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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政治建设的统领作用和实践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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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坚持把政治建设摆在党的建设的首位，必须充分发挥政治建设在党的建设中的统领

作用。加强党的政治建设必须坚持集中统一的领导方式，增强党内政治生活的“四性”和改善党
内政治生态，大力增强党员的党性修养及党性锻炼，进一步完善党的民主集中制，提高党组织的
政治领导力和党员领导干部的政治能力，在反腐败斗争中切实解决党内政治腐败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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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政治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强化领导地位和

党员和457.2万个基层组织（截止2017年底）”[2]。

政治属性的本质要求，是在新形势下应对“四大考

管理如此庞大的党员队伍和基层组织，如果党内没

验”和“四种危险”、巩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团

有统一的领导核心、没有树立党中央的政治权威，

结统一、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的重大举措。

党就会丧失凝聚力和向心力，造成党的组织体系涣
散、领导能力弱化，动摇党的执政根基和领导地

一、新时代党的政治建设的主要内涵

位，严重威胁国家的长治久安。因此，“坚持党中
央的集中统一领导，确立和维护党的领导核心，是

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建设是运用党的理论、路

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是推进全面从严治

线、方针、政策统一全党的思想意志、价值观念和

党、提高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的迫切要求，是

行为取向的政治实践活动。党的政治建设作为新时

保持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正确方向的根本保证”[3]。

代全面从严治党中的一个重大命题，具有十分丰富
的内涵。

第二，党的政治建设的重要内容是规范和严肃
党内政治生活，持续发展优良的党内政治生态。严

第一，党的政治建设的核心内涵是坚持党中央

肃党内政治生活能够有效调节党内政治关系，提高

的领导权威，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习近平总书

党员的政治生活质量。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必须把加

记指出：“保证全党服从中央，坚持党中央权威和

强思想理论教育作为首要任务，坚持和完善党的民

集中统一领导，是党的政治建设的首要任务[1]62。”

主集中制、“三会一课”制度，严格执行党内的政

这一论述指出了党的政治建设的关键所在。全党必

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不断提高党内政治生活的实效

须贯彻落实这一首要任务，坚定执行党的政治路

性。党内政治生态集中反映了一个政党内部的政治

线，增强党的政治优势和领导能力，巩固党中央的

生活环境，体现了一个政党的党风、政风和社会风

领导权威和核心地位，发挥党中央对全党的领导

气。“党内政治生态是党员在政治生活中表现出来

作用，促进党内的团结稳定，有效整合党内政治资

的思想理念、价值取向、行为选择以及人生态度，

源，确保党在政治上的先进性和代表性。作为现今

交织融合而形成的生存和发展环境[4]。”只有不断

世界上最大的政党，“中国共产党拥有8956.4万名

净化党内政治生态，营造风清气正的党内政治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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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党内人际关系，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

行党的政治路线、努力改进工作作风，在深入调研

斗争，才能把党的政治建设提升到新的历史高度。

和联系群众的过程中，不断提高自身的政治能力。

第三，党的政治建设的关键之举是加强党内
政治文化建设。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文化是党内主流

二、新时代党的政治建设的统领作用

价值观的集中反映和内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我们的党内政治文化，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体

