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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闻综述

习近平：大力倡导爱国奉献精神 使之成为新时代奋斗者的价值追求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王继才同志先进事迹作出重

要指示强调，王继才同志守岛卫国 32 年，用无怨无悔的坚守和付出，在平凡的岗位上书写

了不平凡的人生华章。我们要大力倡导这种爱国奉献精神，使之成为新时代奋斗者的价值

追求。【详细】

李克强：加强民族团结 推动富民兴藏

7 月 25 日至 27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

吴英杰、自治区主席齐扎拉陪同下，在林芝、山南、拉萨考察经济社会发展，向西藏各族

人民送上祝福。【详细】

栗战书：发挥人大在全面依法治国中的重要作用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栗战书 25 日至 28 日在福建调研时强调，

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发挥人大在全面依法治国中的重要作用，

为实现高质量发展、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有力法治保障。【详细】

汪洋主持召开第七次政协主席会议

政协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七次主席会议暨主席会议第二次集体学习 25 日在京举行。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汪洋主持会议并讲话。汪洋指出，十三届一次会议以

来，全国政协把加强制度建设摆在重要位置，部署对一系列重要制度进行集中修订，在强

化委员履职管理、密切联系委员等方面加强制度供给、健全制度体系。【详细】

赵乐际：深化政治巡视 抓实巡视整改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赵乐际 24 日至 27 日到黑龙江省调研。他强调，

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巡视工作重要思想，深化政治巡视，抓实巡视整改，认真做好巡视“后半篇文章”，

充分彰显巡视监督严肃性和公信力，为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

全面”战略布局提供坚强保障。【详细】

韩正：把政府职能转变和“放管服”改革推向纵深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国务院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和“放管服”改革协

http://cpc.people.com.cn/
http://cpc.people.com.cn/n1/2018/0807/c64094-30212681.html
http://cpc.people.com.cn/n1/2018/0729/c64094-30176049.html
http://cpc.people.com.cn/n1/2018/0729/c64094-30176054.html
http://cpc.people.com.cn/n1/2018/0726/c64094-30170207.html
http://cpc.people.com.cn/n1/2018/0728/c64094-30175236.html


请点击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cpc.people.com.cn/ 2

调小组组长韩正 27 日主持召开国务院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和“放管服”改革协调小组全体会

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贯彻落实全国

深化“放管服”改革转变政府职能电视电话会议精神，审议有关文件，部署当前和下一步

重点工作。【详细】

■ 新闻聚焦 习近平主席访问中东非洲五国并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

第十次会晤

编者按：面向中东非洲发展中国家，国家主席习近平开启了新一届任期的外交之旅。

加强同非洲国家团结合作一直是中国外交政策的重要基础。2013 年 3 月，习近平当选国家

主席后的首次出访，目的地同样是非洲。那一次，习近平主席高瞻远瞩地提出了真实亲诚

的对非政策理念和正确义利观。这一次，从中东阿联酋到西非之角塞内加尔，从非洲内陆

卢旺达到印度洋和大西洋环抱中的南非，再到东非岛国毛里求斯。

习近平谈中非命运共同体

7 月 19 日至 28 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对阿联酋、塞内加尔、卢旺达和南非进行

国事访问，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次会晤，过境毛里求斯并进行友好访问。这是今年 3

月习近平连任中国国家主席后首次出访。到访的 5 个国家中，有 4 个是非洲国家。关于中

非友谊、中非发展、中非命运共同体理念，习近平曾在不同场合多次强调和阐释。【详细】

习近平在阿联酋媒体发表署名文章：携手前行，共创未来

7 月 18 日，在对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进行国事访问前夕，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阿联酋《联

邦报》、《国民报》发表题为《携手前行，共创未来》的署名文章。【详细】

习近平在塞内加尔媒体发表署名文章：中国和塞内加尔团结一致

7 月 20 日，在对塞内加尔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前夕，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塞内加尔《太

阳报》发表题为《中国和塞内加尔团结一致》的署名文章。【详细】

习近平在卢旺达媒体发表署名文章：中卢友谊情比山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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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21 日，在对卢旺达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前夕，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卢旺达《新时代

报》发表题为《中卢友谊情比山高》的署名文章。【详细】

习近平在南非媒体发表署名文章：携手开创中南友好新时代

7 月 22 日，在对南非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前夕，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南非《星期日独立

报》、《星期日论坛报》、《周末守卫者报》发表题为《携手开创中南友好新时代》的署名文

章。【详细】

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次会晤并发表重要讲话

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次会晤 26 日在南非约翰内斯堡举行。南非总统拉马福萨主持。中

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巴西总统特梅尔、俄罗斯总统普京、印度总理莫迪出席。五国领导人

围绕“金砖国家在非洲：在第四次工业革命中共谋包容增长和共同繁荣”主题，就金砖国

家合作及共同关心的重大国际问题深入交换看法，达成广泛共识。【详细】

习近平会见毛里求斯总理贾格纳特

国家主席习近平 28 日在毛里求斯会见毛里求斯总理贾格纳特。习近平积极评价毛里求

斯独立 50 年来取得的不凡成就，赞赏毛里求斯历届政府一贯秉持对华友好政策。习近平指

出，中毛两国和两国人民友谊深厚、感情亲近。【详细】

■ 人民日报刊发“宣言”署名文章

紧紧抓住大有可为的历史机遇期

习近平总书记 1 月 5 日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鲜

明指出，当前，我国正处于一个大有可为的历史机遇期。这是习近平总书记纵观过去、当

下与未来的历史演进，通览国家、政党、民族的沉浮兴衰，作出的重大战略判断，是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国家表达、民族表达，彰显着当代中国共产党人洞察历史的睿

