革强势推
进，一些酝酿多年的改革举措接踵出
台，激发了转型发展的深层动力。这一
年，我们以“有腐必反”的坚强决心、
“严
字当头”的勇于担当，涤荡党风政风，净
化政治生态。这一年，我们扬帆致远，
开创外交新局，“ 一带一路”联通四海，
雁栖湖水拥抱五洲，展现出鲜明的中国
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
回首来处，有知难而上的开拓进
取，也有静水深流的长远构建。从十八
届四中全会为建设法治中国做出顶层
设计，到设立首个国家宪法日弘扬依宪
治国的理念，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与全面
推进改革开放构成双轮驱动，催动着国
家治理现代化的脚步。从八项规定的
“正人先正己”，到群众路线的“正风进
行时”，党风政风带动社会风气的转变，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入人心。纪念孔
子诞辰2565周年，确立烈士纪念日，公祭
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对文化传承的自觉
自省，对人类文明的深沉思考，彰显一个
大党大国的历史责任和天下情怀。

新华社北京 12月 31日电 （记者
吴晶晶 孙铁翔）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
议全国委员会12月31日上午在全国政
协礼堂举行新年茶话会。党和国家领导
人习近平、李克强、张德江、俞正声、
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等同各民主党
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
人士代表、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方面负
责人以及首都各族各界人士代表欢聚
一堂，共迎 2015年元旦。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
军委主席习近平在茶话会上发表重要
讲话。他强调，问题是时代的声音，
人心是最大的政治。推进党和国家各
项工作，必须坚持问题导向，倾听人
民呼声。我们的目标越伟大，我们的
使命越艰巨，就越需要所有人拧成一
股绳去干事创业。让我们更加紧密地
团结起来，向着我们共同的奋斗目
标、向着更加辉煌的明天奋勇前进。
习近平代表中共中央、国务院和
中央军委，向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
党派人士、各人民团体，向全国广大工
人、农民、知识分子、干部和各界人士，
向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武警官兵和公安
干警，向香港特别行政区同胞、澳门特
别行政区同胞、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
向关心和支持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国际
友人，致以节日的祝福，祝大家新年好。
习近平指出，在过去的一年里，
中共中央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坚
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积极适应经
济发展新常态，注重谋划全局性、战
略性、长远性的重大问题，推动社会
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
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以及国
防和军队建设、外交工作取得重大进
展。中共中央重点抓了党的群众路线
教育实践活动，聚焦惩治形式主义、
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党风
政风为之一新。我们加大反腐败斗争
力度， 坚持“ 老虎”、“ 苍蝇” 一起
打，一批腐败分子被绳之以党纪国
法。一年来，我们蹄疾步稳地推进各
项改革，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
确定的 80个重点改革任务基本完成，

此外中央有关部门还完成了 108个改
革任务，各方面共出台 370条改革成
果，一些多年来难啃的硬骨头啃下来
了，改革为我国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
这些成绩，是大家共同创造的，光荣属
于大家。
习近平强调，当前，时和势总体
有利，但艰和险在增多。我们要全面
贯彻落实中共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
四中全会精神，以邓小平理论、“三个
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
导，继续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
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
严治党，突出创新驱动，强化风险防
控，加强民生保障，如期完成“十二
五”规划确定的各项目标任务。我们
要坚定不移维护香港、澳门长期繁荣
稳定。我们要深化两岸合作交流，促
进两岸一家亲、共筑中国梦。我们要
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
积极实施“一带一路”战略，促进人
类文明进步事业。
习近平指出，中共十八届四中全
会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作出顶层设计
和总体部署。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国
家治理领域一场广泛而深刻的革命。
我们要逐条逐项落实全面推进依法治
国各项部署和措施。
习近平强调，在即将过去的一年
里，我们隆重庆祝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
会议成立 65周年，人民政协发挥作为
协商民主重要渠道作用，着力搭建协商
平台、创新协商载体、增加协商密度，
聚焦改革发展稳定重大问题深入调查
研究、反映社情民意、开展民主监督，
为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
设作出了重要贡献。新的一年，我们
要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
线，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
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不断为事业发
展凝聚人心、增添力量。人民政协要深
入进行调研视察、协商议政，积极开展
民主监督，讲真话、进诤言，出实招、谋
良策。要加强协商民主制度建设，为各
党派团体和各族各界人士搭建协商平
台、丰富协商形式、创造民主氛围，为我

