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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闻综述 

习近平：把乡村振兴战略作为新时代“三农”工作总抓手 

中共中央政治局 9 月 21 日下午就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进行第八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

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乡村振兴战略是党的十九大提出的一项重大战略，是关系全

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全局性、历史性任务，是新时代“三农”工作总抓手。我们要

加深对这一重大战略的理解，始终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明确思路，

深化认识，切实把工作做好，促进农业全面升级、农村全面进步、农民全面发展。【详细】 

李克强出席 2018 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发表特别致辞 

李克强表示，夏季达沃斯论坛成立以来的这些年，正是各方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推动世

界经济复苏的时期。在历经艰难曲折之后，世界经济出现整体复苏态势。然而，当前国际环

境中不稳定不确定因素明显增多，逆全球化倾向抬头，怎样继续壮大新动能、促进世界经济

持续稳定增长，是各方普遍关心的问题。本届论坛以“在第四次工业革命中打造创新型社会”

为主题，具有很强的针对性。【详细】 

栗战书：推动地方立法工作与时代同步伐与改革同频率与实践同发展 

第二十四次全国地方立法工作座谈会 15 日在浙江杭州召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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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调，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和党的十九大精神为指导，总结改革开放 40 年来我国立法工作特别是地方立法工作的成就

和经验，推动地方立法工作与时代同步伐、与改革同频率、与实践同发展，为完善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推动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作出新贡献。【详细】 

汪洋主持召开全国政协第十次主席会议 

汪洋指出，政协全国委员会专门委员会是人民政协履行职能的重要载体，专门委员会定

期向主席会议报告工作是十三届全国政协加强专委会工作的新举措，有利于促进工作进展、

交流工作经验、提高工作质量。十三届全国政协以来，各专门委员会紧密结合自身工作特点，

在继承发扬过去优良传统的基础上，勇于开拓进取、积极探索创新，工作呈现新局面，为推

动政协工作高质量发展发挥了基础性作用。【详细】 

王沪宁参加 2018 年全国科普日北京主场活动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王沪宁和黄坤明、蔡奇、万钢等 17 日上午来到

中国科技馆，参加全国科普日北京主场活动。王沪宁表示，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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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创新和科学普及的重要指示精神，持续抓好科普工作，提升全民科学素质、激发创新发展

活力，为建设世界科技强国提供坚实支撑。【详细】 

赵乐际：扎实做好专项巡视工作 为打赢脱贫攻坚战提供有力保障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巡视工作领导小组组长赵乐际 9 日出席十九届中央第二轮巡

视工作动员部署会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重要指示精神，对做

好脱贫攻坚专项巡视工作作出部署。赵乐际强调，要持续深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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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政治站位，强化巡视监督，推动落实脱贫攻坚政治

责任，为打赢脱贫攻坚战提供有力保障。【详细】 

韩正：发挥独特区位优势 做好向海经济大文章 

韩正首先来到中国—东盟信息港股份有限公司，考察国际贸易“单一窗口”、中国与东

盟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和数字广西建设等情况。他强调，广西一定要主动作为，完成好习近平

总书记赋予广西的“三大定位”新使命。韩正指出，“互联网+政务服务”的关键在于应用，

要进一步打通信息壁垒，提高电子政务服务与产业、企业的融合度，通过“用”倒逼“建”

和“管”。【详细】 

■ 新闻聚焦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69周年 

编者按：时间的年轮，刻印下奋斗者的足迹。当 10 月的阳光照耀大地，我们迎来了人

民共和国 69 岁华诞。从北国山麓到南海礁屿，从西部高原到东方沃野，亿万中华儿女满怀

光荣与梦想，肩负使命和责任，在复兴之路上意气风发、矢志前行。 

国务院举行国庆招待会  

习近平栗战书汪洋王沪宁赵乐际王岐山等出席 

李克强致辞 韩正主持招待会 

9 月 30 日晚，国务院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国庆招待会，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六

十九周年。习近平、李克强、栗战书、汪洋、王沪宁、赵乐际、韩正、王岐山等党和国家领

导人与 1200 多位中外人士欢聚一堂，同庆共和国华诞。【详细】 

人民日报社论：用奋斗成就复兴伟业  

五星红旗迎风飘扬，逐梦航程劈波斩浪。过去一年，人民共和国编年史写下崭新一页。

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我们开启了决胜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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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康新征程。主要宏观指标处在合理区间，经济保持总体平稳、稳中向好态势；深化党和国