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基础、以革命文化为源头、

学习时指出：“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党的政治建设

以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主体、充分体现中国共产党

这个重大命题，强调党的政治建设是党的根本性建

党性的文化[5]。”由此指出了党内政治文化的基本

设，要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以党的政治建设

内涵和发展方向，明确了它所具有的思想基础、主

为统领 [7]。”由此表明党的政治建设与党的其他建

体结构和鲜明特质。党内政治文化是发展党的政治

设在地位和作用上并非并列的关系，党的其他建设

建设的重要文化基础。开展党内政治文化建设是有

需要围绕党的政治建设来展开。

效针对党内庸俗腐朽文化和党员错误思想的治本之

（一）政治建设明确思想建设的政治方向

举，能够塑造良好的政党形象与政治认同，促进党

党的思想建设注重的是党员的理想信念、政治

员价值观念的整合和政治品格的提升。在党内政治

信仰、思想道德教育，着力解决党员的意识形态等

文化建设中，必须积极弘扬共产党人的核心价值

方面存在的问题。党的政治建设统领思想建设，明

观，克服各种错误文化思潮的影响，抵制各种庸俗

确了思想建设发展的政治方向。2018年8月22日，

腐朽的政治文化侵蚀，坚决清除党内隐藏的“两面

习近平同志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指出：“要

派”“两面人”。不断培厚党内优良政治生态的土

加强党对宣传思想工作的全面领导，旗帜鲜明坚持

壤，积极引导和教育各级党员干部树立正确的政治

党管宣传、党管意识形态。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

意识，自觉提高思想觉悟、政治品格和文化修养。

领，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

第四，党的政治建设的根本要求是增强广大党

和集中统一领导，牢牢把握正确政治方向[8]。”正

员的党性锻炼，尤其是提高党员领导干部的政治觉

确的政治方向是中国共产党人坚守的根本方向，必

悟、政治能力。党员的党性锻炼是中国共产党的优

须坚定理想信念、维护党的团结，维护党中央的权

良传统，是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克服党员队

威，在关系和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关键时刻，

伍中消极腐败现象的重要举措。全面增强党员的党

保持清醒的政治头脑、正确的政治立场。“坚定理

性锻炼和党性修养，必须在党的理论指导下、在党

想信念，坚守共产党人精神追求，始终是共产党人

内规章制度的规范下，全力抓好党性教育，高度重

安身立命的根本。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

视理想信念培育，不断加强党的理论学习和党性实

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是

践锻炼。党的政治建设必须提高党员干部思想上的

共产党人经受住任何考验的精神支柱[9]80。”党的思

政治觉悟和实践中的政治能力。政治觉悟是广大党

想建设过程中需要明确树立正确的政治方向，持续

员干部在政治生活实践中领会政治问题、明辨政治

开展理想信念、基本理论、宗旨意识、组织纪律、

是非、坚守政治信仰、防范政治风险的意识。“政

道德修养等方面的思想教育工作，着力培养全体党

治能力是把握方向、把握大势、把握全局的能力，

员牢固树立“四个意识”，把准政治立场和政治要

就是保持政治定力、驾驭政治局面、防范政治风险

求。党的思想建设还必须克服各种错误思想和不良

[6]

的能力 。”提高党员干部的政治觉悟和政治能力

文化思潮的影响，切实纠正党内存在的“四风”问

是党的政治建设的根本要求，必须在实践工作中积

题，不断增强全体党员的政治信仰、政治理想和政

累政治经验，在严肃纪律中强化政治素养，大力加

治忠诚，大力增强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

强党性锻炼和理论修养，不断锤炼政治本领和坚守

分析和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从而为坚定政治方向

政治立场。广大党员干部要在实际工作中，坚定执

提供思想保证和精神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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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政治建设体现组织建设的政治标准

（四）政治建设凸显纪律建设的政治规范

深入推进党的组织建设，需要使政治建设的内

纪律建设是新时代党的建设中新增的内容，充

容作用于组织建设之中，“这是党的政治诉求、政

分体现了全面从严治党的时代性和针对性。在党的

治要求在组织层面的体现，是实现党的政治意图、

纪律建设中，首先要强调的是党的政治纪律，“它

政治目标的组织手段和组织形态”

[10]

