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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闻综述 

习近平出席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并发表主旨演讲 

习近平强调，在当今世界经济风起云涌、风险挑战凸显的形势下，我们同在一条船上，

一起谋划发展合作，具有特别的意义。合作还是对抗？开放还是封闭？互利共赢还是零和博

弈？如何回答这些问题，关乎各国利益，关乎人类前途命运。 

习近平指出，亚太经合组织的诞生和发展顺应了开放融合的历史潮流，顺应了亚太地区

谋求发展的强烈愿望，顺应了各国人民携手应对挑战的共同需要。如今的亚太，是全球最具

增长活力和发展潜力的经济板块，也是举世公认的世界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引擎。【详细】

【演讲全文】 

李克强出席第 21 次东盟与中日韩领导人会议 

李克强在发言中表示，在应对亚洲和国际金融危机过程中，东盟各国和中日韩发挥了关

键作用。在当前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背景下，10+3 国家应继续坚定维护多边主义和自由贸

易。在昨天举行的第二次“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领导人会议上，各方一致

同意尽快推进 RCEP 最后阶段谈判，最终达成一个现代、全面、高水平、互惠共赢的自贸协

定。当前，中日韩自贸区谈判稳步推进。希望各方平衡推进这两项自贸安排，以实际行动对

外发出维护基于规则的多边贸易体系的信号，为地区发展提供稳定、自由、法治化环境，共

同促进和平、稳定与繁荣。【详细】 

栗战书与葡萄牙议长罗德里格斯举行会谈 

栗战书说，中葡 1979 年建交以来，双边关系始终健康稳定发展。回顾近 40 年来的历

程，高水平的政治互信成为中葡关系发展的一大突出特点，在开放中扩大合作、在合作中共

同发展成为中葡关系发展的一条成功经验。如今，两国关系成熟稳定、充满活力，在各领域

的合作前景广阔。中方愿同葡方一道，发挥好高层交往特别是元首外交的政治引领作用，继

续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的问题上相互理解和支持，积极推进共建“一带一路”等

领域的互利合作，密切在国际事务中的沟通协作，推动中葡关系深入发展。【详细】 

汪洋：全面贯彻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 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凝聚正

能量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汪洋近日在江苏调研宗教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

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宗教工作的重要论述，全面准确贯彻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坚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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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宗教的中国化方向，提高宗教工作法治化水平，支持宗教界加强自身建设，巩固党同宗

教界的爱国统一战线，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凝聚正能量。【详细】 

庆祝改革开放 40 周年大型展览在京开幕 王沪宁出席开幕式并讲话 

王沪宁在讲话中表示，改革开放 40 年来，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

丽史诗，党的面貌、国家的面貌、人民的面貌、军队的面貌、中华民族的面貌发生了前所未

有的巨大变化。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全力推进全面深化改革，推

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改革开放翻开了新的历史篇章。【详细】 

赵乐际：严明纪律规矩 严格执纪监督 保障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落地

见效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赵乐际 6 日至 9 日到河南省调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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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实中央纪委二次全会部署，

抓好新修订党纪处分条例的学习贯彻，增强纪律建设的政治性、时代性、针对性，有力保障

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贯彻落实，以实际行动坚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核心地位、坚决维护党中

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详细】 

韩正会见法国国务部长兼生态转型与团结部长德吕吉 

韩正表示，中法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持续高水平健康稳定发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取得丰硕

成果。习近平主席与马克龙总统就双边关系、重大国际问题进行深入交流，达成广泛共识。

中方愿同法方共同努力，落实两国元首共识，推动中法关系迈上新台阶。中方高度重视生态

环境领域国际合作，希望与法方加强在生态环境保护、应对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保护等方

面的对话与交流，携手建设清洁美丽的世界。【详细】 

 

■ 新闻聚焦·民营企业座谈会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1 日上午在京主持召开民营企业座

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

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必然要求。非

公有制经济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没有变，我们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

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方针政策没有变，我们致力于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和提供

更多机会的方针政策没有变。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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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程中，我国民营经济只能壮大、不能弱化，而且要走向更加广阔舞台。 

习近平：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 支持民营企业发

展并走向更加广阔舞台 

在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后，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了十分重要的讲话。他表示，我国非公有制

经济，是改革开放以来在党的方针政策指引下发展起来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

党破除所有制问题上的传统观念束缚，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打开了大门。40 年来，我国民

