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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领导是推进全面依法治国的根本保证
——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上重要讲话

“党的领导是推进全面依法治国的根本保证。
”
在中
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上，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
党对全面依法治国的领导，
深刻指出国际国内环境越是
复杂，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任务越是繁重，
越要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手段巩固执政地位、
改善执政
方式、
提高执政能力，
保证党和国家长治久安。
万山磅礴，必有主峰。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坚持
和完善党的领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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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幸福所在。实现“两个一
百年”奋斗目标，我们不知还要爬多少坡、过多少坎、经
历多少风风雨雨、克服多少艰难险阻。应对和战胜前
进道路上的各种风险和挑战，关键在党。在坚持党的
领导这个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原则问题上，
全党全国必须保持高度的思想自觉、政治自觉、行动自
觉，丝毫不能动摇。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全面依法治国是要加强和改
善党的领导，健全党领导全面依法治国的制度和工作
机制，推进党的领导制度化、法治化，通过法治保障党
的路线方针政策有效实施。”我国宪法确认了中国共产
党的执政地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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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
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社会

主义法治最根本的保证。坚持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法
治的根本要求，是全面依法治国题中应有之义。宪法
是国家的根本法，坚持依法治国首先要坚持依宪治国，
坚持依法执政首先要坚持依宪执政。党领导人民制定
宪法法律，领导人民实施宪法法律，党自身要在宪法法
律范围内活动。坚持依宪治国、依宪执政，就包括坚持
宪法确定的中国共产党领导地位不动摇，坚持宪法确
定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
不动摇。
人民是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根本力量，全心
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的根本宗旨。全面依法治国最广
泛、最深厚的基础是人民，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
持为了人民、依靠人民。要把体现人民利益、反映人民
愿望、维护人民权益、增进人民福祉落实到全面依法治
国各领域全过程。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根本目的是依
法保障人民权益。要积极回应人民群众新要求新期
待，系统研究谋划和解决法治领域人民群众反映强烈
的突出问题，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
感，用法治保障人民安居乐业。要坚持和完善人民当
家作主制度体系，健全社会公平正义法治保障制度，保
证人民在党的领导下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依法管理国
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使法律
及其实施有效体现人民意志、保障人民权益、激发人民

创造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本质上是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道路在法治领域的具体体现，是建设社会主义
法治国家的唯一正确道路。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必须
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既要立足当前，运用
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决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深层次
问题；
又要着眼长远，筑法治之基、行法治之力、积法治
之势，促进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为党和国家
事业发展提供长期性的制度保障。要传承中华优秀传
统法律文化，从我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实践中探索适
合自己的法治道路，同时借鉴国外法治有益成果，为全
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夯实法治基础。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关键在人。要坚持建
设德才兼备的高素质法治工作队伍，这是推进全面依
法治国的一项基础性工作；
坚持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
键少数”，这是实现全面依法治国目标任务的关键所
在。奋进新时代、开启新征程，坚持习近平法治思想在
全面依法治国中的指导地位，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关
于全面依法治国的重大决策部署，不断提高运用法治
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
稳定、应对风险的能力，我们就一定能团结带领人民完
成新时代党的历史使命。

◀上接Ａ1 版 围绕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目标，
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提升百姓幸福感获得感。当看
到一些破旧的门窗、闲置的砖瓦等建筑垃圾随意堆
放 影 响 农 村 人 居 环 境 时，张 雪 纯 一 行 立 即 行 动 起
来，撸起袖子上前搬运清理。
张雪纯指出，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乡村振兴，把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放在重要位置，要切实提高政治
站位，不断增强做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的责任
感、使命感、紧迫感，聚焦突出问题，结合实际、找短
补差，持续改善提升人居环境；要压实工作责任，加
快推进农房翻建，实施乡村建设行动，高标准做好
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水环境管护、村容村貌提升等
各项工作，让城乡群众共享高品质生活；要健全长
效管理机制，打响农旅特色品牌，加快富民强村，努
力在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上作出更多探索，不断增
进民生福祉，走在全面开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
征程前列。