。党的政治建

是全党在政治方向、政治立场、政治言论、政治行

设统领组织建设，就是要把政治性融入到组织建设

动方面必须遵守的刚性约束”[11]356。因此，全党必

中，着重强调党组织建设以及选拔、任用党员干部

须以党章为根本遵循，完善党内法规制度和规则体

方面的价值取向和政治要求。在基层党组织建设方

系，在开展纪律教育中自觉提升纪律意识，在严肃

面，必须坚持贯彻党的决议、维护党的权威，积极

的监督问责中不断增强政治纪律的约束。“政治纪

宣传党的政治理论、政治路线、政治主张，提高党

律和政治规矩是最根本、最重要的纪律，遵守政治

的民主生活会、组织生活会的质量和效果，加强基

纪律和政治规矩是遵守党的全部纪律的基础”[12]。要

层高素质的党员队伍建设，不断提升政治上的领导

通过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以“五个必须、

力、组织力和凝聚力。在选拔任用各级党员干部

五个决不允许”为重点，持续开展党内政治巡视和

时，必须坚持正确的选拔任用原则和政治标准，健

监督检查，严肃追究党内违纪违法人员的政治责

全和完善党员干部选拔录用机制。在考察党员干部

任。在监督执纪工作中，坚持把查处违反党的政治

时，要看重是否具备坚定的政治立场、过硬的政治

纪律、政治规矩问题作为主要任务，已取得了很大

素养、出色的政治能力。在考核评定党员干部时，

成效。“2017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立案审查存在

关键要看个人是否具有鲜明的政治担当和政治定

违反政治纪律行为的案件1.2万件，处分1.2万人，

力，能否坚决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对于

比2016年增长了181%，为严明党的政治纪律和政

中管干部、省管干部、中央和地方国家机关、国

治规矩提供了纪律保障 [13]。”党的纪律建设必须充

有企事业以及金融单位的党员干部，必须加强党

分体现政治上的标准和要求，不断提高约束力和实

组织的监督和约束，不断督促党员干部坚定政治

效性。2018年8月，在中共中央最新修订的《中国

信仰、提高组织能力、强化政治担当，以巩固党

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简称《条例》）中，新增

的执政基础。

或修订了诸多纪律规范条例，为全面从严治党划出

（三）政治建设强调作风建设的政治表现

了新的纪律“底线”。例如，“在《条例》的第二

党的作风建设的根本目的在于规范和约束党员

条中增加了坚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的核心、

的思想意识和行为作风，巩固党执政的群众基础，

全党的核心地位，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第

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加强党的作风建设，必须把

四十四条规定了在重大原则问题上不同党中央保持

正风肃纪作为主要任务，以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

一致且有实际不当言论或造成不良后果的惩处办

血肉联系作为根本要求，“坚持以上率下，巩固拓

法；第四十九条增加了导致本地区、本部门、本单

展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成果，继续整治‘四风’

位政治生态恶化的惩治措施；等等”[14]。

问题，坚决反对特权思想和特权现象” [1]66 。党的

（五）政治建设增强制度建设的政治保障

作风建设必须全面贯彻落实政治建设的根本要求和

党内的制度建设是保障党员权利、体现价值

核心内容，教育引导党员干部尊崇党章、遵守党的

共识、凝聚组织合力的根本举措。要通过建立健全

纪律规范，不断加强高中级党员干部的党性锻炼，

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和党内监督体系，进一步增强党

“弘扬忠诚老实、公道正派、实事求是、清正廉洁

的领导核心地位法定化、党内活动程序化、自身建

[1]63

。在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三严

设规范化和领导决策民主化。党的政治建设是加强

三实”专题教育和党风廉政建设之中，要教育广大

制度建设的政治保证，能够充分发挥政治支撑和引

党员干部以优良的党风、学风、思想作风、工作作

领的作用，体现党的政治理性、政治意图和价值导

风、领导作风凝聚起党心和民心。

向。党的制度建设服务于政治建设，目的是通过一

等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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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制度安排，推动党的政治领导、党内权力监

党绝对忠诚的思想根基[16]。”在贯彻落实《中央巡

督、党内反腐倡廉等方面的制度化发展。习近平总

视工作规划（2018－2022年）》推进会上，赵乐际

书记指出：“要围绕责任设计制度，围绕制度构建

强调：“维护习近平总书记核心地位、维护党中央

体系，强化上级党组织对下级党组织和党员、领导

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是新时代巡视工作的‘纲’

