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月10日，习近平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 新华社 图

习近平指出， 我们正处在大
有可为的新时代。 年轻干部要起
而行之、勇挑重担，积极投身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
经风雨、见世面，真刀真枪锤炼能
力，以过硬本领展现作为、不辱使
命。 各级党组织要有针对性地加
强对年轻干部的思想淬炼、 政治
历练、实践锻炼、专业训练，明确
培养年轻干部的正确途径， 坚决
克服干部培养中的形式主义，帮
助他们提高解决实际问题能力，
让他们更好肩负起新时代的职责
和使命。

起而行之、勇挑重担

一条重要经验

提高七种能力

A02 要闻 2020年10月11日 星期日
编辑/贺齐 美编/聂平辉 校对/张郁文

习近平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年轻干部要提高解决实际问题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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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强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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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一条很重要的经验
就是坚持问题导向，把解决
实际问题作为打开工作局
面的突破口。当今世界正经
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外部
环境出现更多不稳定性不
确定性。 明年我们将进入
“十四五”时期，开启全面建
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
征程。 进入新发展阶段，贯
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
格局，需要解决的问题会越
来越多样、 越来越复杂。我
国继续发展具有多方面优
势和条件，但发展不平衡不
充分问题仍然突出。抗击新
冠肺炎疫情斗争取得重大
战略成果，但决胜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 决战脱贫攻坚，
扎实做好“六稳”工作、全面
落实“六保”任务，夺取全面
胜利， 还需要付出持续努
力。

2020年秋季学期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
院） 中青年干部培训班
10月10日上午在中央
党校开班。 中共中央总
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
委主席习近平在开班式
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历史总是在不断解决问
题中前进的。 我们党领
导人民干革命、搞建设、
抓改革， 都是为了解决
我国的实际问题。 提高
解决实际问题能力是应
对当前复杂形势、 完成
艰巨任务的迫切需要，
也是年轻干部成长的必
然要求。 面对复杂形势
和艰巨任务， 我们要在
危机中育先机、 于变局
中开新局， 干部特别是
年轻干部要提高政治能
力、调查研究能力、科学
决策能力、 改革攻坚能
力、应急处突能力、群众
工作能力、抓落实能力，
勇于直面问题，想干事、
能干事、干成事，不断解
决问题、破解难题。

中共中央政治局
常委、 中央书记处书记
王沪宁出席开班式。

■据新华社

把解决实际问题作为
打开工作局面的突破口

习近平强调， 年轻干部要
提高科学决策能力。 做到科学
决策，首先要有战略眼光，看得
远、想得深。领导干部想问题、
作决策， 一定要对国之大者心
中有数，多打大算盘、算大账，
少打小算盘、算小账，善于把地
区和部门的工作融入党和国家

事业大棋局， 做到既为一域争
光、更为全局添彩。要深入研究、
综合分析， 看事情是否值得做、
是否符合实际等， 全面权衡，科
学决断。作决策一定要开展可行
性研究，多方听取意见，综合评
判，科学取舍，使决策符合实际
情况。

习近平指出， 年轻干部要
提高调查研究能力。 调查研究
是做好工作的基本功。 一定要
学会调查研究， 在调查研究中
提高工作本领。 调查研究要经
常化。要坚持到群众中去、到实
践中去， 倾听基层干部群众所
想所急所盼， 了解和掌握真实
情况， 不能走马观花、 蜻蜓点
水，一得自矜、以偏概全。对调

研得来的大量材料和情况，要认
真研究分析，由此及彼、由表及
里。对经过充分研究、比较成熟
的调研成果，要及时上升为决策
部署，转化为具体措施；对尚未
研究透彻的调研成果，要更深入
地听取意见， 完善后再付诸实
施；对已经形成举措、落实落地
的，要及时跟踪评估，视情况调
整优化。

调查研究能力 调查研究是做好工作的基本功

政治能力 观察分析形势首先要把握政治因素

习近平强调， 年轻干部要提
高抓落实能力。 干事业不能做样
子，必须脚踏实地，抓工作落实要
以上率下、真抓实干。特别是主要
领导干部， 既要带领大家一起定
好盘子、理清路子、开对方子，又
要做到重要任务亲自部署、 关键