新华社北京 11 月 20 日电（记者 刘开雄）国家
外汇管理局 20 日发布数据显示，2020 年 10 月，银
行结售汇顺差 871 亿元人民币；按美元计值，银行
结售汇顺差 130 亿美元。
国家外汇管理局副局长、新闻发言人王春英表
示，10 月份我国外汇市场运行平稳，市场主体呈现
“逢高结汇、逢低购汇”的理性交易模式，汇率预期
保持稳定。企业、个人等非银行部门跨境资金净流
入 251 亿美元，外汇储备余额为 31280 亿美元，保
持基本稳定。

日本核心 CPI
连续 3 个月同比下降
新华社东京 11 月 20 日电（记者 刘春燕）日本
总务省 20 日发布的数据显示，10 月日本除生鲜食
品外的核心消费价格指数（CPI）经季节调整后为
101.3，同比下降 0.7%，连续 3 个月同比下降，为 9
年多以来最大降幅。
报告显示，10 月 CPI 下跌的主要原因包括：政
府在全国推出的旅游促销活动范围扩大使得旅游
产品价格在更大范围下降，能源价格下跌导致电
价、汽油价格下降，以及私立幼儿园等教育机构学
杂费下降等。当月多种水果蔬菜、手机通信费价格
继续同比上涨。
近来日本每日新增新冠病毒感染人数屡创新
高，疫情形势趋于严峻，各界对日本再次陷入通货
紧缩的忧虑也在加重。

积极主动融入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

11 月 20 日，伴随着响亮
的汽笛声，首班中欧班列（中
国郑州至芬兰赫尔辛基）驶出
中国铁路郑州局集团有限公
司圃田车站，踏上通向北欧芬
兰赫尔辛基的行程。 此次首
发的中国郑州至芬兰赫尔辛
基 的 班 列 共 搭 载 43 组 集 装
箱，货物主要包括一次性医用
口罩、抗疫医疗器材、隔离衣、
灯具等，总货重 461 吨，总货
值 300.1 万美元。
新华社记者 郝 源 摄

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提升百姓获得感幸福感

10 月份我国
外汇市场运行平稳

世贸组织成立 25 周年对话议改革
新华社日内瓦11月19日电（记者 凌 馨）世界贸易
组织19 日举行高级别线上对话会，
纪念该组织成立25
周年。来自多个国际组织、
政府和企业的代表在会上强
调，
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贸易体系在今天仍有现实意
义，
但世贸组织也需更新规则以适应贸易环境变化。
瑞士联邦副主席帕姆兰强调，
国际贸易是解决问
题的方案而非问题本身。新冠疫情凸显出世贸组织
和多边贸易体系持续的重要性。在世贸组织框架下
建立的规则确保了开放的市场，
而开放的市场对经济
迅速复苏至关重要。
“当前的危机再次证明我们相互
依存，
也证明合作寻找现实问题的解决方案很重要。
”
中国商务部副部长王受文表示，
世贸组织为提高
民众生活水平和让数亿人摆脱贫困做出了历史性贡
献。即使在新冠疫情阴影之下，
各成员也基本遵守了
世贸组织原则，
更多地采取促进贸易而非阻碍贸易的
措施。尽管尚未解决涉及上诉机构、新总干事任命、
农业补贴等问题中的分歧，但成员们参与投资便利
化、电子商务等领域的国际规则问题讨论，体现出世