干部的监督，做到责任清晰、主体明确、制度管

和‘魂’。要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坚守政治巡

用、行之有效，并加强同党内其他法规的衔接，把

视职能定位，自觉承担‘两个维护’的重大政治责

。”这实质上是运用法治思

任[17]。”全党必须深刻认识到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

维和刚性手段来管党治党，建立具有法律约束力的

中统一领导这一根本政治原则，在实际行动中坚决

制度规范来解决党内问题、调解党内矛盾和规范党

维护这一原则，绝不容许违反。

制度框架确立起来

[15]209

员行为。党要坚持把政治建设融入到制度建设之
中，要通过修订和建立一系列党内制度、条例和规

（二）全国各级党组织必须着力增强政治生活
的“四性”，积极营造健康的政治生态

则，健全党内民主集中制及各项制度，坚持落实党

“增强党内政治生活的政治性、时代性、原则

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纪检工作双重领导体制和党内

性、战斗性” [1]62 ，充分体现了党内政治生活的本

巡视巡察制度等，不断提高党内的民主决策能力，

质特征和时代要求。增强政治性是把“旗帜鲜明讲

有效保障党员的政治权利，以完善的党内制度法规

政治”纳入到党内政治生活的全过程，引导党员干

和监督机制约束和治理党内出现的政治生活不严、

部坚定政治理想和政治立场，维护党的政治领导。

政治生态恶化、政治文化庸俗等问题。

增强时代性是在党内开展政治生活中，必须紧跟时
代步伐，深刻把握党内政治生活面临的新要求新特

三、新时代党的政治建设的实践路径

征，创新和利用多样化的方式开展党员教育管理、
民主评议等活动，及时解决党内政治生活中存在的

党的政治建设要突出其重点内容、发挥其统领

新问题。增强原则性是指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

作用，必须以党的各项建设作为有效的实践路径来

部在党内政治生活中必须遵循各种政治规范和所提

使其落到实处。

供的各项基本准则。它不仅能决定党内政治生活的

（一）在全党范围内深入贯彻落实坚决维护党
中央权威和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的根本政治原则

发展方向，而且为处理党内各种关系和解决各种矛
盾提供了遵循依据。“增强战斗性，是要在党内基

中共十九届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的《中共中

本原则指导下，通过在组织认定的、正常范围内的

央政治局关于加强和维护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若

党内斗争，特别是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在党内政治

干规定》以及最新修改的党章中，都旗帜鲜明地指

生活中做到敢于直面问题、敢于批评对方和自身缺

出：“全党必须牢固树立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

点，从而提高党组织的战斗力[18]。”在党内不断增

心意识、看齐意识，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

强政治生活的“四性”，才能使全体党员具备过硬

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11]584

。”党的十九大以来，在

的政治素养。

中共中央政治局民主生活会、十九届中央纪律检查

党内营造优良的政治生态要在严肃党内政治生

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中央和国家机关党的政治

活的基础上加以优化，要规范党员行为、发扬党内

建设推进会等会议上，习近平多次强调党的政治领

民主、规范党内组织生活，要以党内制度法规作保

导的重要性，提出了维护党中央核心领导地位的根

障，加强党务公开、党内监督和权力制约。十九大

本要求。在中央军委党的建设会议上，习近平总书

以来，全国各级党组织把营造党内健康政治生态作

记指出：“要加强党的政治建设，引导全军坚决维

为重要任务，以多种方式持续净化党内政治生态。

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坚决听从党中央和

在重庆市市委召开的五届四次全会上，“审议通过

中央军委指挥。要坚持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了《中共重庆市委关于营造良好政治生态的意见》

