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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闻综述

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隆重开幕 习近平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9 月 3 日，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开幕。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

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强调中非要携起手来，共同打造责任共担、合作共赢、幸福共享、

文化共兴、安全共筑、和谐共生的中非命运共同体，重点实施好产业促进、设施联通、贸

易便利、绿色发展、能力建设、健康卫生、人文交流、和平安全“八大行动”。【详细】

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8 月 22 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进一步推进缓解小微企业

融资难融资贵政策落地见效；决定扩大基本医保跨省异地就医住院费用直接结算范围，便

利群众就近就医；确定促进天然气协调稳定发展的措施和生物燃料乙醇产业总体布局。【详

细】

全国人大常委会召开立法工作会议 栗战书出席并讲话

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工作会议 9 月 7 日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栗战书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依法治国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

准确把握做好新时代立法工作的基本要求，全面落实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齐

心协力、担当作为，书写新时代立法工作新篇章。【详细】

汪洋：用理论学习加强思想武装 促进人民政协工作质量提升

近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汪洋在京主持召开部分省区市政协主要负

责同志座谈会，听取开展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学习研讨

活动情况汇报。他强调，开展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的学

习研讨活动，是人民政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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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强思想理论武装的重要举措。【详细】

赵乐际：为新时代凝聚侨的力量 谱写民族复兴的新篇章

要高举爱国主义、社会主义旗帜，加强侨界群众思想政治引领，持续学习宣传贯彻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加强形势政策教育，画好侨界团结最大同心圆。要坚

持“两个并重”、“两个拓展”，推动“两个建设”，切实履行海外华侨华人社团联谊等职责，

发挥民间性特点，广交新朋友，深交老朋友，扩大侨联的朋友圈。【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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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正：坚决打赢蓝天保卫战 用实际成效取信于民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韩正 8 月 29 日主持召开大气污染防治专题工作会

议，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蓝天保卫战的决策部署，审议《京津冀及周边地区

2018—2019 年秋冬季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攻坚行动方案》等文件，对京津冀及周边地区、汾

渭平原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工作作出安排。【详细】

■ 新闻聚焦 习近平出席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编者按：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 8 月 21 日至 22 日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

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完成新形势下宣传思想

工作的使命任务，必须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为指导，增强

“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自觉承担起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

的使命任务，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在基础性、战略性工作上下功夫，在关键处、要害处下

功夫，在工作质量和水平上下功夫，推动宣传思想工作不断强起来，促进全体人民在理想

信念、价值理念、道德观念上紧紧团结在一起，为服务党和国家事业全局作出更大贡献。

习近平：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 更好完成新形势下宣传

思想工作使命任务

习近平在讲话中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把宣传思想工作摆在全局工作的重要位

置，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实施一系列重大举措。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宣传思想战线积

极作为、开拓进取，党的理论创新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梦深入人心，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广泛弘扬，主流思想舆论不断巩固壮大，文化自信得

到彰显，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大幅提升，全党全社会思想上的团结统一更加

巩固。实践证明，党中央关于宣传思想工作的决策部署是完全正确的，宣传思想战线广大

干部是完全值得信赖的。【详细】

■人民日报论习近平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重要讲话精神

努力开创宣传思想工作新局面

习近平总书记在这次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站在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高度，

深刻总结了党的十八大以来党的宣传思想工作的历史性成就和历史性变革，深刻阐述了新

形势下党的宣传思想工作的历史方位和使命任务，深刻回答了一系列方向性、根本性、全

局性、战略性重大问题，对做好新形势下党的宣传思想工作作出重大部署。讲话总揽全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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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野高远、内涵丰富、思想精深，是指导新形势下党的宣传思想工作的纲领性文献。我们

要认真学习领会，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讲话精神上来，全力以赴抓好各项任务落实。【详细】

把“九个坚持”作为根本遵循

以“九个坚持”为根本遵循，就要在贯彻落实上下大功夫、下真功夫。“知者行之始，

行者知之成。”“九个坚持”的重要思想，具有很强的战略指导性和现实针对性，既是理论

指导，更是行动指南。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一分部署，九分落实。”在党的十九大报

告中，习近平总书记将狠抓落实作为领导干部必须增强的“八种本领”之一。贯彻落实

“九个坚持”的各项要求，不能囫囵吞枣、一知半解，不能流于表面、上下一般粗。只有

立足实际、因地制宜、突出实效，把“九个坚持”在实践中落细落小落实，才能不断增强

工作的原则性、系统性、预见性、创造性。【详细】

肩负起时代赋予的使命任务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主题，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我国发展形势总的很好，做好宣传思想工作具有坚实的理论基础、实践基础、物质基础、

民心基础。同时，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

鼓就能实现的。越是取得成绩的时候，越是要有如履薄冰的谨慎，越是要有居安思危的忧

患。我们党要团结带领人民实现党的十九大确定的战略目标，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

利，更加需要坚定自信、鼓舞斗志，更加需要同心同德、团结奋斗。【详细】

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

意识形态作为一定社会的观念上层建筑，以观念形态存在，却并不虚。马克思说，“如

果从观念上来考察，那么一定的意识形态的解体足以使整个时代覆灭。”任何时候任何情况

下，我们都不能忽视思想的力量、忽视意识形态的作用。党的十八大以来，宣传思想领域

最具标志性的成果，就是从根本上扭转了意识形态领域一度出现的被动局面，使我国意识

形态领域形势发生了全局性、根本性的转变。当前，我国意识形态领域总体保持向上向好

态势，但也要看到，思想文化相互激荡、价值观念多元多样，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

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任务依然艰巨。【详细】

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人民有信仰，民族有希望，国家有力量。培养时代新人，重中之重是要以坚定的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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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念筑牢精神之基。这个理想信念，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

