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党史国史
启迪忧患自觉

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在内
忧外患中诞生、在历经磨难中成
长 、在攻坚克难中壮大的执政
党，始终具有强烈的忧患意识。
革命战争年代，党面对生与死、
血与火的考验，始终葆有高度清
醒的忧患自觉。在著名的“窑洞
对”中，面对黄炎培的“历史周期
率”之问，毛泽东同志以“让人民
来监督政府”给出明确答案。在
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面对全国
胜利已成定局的大好形势，毛泽
东同志告诫全党警惕资产阶级

“糖衣炮弹”，明确提出“两个务
必”。1949 年 3 月，中共中央机
关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由西
柏坡进驻北平之际，毛泽东同志
又说：“今天是‘进京赶考’的日
子……退回来就失败了。我们
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
好成绩。”强烈的忧患意识，为党
团结带领人民浴血奋战、百折不
挠，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伟大胜
利提供了坚实的思想保证。

新中国成立后，一些共产党
人蜕化变质，在“糖衣炮弹”面前
打了败仗、当了俘虏。面对“从
善如登、从恶如崩”的严峻形势，
党中央及时部署了“三反”运动，
查处了一批腐败分子，成为党执
政后自我净化、反腐防变的一次
成功实践。改革开放后，邓小平

同志强调：“我们要把工作的基
点放在出现较大的风险上，准备
好对策。”进入新世纪，党中央深
刻揭示全党面临的“四大考验”
和“四种危险”，提出“只有居安
思危、勇于进取，党才能始终走
在时代前列”。党的十八大以
来，党中央深刻洞察影响党长期
执政、国家长治久安、人民幸福
安康的突出矛盾和问题，审时度
势、果敢抉择，锐意进取、攻坚克
难，义无反顾进行具有许多新的
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强烈的
忧患意识，为党团结带领人民实
现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
伟大飞跃，成功开创、坚持、捍
卫、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
动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
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提供
了坚实的思想保证。

回顾党史国史，我们深刻感
悟到一代代共产党人所心怀的
强烈居安思危意识，其背后的强
大精神力量就是对初心的坚守
和对使命的担当。奋进新征程，
我们务必要不忘初心 、牢记使
命，从党史国史中汲取强大力
量，传承好这种优良传统，为建
功新时代提供深厚精神根基和
现实启迪。

百年辉煌
保持赶考清醒

经过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
党人的接续奋斗，特别是新时代

十年的伟大变革，我们经历了对
党和人民事业具有重大现实意
义和深远历史意义的三件大事：
一是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
周年，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
入新时代，三是完成脱贫攻坚、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任务，
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我们
党正团结带领人民阔步全面建
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
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

面对举世瞩目的成就，习近
平总书记着眼“两个大局”，要求
全党增强忧患意识，时刻准备进
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
大斗争。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
9 次提到“风险”一词；2018 年 1
月在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
补委员和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
研讨班上，列举了 8 个方面 16 种
具体风险；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
立 100 周 年 大 会 上 ，告 诫 全 党

“必须增强忧患意识、始终居安
思危”；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深
刻指出我国发展面临的不少困
难和挑战，如发展不平衡不充分
问题仍然突出，推进高质量发展
还有许多卡点瓶颈，科技创新能
力还不强；确保粮食、能源、产业
链供应链可靠安全和防范金融
风险还须解决许多重大问题；重
点领域改革还有不少硬骨头要
啃；意识形态领域存在不少挑
战；城乡区域发展和收入分配差
距仍然较大；群众在就业、教育、
医疗、托育、养老、住房等方面面
临不少难题；生态环境保护任务
依然艰巨；一些党员、干部缺乏
担当精神，斗争本领不强，实干
精神不足，形式主义、官僚主义
现象仍较突出；铲除腐败滋生土
壤任务依然艰巨，等等，再次强
调要“增强忧患意识，坚持底线
思维，做到居安思危、未雨绸缪，
准备经受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
浪的重大考验。”