思想和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武装官兵，铸牢部队对

《中共重庆市委关于坚决肃清孙政才恶劣影响和薄

24

樊明方

门

超：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政治建设的统领作用和实践路径

熙来王立军流毒的意见》和全会决议”[19]。全国其

建立和完善了民主集中制等一系列具体制度，“形

他一些地区也加强了这方面的工作。我们为新气象

成了包括党的代表大会制度、党的委员会制度、党

的出现感到鼓舞，但也必须清醒地看到，这项工作

内选举制度、党的集体领导制度、党内监督制度、

任务是艰巨而复杂的，必须坚持不懈，长期奋斗，

党的组织生活制度、党员权利保障制度等在内的一

党内政治生态才可能有大的改观。

整套制度体系”[22]。这些制度的建立推进了党的领

（三）坚定以人民为中心的政治立场，加强党
员的党性锻炼和党性修养

导权力配置的制度化，也提升了党的民主集中制原
则的具体化、规范化。党内民主集中制及其运行机

党的政治建设必须始终把人民群众摆在中心位

制的发展，需要确立党员教育培训的常态化机制，

置，牢固树立“人民性”的政治思维和主体意识，

构建民主公开的运作机制，完善监督制约机制，以

把“人民立场”作为党的根本政治立场。在推动政

及探索实施决策议题预审机制和健全决策执行机制

治建设的过程中，要牢固树立“人民立场”，坚定

等，形成有效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的方式、方法。

贯彻党的群众路线，践行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

党的民主集中制在进行制度化建设的同时，还需要

“确保人民群众享有基本的发言权和监督权，尤其

增强执行意识，不断强化贯彻民主集中制的政治意

是党员干部在政治上过不过关，最终还需要经过人

识、制度意识、责任意识和作为意识，正确处理党

[20]

民群众的检验和评判”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政

治立场，必须始终坚信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党
执政的根基所在，充分发挥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
性、主动性、创造性，充分尊重人民所表达的意愿

内民主与集中、组织与个人、团结与批评、集体领
导与分工负责的关系。
（五）提高党组织的政治领导力，大力提高全
党同志特别是高中级领导干部的政治能力
党的政治领导力强调的是各级党组织在政治

和权利。
加强党的政治建设必须在党的理论指导和党章

上、思想上和行动上把握政治方向和驾驭全局的领

规范下，抓好全体党员的党性教育，不断增强党性

导能力。党的政治领导力突出政治性、方向性，要

锻炼和党性修养。在开展党性教育方面，要加强思

依靠宣传、说服、引导、示范带动等手段。提高党

想理论教育和党史国史教育，不断强化政治意识。

的政治领导力需要坚定政治信仰。党员领导干部要

在加强党性锻炼方面，要教育全体党员强化责任意

坚定政治信仰，引导全社会树立“四个自信”；坚

识，坚定对党的政治忠诚和政治认同。在加强党性

定“四个意识”，带动全社会拥护中央权威；坚定

修养方面，“一是加强党的组织纪律建设来增强党

责任担当，推动基层党组织发挥政治功能。提高党

员的党性修养意识；二是加强党内监督来提升新时

的政治领导力需要党员领导干部强化政治担当，提

[21]

。加强党的组织纪律建设，必须严

高政治素养；提高法纪意识，遵守党纪国法；加强

格遵守“四个服从”和党的组织纪律，坚决执行党

廉洁意识，带头拒腐防变。各级党组织必须坚持

的民主集中制、请示报告制度，增强党员的组织纪

党的群众路线，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合理诉

律意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遵守党的组织纪

求。党的政治领导力是衡量各级党员干部政治觉

律，向党组织报告，听组织意见，很多问题就不会

悟、政治能力的根本要求。在党员干部的选拔任用

代党性修养”

[9]766

。”加强党

过程中，要着力突出政治性在党内选人用人中的导

内监督必须突出重点监督环节和内容，健全党内监

向作用。要以政治表现作为考察党员干部的依据，

督机制，进一步拓宽监督渠道和创建监督平台。

大力提拔和重用政治素养高、政治能力强的党员干

发生。……防微杜渐才能不出问题

（四）进一步完善党的民主集中制

部，注重政治培养和党性锻炼，引导和鼓励年轻干

党的民主集中制是党内政治生活中根本的组

部到基层一线和艰苦困难的地方砥砺政治品质、增

织原则，能够规范党组织和党员的行为、有效调节

长本领。

党内关系、强化党员干部的组织领导力、科学配置

提高全党同志尤其是高中级党员领导干部政

和约束党内的权力运行。在党的建设长期历程中，

治能力必须锤炼政治品格、提升理论素养、加强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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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生活锻炼、增强政治领导本领和群众工作本领。