信念，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的自信。反之，倘若理想信念动摇，

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就会全面蜕变，本事再大也担当不起民族复兴大任。只有在全体

人民特别是青少年中加强理想信念教育，深化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宣传教育，深化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和中国梦宣传教育，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

时代精神，才能让理想信念的明灯永远在全国各族人民心中闪亮。【详细】

更好满足人民精神文化生活新期待

文以载道，文以传情，文以植德。更好满足人民精神文化生活新期待，要把提高质量

作为文艺作品的生命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文化供给的主要矛盾已经不

是缺不缺、够不够的问题，而是好不好、精不精的问题。这些年，我国文艺创作生产能力

大幅提升，但是有影响力、人们普遍认可的好作品还是不够，满足基层、农村的文艺产品

供给依然不足。与此同时，人民群众的眼界在拓宽、品位在提升，对思想精深、艺术精湛、

制作精良的文艺作品提出了更高要求。创造更多同新时代相匹配的文化精品，实现从“高

原”到“高峰”的迈进，就要引导广大文化文艺工作者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用心用情用

功抒写伟大时代，不断推出讴歌党、讴歌祖国、讴歌人民、讴歌英雄的精品力作，书写中

华民族新史诗。【详细】

不断提升中华文化影响力

“一个故事胜过一打道理。”讲好中国故事是外宣工作的基本方法，也是提升中华文化

影响力的基本途径。从毛泽东同志向美国记者斯诺、史沫特莱等人讲述“延安故事”，到习

近平总书记通过讲故事介绍中国道路和共建美好世界的理念主张，善于通过故事传播理念、

以理服人、以情动人，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优良传统。今天，中国故事最精彩的主题，是讲

清楚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为什么管用。我们要围绕国际社会关注

的问题，主动宣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动讲好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

故事、中国人民奋斗圆梦的故事、中国坚持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故事，让世界更好了解中

国。同时，要采用外国人听得懂、易接受的话语体系和表述方式生动鲜活讲，贴近中国实

际、贴近国际关切、贴近国外受众入情入理讲，平等待人、虚怀若谷、真诚亲和讲。【详细】

让党的旗帜在宣传思想战线高高飘扬

宣传思想工作是政治工作，大事小情都要讲政治。加强党对宣传思想工作的全面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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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以政治建设为统领，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坚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的核心地位，坚决维

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始终在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上同党

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党中央作出的决策部署必须不折不扣贯彻落实，各级宣传思想部门要

结合实际，经常同党中央要求对表。要保持清醒头脑，提高政治敏锐性和政治鉴别力，不

为杂音噪音干扰，不为错误思想迷惑。要严守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严守党的宣传纪

律，把讲政治作为第一位的要求，把忠诚可靠作为第一位的标准，始终做政治上的明白人、

老实人。【详细】

增强“四力”打造过硬队伍

“四力”，既是构成本领能力的重要内容，也是提升本领能力的方法路径。在路上心里

才有时代，在基层心里才有群众，在现场心里才有感动，增强脚力，就是要把实践和基层

当作最好的课堂，把人民群众当作最好的老师。宣传思想工作的活力在于发现，增强眼力，

就是要善于观察、善于发现、善于判断、善于辨别，既见人之所见，亦见人之所未见。宣

传思想工作贵在多想多思，增强脑力，就是要善于思考，让脑子动起来、活起来，提高思

考能力和抓问题能力，练就拨云见日的功夫。宣传思想工作是做人的工作的，增强笔力，

就是要善于表达，少一些结论和概念，多一些事实和分析；少一些空泛说教，多一些真情

实感；少一些抽象道理，多一些鲜活事例，从而吸引人，打动人，感染人。【详细】

守正创新推动宣传思想工作不断强起来

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推动宣传思想工作不断强起来，“创新”是关

键。今天，面对国内国际新形势、意识形态领域新态势、信息化发展新趋势，做好宣传思

想工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创新。有些做法过去有效，现在未必有效；有些过去

不合时宜，现在却势在必行；有些过去不可逾越，现在则需要突破。无论“一篇通稿打天

下”的思维，还是口号式、机械式的传达；无论“报纸跟着网站跑、网站跟着公号跑”的

现象，还是内容枯燥单调、营销方式单一的演出，都提醒我们“不日新者必日退”。抓好理

念创新、手段创新、基层工作创新，宣传思想工作才能把握社会脉搏、反映时代精神、贴

近现实生活，始终成为社会进步的先导。【详细】

■“两学一做”学习教育知识问答（判断题） 

1. 如果没有正当理由，连续三个月不参加党的组织生活，或不交纳党费，或不做党所

分配的工作，就被认为是自行脱党。（  ）

http://cpc.people.com.cn/
http://theory.people.com.cn/n1/2018/0903/c40531-30267044.html
http://theory.people.com.cn/n1/2018/0904/c40531-30269715.html
http://theory.people.com.cn/n1/2018/0905/c40531-3027237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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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企业、农村、机关、学校等基层单位，凡是有正式党员五人以上的，都应当成立党

的基层组织。（  ）

3. 对党员的纪律处分，如果涉及的问题比较重要或复杂，或给党员以开出党籍的处分，

应分别不同情况，报县级或县级以上的纪委审查批准。（  ）

4. 共青团是党领导下的先进青年的群众组织，是广大青年在实践中学习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学校，是党的助手和后备军。（  ）

5. 在全国代表大会闭会期间，中央委员会执行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领导党的全部工

作，对外代表中国共产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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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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