贸组织仍能有所作为。
卢旺达贸易和工业部长索拉娅·哈库齐亚雷米耶
鼓励世贸组织成员积极承诺，完成正在进行的谈判。
她还表示，
期待世贸组织支持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建
设，
确保通过更开放的贸易为非洲带来更多繁荣和更
光明的未来。
世贸组织总理事会主席戴维·沃克说，世贸组织
成立以来，
在支持全球经济增长和保持经济稳定方面
发挥了核心作用。但现在的世界与 25 年前相比有很
大差异，世贸组织需更新和调整规则，以适应不断变
化的贸易环境。
世贸组织副总干事艾伦·沃尔夫也表示，世贸组
织须落实“制度性和实质性”改革以提升韧性，
“需要
所有世贸组织成员投入大量时间和精力，
重新树立共
同目标”
。
世贸组织成立于 1995 年，现有 164 个成员，目前
涵盖全球 98%的贸易额。其前身是关税与贸易总协
定。

◀上接Ａ1 版 在当天的协商议事现场，曼胡默尔
过滤技术（中国）有限公司、澜起电子科技（昆山）
有限公司、苏州威马智慧出行科技有限公司等企业
代表纷纷围绕高端人才引育、公共服务配套等内
容，提出意见建议。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以及相
关职能部门负责人，
围绕企业提出的意见建议给予
现场回应，
气氛热烈。
冯仁新在讲话中表示，学习、对接、服务上海，
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
既是落实国家发展战略的
必然要求，也是昆山全力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
展、全力打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标杆城市的内在
需要。要提高政治站位，
领会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发
展的重大意义。要服务国家战略，展现对接大上
海、融入长三角的应有作为，在主动服务国家发展
大局中彰显
“昆山担当”
，
在深化区域协同发展中打
造“昆山样本”，在全方位对标提升中增强“昆山优
势”。要积极探索创新，切实提升“有事好商量”的
工作质效和水平，通过进一步拓展工作阵地、提升
协商质量、加强宣传报道，为全面擦亮“有事好商
量”
昆山特色品牌作出贡献。
沈一平表示，对接上海、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发
展，关键是处理好“前台”与“后台”、
“ 平台”与“舞
台”
的关系，
昆山开发区将充分发挥自身产业优势、
开放优势、区位优势，
持续优化产业、城市以及人的
转型，完善公共服务配套，着力解决好“要什么”以
及“接不接得住”的问题，进一步加强合作，不断提
升合作的层次和水平。

苏州市国信拍卖有限公司拍租公告
我公司定于 2020 年 11 月 30 日下午 4 时，在昆山市人民北
路 99 号昆山宾馆三楼娄江厅，对以下标的进行公开拍租(增价
或投标式拍租方式)。
1、玉山镇人民北路 5、7 号门面，约 277.74㎡，
租期 4 年；
2、玉山镇集街 64 号 247 室(约 45㎡)等房屋拍租，详见拍品
目录，租期 3 年。
注意事项：
1)竞租人须持本人身份证件办理参拍登记手续，
单位办理的另须提供本单位营业执照副本和法人或负责人身份
证复印件、授权委托书、经办人身份证、单位公章；
2)参拍登记地
点：玉山镇前进西路 48 号五楼，参拍登记截止时间：2020 年 11
月27 日下午3时；
3)参拍保证金为起拍价之5%，
付款人与竞租人
须为同一人，
且须于登记截止时间前到账，
收款单位：
苏州市国信
拍 卖 有 限 公 司 ，开 户 行 ：建 行 昆 山 城 中 支 行 ，账 号 ：
32250198644800001653；
4)看样预约，
咨询电话：
57555165。
2020 年 11 月 21 日
广告