家机构改革、提出扩大开放四大举措，改革开放春潮澎湃；博鳌亚洲论坛、上合组织青岛峰

会、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大国外交举世瞩目；脱贫攻坚加力推进，污染防治力度空前，

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明显增强……瞩望神州大地，新时代展现新气象，各项事业蒸

蒸日上，改革发展欣欣向荣，伟大的祖国生机勃勃、基业长青。【详细】 

■ “新思想从实践中产生”系列报道 

总书记发出深化改革动员令 

深圳莲花山满目苍翠，山顶的邓小平铜像巍然矗立。2012 年 12 月 8 日，习近平总书记

在铜像旁亲手种下一棵高山榕。如今，这棵十多米高的大树枝繁叶茂，生机盎然。 

党的十八大后，习近平总书记第一次国内考察就选择到得改革开放风气之先的深圳，这

是一次意义重大的政治宣示，这是一次影响深远的思想引导，这是一次催人奋进的改革动员。

在这里，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改革不停顿，开放不止步，将改革开放继续推向前进。【详细】 

习近平叮嘱我们护好绿水青山 

“他当年来余村调研，也没准备讲话，但听了我们从‘卖石头’转向‘卖风景’的汇报，

他十分高兴，即兴讲了很长时间，首次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最后待了近两个小

时。” 

回忆起 2005 年 8 月 15 日习近平同志在安吉调研的情景，时任余村党支部书记的鲍新

民至今仍很激动。【详细】 

习近平帮我们挖“穷根” 

“过洋村能有今天，多亏了习近平同志！当年，他到宁德上任后第一次下基层就来到我

们村，鼓励大家发挥自身优势，解放思想，开拓思路，走林业、种植业等多元发展的道路。”

回忆起 30 年前习近平同志到过洋村调研的情景，69 岁的老支书钟祥应清晰如昨。 

1988 年 6 月，习近平同志来到全国 18 个集中连片贫困地区之一的福建宁德担任地委书

记。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他走遍闽东 9 县乡镇，进村入户，访贫问苦，一心要让乡亲们彻

底摆脱贫困。【详细】 

总书记为长江生态画“红线” 

“记得上世纪 80 年代初，有一部红遍全国的电影《等到满山红叶时》，说的就是三峡，

给人印象深刻。”2016 年 1 月 4 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重庆果园港调研，观看展板时，一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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巫山红叶的照片引起他的回忆。 

长江，连接着中华民族的过去、现在和将来，也始终牵动着习近平总书记关切的目光。 

“当前和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要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共抓大保护，

不搞大开发。”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振聋发聩，字字千钧，为长江经济带发展指明方向、划

定航向。【详细】 

习主席是“一带一路”伟大筑梦者 

“‘一带一路’倡议非常具有想象力！习主席就像一位高超的指挥家。”中哈物流基地国

际部经理阿金汉·别杰洛夫日前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这是改变世界、通向未来的倡

议。” 

2013 年秋天，习近平主席出访中亚和东南亚时提出“一带一路”倡议。5 年来，在他的

亲自谋划和推动下，“一带一路”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这一世纪工程造福各国人民的愿

景正在变成现实。【详细】 

习近平带着我们“马上就办” 

福州福马公路马尾隧道西入口，青山如黛。漫山的相思树下，红色大字组成的巨型标语

牌格外醒目——“马尾的事，特事特办，马上就办”。 

短短 12 字，生命力却历经近 30 年不衰…… 

在 1991 年 2 月 20 日的福州市委工作会议上，时任福州市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第一次

向全市干部明确提出，“要大力提倡‘马上就办’的工作精神，讲求工作时效，提高办事效

率，使少讲空话、狠抓落实在全市进一步形成风气、形成习惯、形成规矩。” 

从那时起，“马上就办”在榕城蔚然成风，成为全体党员干部践行为人民服务这一根本

宗旨的具体体现。【详细】 

总书记要我们对标焦裕禄 

“中夜，读《人民呼唤焦裕禄》一文，是时霁月如银，文思萦系……”1990 年 7 月 15

日，时任福州市委书记的习近平写下《念奴娇·追思焦裕禄》。 

多年来，习近平始终强调学习和弘扬焦裕禄精神。他曾动情地说，我们这一代人是深受

焦裕禄同志事迹教育成长起来的，焦裕禄同志的形象一直在我心中。【详细】 

习近平带领人民军队从古田再出发 

“那天，在红军小号前，在红军军旗前，总书记听完讲解后思考了许久。他对我们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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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往往在经过时间沉淀后可以看得更加清晰。回过头来看，古田会议奠基的政治工作

