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特约评论员

—— 纪念改革开放 40 周年寄语

40 年风雨同舟，40 年披荆

斩棘，40 年砥砺奋进。40 年前，

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起点，

中国开始了伟大的改革开放。改

革开放成为当代中国最显著的

特征、最壮丽的气象。对这一

伟大历史进程，习近平总书记用

“十个始终坚持”高度概括了党

引领亿万人民的奋斗历程和创

造的人间奇迹。

回顾过去，方知未来可期。

从历史中汲取智慧和力量，我

们愈发坚定前行的信心和决心。

无论是加强顶层设计、鼓励基层

实践、尊重人民首创精神，还是

用好全面深化改革科学方法论 ；

无论是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

是，还是突出问题导向，狠抓落

实落地、倡导实干担当，都是

我们党从历史、全局、战略的

高度总结 40 年改革开放成就和

经验，所给予我们的宝贵财富。

改革开放 40 年，也是与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事业发展

同步推进的 40 年，是法治护航

改革开放巨轮乘风破浪的 40 年。

从公平正义到全面依法治国，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取得

了历史性成就，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法治体系日益健全，依法治国

写入宪法 , 成为治国方略，法治

中国日益深入人心。

伴随改革开放步伐，司法

行政事业恢复重建，从步履蹒

跚到跨步向前，一代代司法行

政人同心筑梦、奋发进取。这

些年，我们始终坚持党的领导，

用 党 的 最 新 理 论 成 果 指 导 实

践，以更宽广的视野、更长远

的眼光来思考把握司法行政事

业发展中面临的一系列重大问

题 ；这些年，我们始终坚持总

体国家安全观，尊重人民主体

地位，把人民满意度作为衡量

工作的最高标准，维护人民群

众利益和社会和谐稳定 ；这些

年，我们始终坚持以深化司法

行政改革为主线，盘活、做优、

做强司法行政工作，在改革中

守正出新、不断超越自己，实

现司法行政工作创新升级 ；这

些年，我们始终坚定不移推进

过硬队伍建设，建设了一支信

念坚定、执法为民、敢于担当、

清正廉洁的高素质司法行政队

伍。收获来自责任，精彩源于

担当。面向未来，我们能抓住

机遇、也勇于接受挑战。2018

年重组后的司法行政机关承担

推进行政立法、行政执法、刑

事执行和公共法律服务的重要

职责。我们将自觉转换新角色、

全面融入新职能，以更高站位、

更宽视野、更大格局，承担司

法行政事业发展的历史使命。

改革无止境，扬帆再出发。

在当下中国全面深化改革的最

好时代，全面依法治国的最好

时期，让我们紧密团结在以习

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

帜，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以

更加过硬的工作作风、昂扬奋

进的精神状态，谱写新时代司

法行政工作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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