国网昆山市供电公司计划停电信息
2020-11-26 122 淀贰线开关及线路检修 122 淀
贰线出线至新南过路开关段线路停 7:00-15:00 天
雨照停
2020-11-26 164 巴南线、129 澄玖线出线至温焦
泾过路开关段、127 澄柒线出线至仁和路过路开关段
巴城：
巴城交警中队、年丰*碧水佳园等
8:0017:00 天雨改期
2020-11-26 111 邵壹线、112 邵贰线虹昱开关后
段、14A 泾拾线、123 瓦环线 开发区：联坤电子科技、东
阳精密机器等
8:00-14:00 天雨改期
2020-11-26 130 山前线万银开关至银万开关段
城区：
星海花园、山水森林等
玉山：
彩虹涂料、正新等
9:00-16:00 天 雨 改
期
2020-11-26 145 秀伍线庙长开关至红峰村过路
开关段、145 秀伍线千秋玉荷配东二备用开关 城区：鱼
尾狮、红峰二村等 9:00-16:00 天雨改期
2020-11-27 122 连贰线、121 连壹线、126 瓦辉线
品志过路开关后段、134 兵肆线出线至红星过路开关

段、132 兵贰线清风过路开关后段、133 兵叁线、125 瓦
通线郭石路过路开关后段 开发区：蓬曦小学、蓬朗中
心小学等
7:00-17:00 天雨改期
2020-11-27 144 盘肆线同江开关后段 锦溪：岛
尚溪园、岛尚溪园幼儿园等 8:00-17:00 天雨改期
2020-11-28 127 淀柒线、126 淀陆线
淀山湖：
白玉兰家具、居仲电子等 7:00-17:00 天雨改期
2020-11-29 128 淀捌线开关及线路检修 128 淀
捌线出线至亮平过路开关段线路停 7:00-15:00 天
雨照停
2020-11-29 115 海伍线、142 珑迎线珑英开关后
段、126 宾陆线、125 宾伍线长青北过路开关后段、132
玲贰线英鑫开关后段、113 海叁线#3 杆过路开关后段、
112 范贰线半边天支线开关后段、周市变 131 备用 13 仓
周市：
周市中学、第一人民医院(广仁分院)等 7:
00-17:00 天雨改期
2020-11-29 119 香玖线漓江路过路开关后段 开
发区：
五环水泥、通达市政等
8:00-17:00 天 雨 改
期

2020-11-29 143 晖叁线宜新开关后段、124 乐肆
线乐肆配西二备用开关后段
周市：
新镇中学等 8:
00-16:00 天雨改期
2020-11-30 182 仙妮线开关及线路检修 182 仙
妮线出线至仙妮配开关段线路停
7:00-15:00 天
雨照停
2020-11-30 110 富竹线开关及线路检修 城区：江
南春天、青城之恋等
玉山：
第三人民医院、中昱置业（幼儿园）等
7:
00-15:00 天雨照停
2020-11-30 1633 张虬线检修 联滔变停
7:
00-18:00 天雨改期
2020-11-30 167 庄镇线牌蚬开关后段 周庄：全
福路、牌楼等 7:00-16:00 天雨改期
2020-11-30 175 震伍线太昇开关后段 开发区：
和兴东城、尚海湾花园等
8:00-15:00 天雨改期
2020-12-1 185 双马线开关及线路检修 185 双
马线出线至达康过路开关段线路停 7:00-15:00 天
雨照停

2020-12-1 111 盛荣线开关及线路检修 玉山：九
方城购物中心、九方城酒店等
7:00-15:00 天 雨 照
停
2020-12-1 119 绣衣线报华开关后段 城区：绣
衣村、中国移动等 7:00-15:00 天雨改期
2020-12-1 125 翠土线 开 发 区 ：东 创 建 材 等
8:00-16:00 天雨改期
2020-12-2 188 淀华线开关及线路、189 淀乐线
开关及线路检修 188 淀华线出线至新华路过路开关
段线路、189 淀乐线出线至南庵过路开关段线路停 7:
00-15:00 天雨照停
2020-12-2 115 富新线开关及线路检修 115 富
新线出线至浦萧北配开关段线路停 7:00-15:00 天
雨照停
2020-12-2 144 团平线、147 团城线出线至郭家
巷过路开关段、117 杜柒线、123 桥叁线告知开关后段
玉山：
迈巴斯汽车等
周市：
鹏驰五金、中节能等 7:00-17:00 天 雨 改
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