对我军生存发展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回顾近 4 年前的情景，福建省古田会议纪念馆馆长曾汉辉记忆犹新。 

2014 年 10 月 30 日，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在福建古田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带领全体中央

军委委员来到古田会议会址，向毛泽东雕像敬献花篮，看望 10 位老红军、军烈属和“老地

下党员、老游击队员、老交通员、老接头户、老苏区乡干部”代表，和基层会议代表一起吃

“红军饭”。 

习近平总书记在会上强调，发挥政治工作对强军兴军的生命线作用，为实现党在新形势

下的强军目标提供坚强政治保证。【详细】 

总书记心里装着咱老乡 

“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2013 年 4 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海南三亚考察，与群众

聊家常、话收成，这句暖心的嘱托，一直鼓舞和激励着当地干部群众。 

回忆起 5 年多前习近平考察的情景，三亚兰德国际玫瑰谷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杨莹说，

“总书记在考察我们玫瑰谷时，与老乡们握手、合影、聊天，叮嘱我们要努力探索土地增值、

农民增收办法。看得出，老乡在总书记心中有着沉甸甸的分量！”【详细】 

习近平一直惦记着俺们村 

“正定是我从政起步的地方，这里是我的第二故乡。” 

“我们的宗旨就是为人民服务，有了这份感情，只要在一个地方工作过，就永远不会忘

记那里的群众。” 

1982 年 3 月，习近平赴河北正定，先后任县委副书记、书记。在正定工作的 1000 多个

日日夜夜，他的足迹遍及全县 25 个公社、221 个大队。 

从 1991 年到 2013 年，习近平先后 6 次回到正定。直到今天，正定百姓一提起他，还会

亲切地叫一声“老书记”。【详细】 

总书记带领我们“精准脱贫” 

2013 年 11 月 3 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湖南省湘西州花垣县十八洞村考察，正是在施成

富家门前空地上召开了座谈会，“同大家一起商量脱贫致富奔小康之策”。 

在这里，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精准扶贫”，明确要求“不栽盆景，不搭风景”“不能

搞特殊化，但不能没有变化”，不仅要自身实现脱贫，还要探索“可复制、可推广”的脱贫

经验。【详细】 

http://cpc.people.com.cn/
http://cpc.people.com.cn/n1/2018/0926/c419242-30313070.html
http://cpc.people.com.cn/n1/2018/1003/c419242-30324921.html
http://cpc.people.com.cn/n1/2018/1008/c421631-30328335.html
http://cpc.people.com.cn/n1/2018/1005/c64387-3032561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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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书记始终关心“闽宁协作” 

贺兰山东麓的宁夏回族自治区永宁县闽宁镇，红瓦白墙，绿树成荫，农家小楼鳞次栉比，

田间地头笑语欢声。 

“都是因为总书记亲自推动的闽宁协作，才有了我们今天的好日子！”原隆村村民海国

宝感慨万千。 

1997 年，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来到宁夏，调研对口帮扶工作，部署“移民吊

庄”工程（把贫困地区群众整体跨区域搬迁——编者注），创造了东西部协作发展的崭新模

式。【详细】 

习近平致力倡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中国方案，蕴含着传承千年的中

国智慧，指明了人类文明的前进方向。 

唯有凝聚共识的思想，方有拨云破雾的穿透力；唯有洞察未来的远见，方有指引前行的

感召力。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显示出卓越政治家和战略家的高

瞻远瞩和宏大视野，成为中国引领时代潮流和人类文明进步的鲜明旗帜。【详细】 

 

■“两学一做”学习教育知识问答（判断题）  

1. 预备党员违犯党纪，情节较轻，可以保留预备党员资格的，党组织应当对其批评教

育或者延长预备期；情节较重的，应当取消其预备党员资格。（  ） 

2. 党员犯罪情节轻微，人民检察院依法作出不起诉决定的，或者人民法院依法作出有

罪判决并免予刑事处罚的，应当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 

3. 党员经过留党察看，确已改正错误的，应当恢复其党员的权利；坚持错误不改的，

应当开除党籍。（  ） 

4. 不如实填报个人档案资料的，给予严重警告处分。（  ） 

5. 在法律规定的投票、选举活动中违背组织原则搞非组织活动，组织、怂恿、诱使他

人投票、表决的，违反了党的选举纪律。（  ） 

 

本期答案：1.√   2.×  3.√   4. ×  5. × 

http://cpc.people.com.cn/
http://cpc.people.com.cn/n1/2018/1006/c64387-30326039.html
http://dangshi.people.com.cn/n1/2018/1007/c85037-3032648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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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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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