智、创造历史的担当。【详细】

艰苦奋斗再创业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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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的成果，也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的继续，必须一以贯之进行下去。这既

是充满哲思的揭示，也是铿锵豪迈的宣言。风华正茂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生机勃发的当代中

国，正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做到一以贯之推进社会革命和自我革命，惟有永葆革命精神

和革命斗志，艰苦奋斗再创业。【详细】

为有源头活水来

生机勃发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亿万中国人民的事业。“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

活水来。”在改革开放第 40 个年头，当代中国打响了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改革攻坚战，夯

基固坝、疏渠引流，充分调动人民积极性创造性，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为实现人民对

伟大梦想的追求、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注入强劲动力，释放源头活水。【详细】

风雨无阻创造美好生活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在南非约翰内斯堡举行的金砖国家工商论坛上，习近平总书

记用这样一句中国古语，概括和形容中国不畏艰险走过的不平凡历程，穿越风雨取得的不

平凡成就。这是历史的总结，更是现实的激励、未来的昭示。古老的民族，年轻的国家，

亿万万追求幸福生活的人民，历经风雨创造了值得骄傲和自豪的今天，也必将风雨无阻、

勇往直前，奔向更加美好的明天。【详细】

改革开放天地宽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也是决定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招。”习近平总书记用“关键一招”这个富于中国文化传统

而又生动鲜活的百姓话语，深刻表达出中国共产党人和亿万中国人民对改革开放的认识和

感悟，宣示了当代中国坚定不移推进改革开放的信念和决心。正是靠着改革开放，不断打

破束缚思想的桎梏、扫除阻碍发展的藩篱，我们成功开启了新的壮阔征程，开创了新的前

进道路，开辟了新的发展空间，古老而又年轻的社会主义中国走向充满希望、充满生机的

新天地。【详细】

■弘扬爱国奋斗精神 建功立业新时代·重要评论

人民日报一论：砥砺家国情怀 激发使命担当

近日，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决定在广大知识分子中深入开展“弘扬爱国奋斗精神、

建功立业新时代”活动。这是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贯彻落实党

的十九大精神、加强团结引领服务知识分子的重要举措，对于把各方面优秀知识分子集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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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党和人民的伟大奋斗中来，形成不懈奋斗、团结奋斗的生动局面，具有深远意义。【详细】

人民日报二论：政治引领聚人心

人心是最大的政治。志同则心同，心同则力同。深入开展“弘扬爱国奋斗精神、建功

立业新时代”活动，关键是要把广大知识分子的心凝聚起来，涵养家国情怀，激发使命担

当，让广大知识分子更加自觉爱党爱国，更加坚定跟党走，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

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智慧和力量，实现增人数与得人心相得益彰。【详

细】

人民日报三论：立足岗位书写报国之志

爱国之志，中华魂魄；奋斗之行，时代强音。爱国从来都是具体的、实践的，需要用

热血挥就、用奋斗书写。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新时代也是干出来的。弘扬爱国奋斗精神，

重在践履、贵在力行。广大知识分子要把爱国之情、报国之志融入祖国改革发展的伟大事

业之中、融入人民创造历史的伟大奋斗之中，立足岗位建功立业，争当新时代的奋斗者。

【详细】

新华社评论员：弘扬报国志 建功新时代

新时代新征程，要有新气象新作为。党的十九大描绘了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宏伟蓝图。把蓝图变为现实，需要

汇聚起最广泛的力量。广大知识分子是社会的精英、国家的栋梁、人民的骄傲，是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建设力量。始终与党和国家的发展同向同行，以更加坚定的家国情

怀、更加高远的理想追求、更加执着的报国信念投身祖国各项事业，是党和人民的殷切期

待，也是时代赋予广大知识分子的历史重任。【详细】

■“两学一做”学习教育知识问答（判断题） 

1. 领导干部个人事项报告制度是请示报告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省部级领导干部

的离婚、再婚情况不需要报告。（  ）

2. 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沈阳军区后勤部班长雷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在平凡的

岗位上作出了不平凡的业绩。（  ）

3. 河南省兰考县委书记焦裕禄，不顾肝病折磨，带领群众治理风沙、内涝、盐碱，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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誉为“县委书记的榜样”。（  ）

4. 预备党员预备期满，对需要继续考察和教育的，可以延长一次预备期，延长时间不

能少于半年，最长不超过两年。（  ）

5. 党员的党龄从预备期满转为正式党员之日算起。（  ）

本期答案：1. ×   2.×   3. √   4. ×   5. √

■ 编读往来 

这里，是我们与您沟通的桥梁，您的建议，《党政干部学习文选》愿意听，您的想法对

《党政干部学习文选》很重要！ 

我们开辟“编读往来”这个栏目，旨在加强编辑与读者之间的交流与合作，目的只有

一个：把文选办得更好，满足读者和网友的需求。它是我们与您沟通交流的使者。如果您

对我们的文选有更好的建议，或者对某篇文章有不同的见解，您都可以点击留言处畅所欲

言。对于您的问题我们会及时反馈。您的参与定会成为推动杂志更快更好发展的动力，我

们期待着您的参与！>>>留言投稿信箱：lilun@people.cn

http://cpc.people.com.cn/
http://theory.people.com.cn/GB/164319/index.html
mailto:lilun@people.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