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注入新的活
力。（讲话全文见第二版）
茶话会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主持。他指出，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回顾 2014年
中共中央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力
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取得的重要成就，分析当前我们面临的
形势和任务，强调做好 2015年党和国
家各项工作必须坚持的重要原则，对于
我们深入贯彻落实中共十八大和十八
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主动适应新常
态，奋力开创新局面，协调推进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
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进程，具有重
要指导意义。讲话充分肯定一年来人
民政协围绕中心、服务大局，认真履行
职能取得的新成绩，结合新形势新任
务，对进一步发挥统一战线重要作用、
做好人民政协各项工作提出明确要
求。我们一定要认真学习领会、深入贯
彻落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
中央决策部署上来，积极开展调查研
究，扎实推进协商民主，广泛汇聚各方
力量，不断提升履职能力，努力为党和
国家事业发展作出新贡献。
民盟中央主席张宝文代表各民
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
士讲话，表示将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
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中共中央周
围，继承和发扬多党合作的优良传
统，凝心聚力，锐意进取，共同开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为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两个一百
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中国梦而努力奋斗。
茶话会上，习近平等来到各界人
士中间，亲切地同大家握手交谈，互
致问候。随后，部分全国政协委员和
文艺工作者表演了精彩节目，会场洋
溢着喜庆祥和的热烈气氛。
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
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
部分领导同志，全国政协领导同志和
曾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的在京老同志出
席茶话会。

为明天共筑长青基业
当时间勾勒新的年轮，今天的中
国，再次站在关键的节点。展望前程，
如何让国家更加富强、社会更加公平正
义、人民生活得更加美好，将中华文明
推向新的高度？放眼全球，怎样引领和
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为人
类福祉作出更大贡献？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
国、全面从严治党，习近平总书记提出
的“四个全面”，是我们筑就长青基业的
必由之路，也是未来一年我们每个人都
应鼎力而为的奋斗方向。
全面完成“十二五”规划的收官之
年，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之年，全面推
进依法治国的开局之年，通往梦想的道
路 上 ，2015年 显 然 是 十 分 重 要 的 一
年。从站起来、富起来向强起来迈进，
百尺竿头的压力一点也不亚于从前。
经济发展的新常态，让发展呈现新的特
点，也给前进带来新机遇和新挑战。审
时度势，把握好这些特点，稳中求进，抓
住机遇，应对挑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的目标才能顺利实现，我们才能为明天
开辟一条更宽广的道路，为后人留下一
份更坚实的基业。

——元旦献词

筑就长青基业，要鼓起改革勇气。
环顾世界，万事万物都在变化生长。在
这个越来越拥挤的星球上，在不同社会
制度、不同发展模式的竞争中，我们没有
老本可吃、没有捷径可走。中流击水，惟
改革者进，惟创新者强，惟改革创新者
胜。
“改革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围
绕发展面临的突出问题，从国情出发，按
规律办事，以创新精神和法治精神推进
改革，勇往直前但不心浮气躁、统筹协调
但不裹足逡巡，充满自信但不封闭保守、
博采众长但不照搬照抄，步调一致但不
机械僵化，我们就能激发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的生机活力，涵养国家治理体系和
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动力之源。
筑就长青基业，离不开担当精神。
大时代呼唤大担当，有多大的担当才能
干多大的事业。这个担当，是执政党的
担当，是全体人民的担当。每个人都担
当起应该担当的责任，一切就会因你而
带来积极改变。落实从严治党责任，党
员干部遇事不推诿、担责不逃避，甘做
铺垫工作、甘抓未成之事，不贪一时之
功、不图一时之名，以责无旁贷的精神、
“功成不必在我”的胸怀走在前列干在

实处；广大群众追随党、拥护党、监督
党、鞭策党，团结一心克时艰，不尚空谈
讲实干，共同承担起振兴中华的历史责
任，我们就没有战胜不了的困难。
筑就长青基业，更要有历史耐心。
法治中国不可能一天建成，美丽中国不
可能一蹴而就，幸福生活不会唾手可
得。大国的历史使命，“ 是要创造伟大
和永恒，同时承担责任和痛苦”。365
天，每一天都是一个新的台阶。我们固
然要有只争朝夕的紧迫感，但也不能期
望万年之事朝夕解决。既有干劲，也有
韧劲；既有问题意识，也有战略定力，一
步一个脚印向前走，一年接着一年干，
我们就一定能钉好每一颗钉子，砌牢每
一块基石。
生活总是充满希望的，成功总是属
于积极进取、不懈追求的人们。2015
年的第一天，当阳光再次洒向大地，
一切都是崭新的开始。迎着朝阳，祝
福我们亲爱的祖国，共创我们光明的
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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