总书记的这些重要论述，赋
予“两个务必”以新的时代内涵，
教育全党时刻保持赶考路上的

清醒。奋进新征程，我们务必要
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始终对取
得的成就保持审慎，充分认识前
进道路上可能遇到的一系列重
大风险挑战，确保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号巨轮扬帆远航。

百年变局
警示居安思危

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
局加速演进，一方面，国际格局
和国际体系正在发生深刻调整，
世界经济重心正在加快“自西向
东”位移，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
业变革正在重塑世界，新兴市场
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国际影响力
不断增强，国际力量对比更趋均
衡；全球治理体系正在发生深刻
变革，越来越向着更加公正合理
的方向发展，全球治理的话语权
越来越向发展中国家倾斜；世界
文明多样性更加彰显，世界各国
开放包容 、多元互鉴成为主基
调。另一方面，全球动荡源和
风险点明显增多，新冠肺炎疫
情给世界带来深度影响，我国
发展面临一个不稳定性不确定
性日益增强的世界环境。政治
上，中美战略博弈进入新阶段，
俄乌冲突形势波诡云谲，地区
热点问题此起彼伏，发展鸿沟
日益扩大，逆全球化趋势凸显，
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抬头，冷战
思 维 和 零 和 博 弈 观 念 沉 渣 泛
起，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威
胁交织蔓延。经济上，经济全
球化面临新挑战呈现新特征，
世界经济增长持续乏力，低增
长、低利率态势仍将延续，高负
债、老龄化、结构性改革迟缓、
收入差距扩大等结构性问题对
中长期可持续增长制约较强，
世界经济复苏面临诸多挑战。

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我
们要深刻认识到，虽然时与势在我
们一边，但前进道路上各式各样的
漩涡、暗流、险滩绝不会少。我们
务必要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坚定

不移办好中国自己的事，才能在复
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中，向着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不断挺进。

文化传统
提醒常怀远虑

中华民族历来具有强烈的
忧患意识，《周易》中“安不忘危”

“泰极生否”“朝乾夕惕”等思想
发人深省；《左传》有言：“居安思
危，思则有备，有备无患。”《司马
法》中写道：“天下虽安，忘战必
危。”历代仁人志士基于对自然
和社会的深刻洞察，留下了“祸
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人
无远虑，必有近忧”“生于忧患，
死于安乐”“祸患常积于忽微，而
智勇多困于所溺”等大量饱含忧
患意识的经典名言。

受深厚的中华传统文化和
深刻的历史史实影响，忧患意
识、居安思危意识已广泛渗入百
姓日常生活，具有深厚的社会基
础和绵长的生命力。很多耳熟
能详的成语和民间谚语如防患
未然、防微杜渐，“不怕一万，就
怕万一”“小心驶得万年船”等
等，都蕴含着中国人朴素的忧患
意识，成为人们习以为常的思维
惯性和行事指南。

总之，忧患意识作为中华民
族独具特色的价值理念和人文
精神，已经镌刻在中华文明的基
因深处，“三个务必”所凸显的强
烈忧患意识是马克思主义基本
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
合的生动注脚。

习 近 平 总 书 记 指 出 ，全 面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是
一项伟大而艰巨的事业，前途
光明，任重道远。我们要牢记
总 书 记“ 三 个 务 必 ”的 谆 谆 告
诫，切实增强忧患意识、居安思
危意识，在新征程上谱写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绚丽
的华章。

（作者系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党委常委、副校长，教授）

“三个务必”凸显党的忧患意识
根据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统

计，我国数字经济规模已从2017年
的27.2万亿元增长至2021年的45.5
万亿元，稳居世界第二；在我国
GDP中占比提升至39.8%。随着数
字经济的快速发展，数据的权属安
全问题逐渐进入公众视野，面对频
发的数据侵权行为，数字经济相关
法律法规亟待完善。

数字经济相关法律
法规亟待完善

近年来，人脸支付、刷脸考勤等
人脸识别技术作为新兴身份认证手
段，在众多领域为人们生活方方面
面带来便利，但是人脸识别技术的
普及也给法制意识较差的应用程序
运行商以可趁之机，屡屡发生诸如
人脸信息被滥用、个人信息被过度
收集、大数据“杀熟”等情形。