然而，我们在取得反腐败斗争重大成果的同

锤炼政治品格和加强党性锻炼是提高政治能力的基

时，必须深刻认识到反腐败斗争的形势依然严峻复

本要求。对党忠诚是党员政治品格的重要表现，主

杂，还有许多问题和困难需要解决和克服。随着反

要体现在：坚定党的理想信念，坚定对马克思主义

腐败斗争的深入发展，反腐难度和成本不断增大，

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仰和对改革开放和社会主

腐败行为的隐蔽性更强，腐败问题呈现多样化、复

义现代化建设的信心；牢固树立“四个意识”，站

杂化的趋势。一些党政部门对于反腐败斗争的制度

稳政治立场，维护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忠诚于党的

建设相对滞后于形势所需，有效预防腐败的措施和

组织，加强党员个体的组织纪律性，提高党性修养

方法还需完善。在反腐败斗争中值得警惕的是，很

和政治本领。提升理论素养是提高政治能力的必要

多落马的党员领导干部出现严重的违纪违法和贪腐

条件。提升理论素养首先要强化党员的理论学习和

行为，追根溯源都是政治上首先出了严重问题。一

文化修养，深入学习党的指导思想、理论体系和基

些地方和部门的党组织出现了党的领导弱化、组织

本方略，深刻领会党的历史使命、奋斗目标、战略

纪律涣散、党内政治生活庸俗化等不良倾向，导致

布局，树立正确的世界观、权力观和事业观。增强

政治生活不正常，政治生态恶化；极少数党员领

政治领导本领和群众工作本领是提高政治能力的重

导干部理想信念缺失、政治立场动摇，热衷于拉

要内容。高中级党员领导干部要勤奋学习，深入实

帮结派、做“两面人”，大搞权钱交易、官商勾

际，随时总结经验教训，努力提高解决事关大局的

结和利益输送等违法乱纪行为，表现出政治上与

重大问题和人民群众最关心的民生问题及反映强烈

经济上的双重问题，严重威胁党的执政地位和国

的热点难点问题的能力。

家的政治稳定。

（六）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在强化党内监督

因此，加强党的政治建设必须把反腐败斗争

机制和反腐治理能力的基础上，切实解决党内的政

进行到底，切实解决党内政治层面存在的各种问题

治腐败问题

和缺陷。新时代党的政治建设能够从政治层面解决

近年来，党内反腐败斗争的深入推进，以强

党内腐败的根源，惩治党内腐败的问题，提高党员

有力的手段遏制住了腐败蔓延的势头，取得了压倒

干部的政治素养，这是反腐败斗争取得实际成效的

性态势和丰硕成果。2017年10月，中纪委的报告指

前提条件。当前，党内反腐败斗争需要充分发挥党

出：“十八大以来，经党中央批准立案审查的省

的政治建设的统领作用，注重加强党内政治文化建

军级以上党员干部及其他中管干部440人。其中，

设，突出执纪审查的政治性，实践监督执纪“四种

十八届中央委员、候补委员43人，中央纪委委员

形态”，加强日常管理监督和群众监督，全面推进

9人。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接受信访举报1218.6万

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形成反腐败巡查机制和

件，处置问题线索267.4万件，立案154.5万件，处

激励机制，铲除滋生党内腐败的土壤，积极营造清

分153.7万人，其中厅局级干部8900余人，县处级干

正廉明的党内政治生态。

部6.3万人，涉嫌犯罪被移送司法机关处理5.8万
人 [23]。”“2018年上半年，全国各级纪检监察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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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verning Role and Practice Path of Political Building for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n the New Era
Fan Mingfang Men Chao
Abstract: To give top priority to the political building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the governing role of political building should
be brought into full play. To strengthen the political building of the Party, we should uphold centralized and unified leadership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carry out intraparty political activities which are highly ideological, updated and well-disciplined for combating
any challenge and improve the party’s political ecosystem. We need to vigorously raise party consciousness of our members , to
improve the democratic centralism of the party, to enhance the political leadership of the party and the administering ability of party
leaders and officials and to earnestly tackle intraparty political corruption in the fight against corruption.
Key words: New Era; CPC Political Building; Governing Role; Practice Pa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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