环节亲自把关、 落实情况亲自督
查，不能高高在上、凌空蹈虚，不能
只挂帅不出征。干事业就要有钉钉
子精神，抓铁有痕、踏石留印，稳扎
稳打向前走， 过了一山再登一峰，
跨过一沟再越一壑，不断通过化解
难题开创工作新局面。

习近平指出， 年轻干部要
提高政治能力。 在干部干好工
作所需的各种能力中， 政治能
力是第一位的。 有了过硬的政
治能力， 才能做到自觉在思想
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
高度一致， 在任何时候任何情
况下都能“不畏浮云遮望眼”、
“乱云飞渡仍从容”。

提高政治能力，首先要把握
正确政治方向，坚持中国共产党
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在这
个问题上，决不能有任何迷糊和
动摇！这次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斗
争的实践再次证明，中国共产党
是风雨来袭时中国人民最可靠
的主心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是
抵御风险挑战的最有力制度保
证。年轻干部必须坚守一条，凡是

有利于坚持党的领导和我国社会
主义制度的事就坚定不移做，凡
是不利于坚持党的领导和我国社
会主义制度的事就坚决不做！要
不断提高政治敏锐性和政治鉴别
力， 观察分析形势首先要把握政
治因素， 特别是要能够透过现象
看本质，做到眼睛亮、见事早、行
动快。 提高政治能力必须对党的
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怀有敬畏之
心。要自觉加强政治历练，增强政
治自制力，始终做政治上的“明白
人”、“老实人”。要注重提高马克思
主义理论水平，学深悟透，融会贯
通， 掌握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
物主义， 掌握贯穿其中的马克思
主义立场观点方法， 掌握中国化
的马克思主义， 做马克思主义的
坚定信仰者、忠实实践者。

习近平指出， 年轻干部要提
高改革攻坚能力。面向未来，我们
要全面推进党和国家各项工作，
尤其是贯彻新发展理念、 推动高
质量发展、构建新发展格局，继续
走在时代前列， 仍然要以全面深
化改革添动力、求突破。改革必须
有勇气和决心， 保持越是艰险越
向前的刚健勇毅。 要把干事热情
和科学精神结合起来， 使出台的
各项改革举措符合客观规律、符

合工作需要、符合群众利益。改革
攻坚要有正确方法， 坚持创新思
维，跟着问题走、奔着问题去，准
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在
把握规律的基础上实现变革创
新。要尊重群众首创精神，把加强
顶层设计和坚持问计于民统一起
来， 从生动鲜活的基层实践中汲
取智慧。要注重增强系统性、整体
性、协同性，使各项改革举措相互
配合、相互促进、相得益彰。

科学决策能力 多打大算盘、算大账,少打小算盘、算小账

习近平强调，年轻干部要提
高应急处突能力。预判风险是防
范风险的前提，把握风险走向是
谋求战略主动的关键。要增强风
险意识，下好先手棋、打好主动
仗，做好随时应对各种风险挑战
的准备。要努力成为所在工作领

域的行家里手， 不断提高应急处
突的见识和胆识， 对可能发生的
各种风险挑战，要做到心中有数、
分类施策、精准拆弹，有效掌控局
势、化解危机。要紧密结合应对风
险实践， 查找工作和体制机制上
的漏洞，及时予以完善。

应急处突能力 把握风险走向是谋求战略主动的关键

习近平指出，年轻干部要提高
群众工作能力。要坚持从群众中来、
到群众中去，真正成为群众的贴心
人。要心中有群众，时刻把群众安危
冷暖放在心上，认真落实党中央各
项惠民政策，把小事当作大事来办，
切实解决群众“急难愁盼”的问题。
要落实党中央关于逐步实现全体
人民共同富裕的要求，带领群众艰

苦奋斗、勤劳致富，在收入、就业、教
育、社保、医保、医药卫生、住房等方
面不断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果。 要注
意宣传群众、教育群众，用群众喜闻
乐见、易于接受的方法开展工作，提
高群众思想觉悟，让他们心热起来、
行动起来。要自觉运用法治思维和
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
矛盾，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群众工作能力 时刻把群众安危冷暖放心上

改革攻坚能力 保持越是艰险越向前的刚健勇毅

抓落实能力 抓工作落实要以上率下、真抓实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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