数据侵权行为频发的背后，是
数字经济相关法律法规滞后于快
速发展的数字经济。数字经济是
当前最新兴领域，其立法规制需要
时间更需要空间，且由于缺乏直接
上位法的指导，目前数字经济相关
促进条例多以鼓励、引导性条款内
容为主，未就市场内参与人的责任
义务进行充分规定。

虽然目前法律尚未明确界定个
人数据的权属，但是对个人数据所
具备的人格权益已成为普遍共识，
成为相关条例的优先保护对象。以
2021 年广东省数字经济相关立法
为例，其总体立法思路体现了对行
业部门监管职责的强化，以及通过
规范涉及个人数据的数据产权交易
规则，保护个人数据权益。

参考各地方管理条例、立法草
案，数字经济的管理规制亦是一场

“急不得”的变革。未来数字经济
的建设主力军将会是日益壮大的
互联网原住民群体，这也意味着未
来的数据管理规制不但需要法律
推进，也需要考虑不同用户的保护
需求。不同于数字经济的初期，现
在越来越多年轻的互联网原住民
参与到数字经济生活中，新生代成
长于互联网权益保护的高速发展
阶段，权益意识更为敏感，呼吁加
强数据权益保护的声音渐高。

急需通过数据确权
进行权益保护

由 于 数 据 可 无 限 复 制 、传

播，其相关交易也因此超越了传
统权属变更描述的范围。例如，
在数据买卖中，数据本身所携带
的信息要素并不会因为交易环
节的增多、交易次数的叠加而发
生变更；又由于数据缺乏一定的
物理形态，基于其虚拟性，当同
一份数据被重复交易或是多次
交易时，买受方对于其过往的交
易记录是难以查证的，对于数据
的原始来源也缺乏追溯渠道，因
此对数据来源是否合法、作为生
产要素是否唯一所有等都难以
明确。在此背景下，数据市场要
进一步发展，亟需基于数据流通
特点、结合实物交易权属变更规
则，对数据交易背后权益变更进
行权属界定。

目前我国数据权益法律规范
并不完备，仅有《电子签名法》及

《数据安全法》对数据保护的范围
进行了界定。其他法律法规例如

《民法典》《个人信息保护法》等，
都只局限于个人信息保护，实际
并未对数据权益保护进行全面覆
盖，使得部分权益保护内容“于法
无据”，难以通过从现有法律中找
到合适的法条对现有破坏数据市
场交易的行为进行规制，因为目
前“数据”的范围、概念已超越原
有法律所规制的“物”以及“物的
权益”的范围。

基于数据本身的特性，要对
其进行监管并对相关参与人进行
权益保护，首先要根据数据特点
从其权益产生背景进行分析保
护，对数据产生、交易环节进行拆
解：根据数据的使用对象不同，赋
予不同数据使用人不同责任。通
过对数据进行所有权和使用权区
分，对数据相关参与者在不同情
景下的角色进行区分，而不同角
色的情境设定，为公众进行个人
数据保护提供了可能性，更有利
于数据市场可持续发展。

以数据使用权作为调整依据
进行责任分割，将有效解决数据
多层转接而缺少法理依据以追究
责任的难题。将数据相关权益的
中心由“权属纠纷”调整为“纠纷
治理”，通过淡化数据生产者在后
续数据交易的重要性，转而向数
据交易参与者提供权利依据，从
而实现对自身数据权益的维护，
向不法使用者追责。

(作者系华东理工大学商学
院教授）

数字经济发展需数据确权助力
□陈万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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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刘海春

党的二十大报告以告诫党员牢记“三个务必”开篇，
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站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制高点,
对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
军过程中加强自身建设的深邃思考。面对中华民族千
秋伟业，中国共产党承担的责任无比重大，使命无上光
荣；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共产党面临的形
势十分复杂，挑战异常严峻。告诫全党“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谦虚谨慎、艰苦奋斗，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坚
定历史自信，增强历史主动，凸显了习近平总书记和党
中央强烈的忧患意识、居安思危意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