营经济已经成为推动我国发展不可或缺的力量，成为创业就业的主要领域、技术创新的重要

主体、国家税收的重要来源，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政府职能转变、农村富余劳动

力转移、国际市场开拓等发挥了重要作用。长期以来，广大民营企业家以敢为人先的创新意

识、锲而不舍的奋斗精神，组织带领千百万劳动者奋发努力、艰苦创业、不断创新。我国经

济发展能够创造中国奇迹，民营经济功不可没。 

习近平强调，我们党在坚持基本经济制度上的观点是明确的、一贯的，从来没有动摇。

我国公有制经济是长期以来在国家发展历程中形成的，积累了大量财富，这是全体人民的共

同财富，必须保管好、使用好、发展好。我们强调把公有制经济巩固好、发展好，同鼓励、

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不是对立的，而是有机统一的。公有制经济、非公有制经济应

该相辅相成、相得益彰，而不是相互排斥、相互抵消。我国基本经济制度写入了宪法、党章，

这是不会变的，也是不能变的。任何否定、怀疑、动摇我国基本经济制度的言行都不符合党

和国家方针政策。所有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完全可以吃下定心丸、安心谋发展。【详细】

【全文】 

 

■ 专家解读 

林毅夫：民营经济发展迎来新的春天 

改革开放 40 年来，我国民营经济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目前贡献了 50％以

上的税收，60％以上的国内生产总值，70％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

90％以上的企业数量。实践证明，民营经济已经成为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

力量。 

当前，经济运行稳中有变，经济下行压力有所加大，部分企业经营困难较多，再加上近

来社会上关于民营企业的地位、前景等出现了一些“杂音”，制造了市场恐慌情绪，扰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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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营企业家对中国经济和自身发展前景的信心。 

在此时刻，习近平总书记于11月1日上午主持召开了民营企业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回顾了我国改革开放 40 年来民营经济发展的非凡历程，充分肯定了民营经济的重要地位，

宣示了我们党坚持基本经济制度、坚持“两个毫不动摇”的坚定立场。在讲话中，习近平总

书记强调，“基本经济制度是我们必须长期坚持的制度。民营经济是我国经济制度的内在要

素，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是我们自己人”。“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中，我国民营经济只能壮大、不能弱化，不仅不能‘离场’，而且要走

向更加广阔的舞台。”总书记的讲话让民营企业家吃下了定心丸，深受鼓舞，信心倍增。【详

细】 

韩保江：“民营经济是我国经济制度的内在要素” 

习近平总书记日前在主持召开民营企业座谈会时强调，“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

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完善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体制的必然要求”。自党的十五大根据我国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

基本国情，和改革开放后业已形成的多种所有制经济互相促进和共同发展的实际，确立了“公

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以来，“公有制经济”和个体、私

营、外商投资等“非公有制经济”之间，形成了“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生态系统”，

这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特征。【详细】 

曾铮：民营经济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主体 

习近平总书记日前在主持召开民营企业座谈会时强调：“民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发展的重要成果，是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是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

动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主体，也是我们党长期执政、团结带领全国人民

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力量。”当前，我国经济已

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

的攻关期，民营经济将在其中继续发挥重要作用。【详细】 

刘迎秋：民营经济要走向更加广阔的舞台 

习近平同志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明确指出，“民营经济是我国经济制度的内

在要素，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是我们自己人”“我国民营经济只能壮大、不能弱化，不仅

不能‘离场’，而且要走向更加广阔的舞台”。这为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安心谋发展吃下了

定心丸。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同志重要讲话精神，应当正确认识我国民营经济的重要地位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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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深入理解民营经济只能壮大、不能弱化的原因，从狠抓政策落实、有效消除歧视、解

决企业困难、做强做优企业等方面为民营经济营造更好发展环境，让民营经济创新源泉充分

涌流、创造活力充分迸发，不断发展壮大，走向更加广阔的舞台。【详细】 

刘金祥：增强民营文化企业的政策获得感 

 习近平同志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高度评价了民营经济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

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指明了民营经济发展的方向，表明了党中央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一贯

方针和大力支持民营企业发展壮大的决心，为民营文化企业发展提供了难得发展机遇。 

改革开放 40 年来，我国民营文化企业在推动文化产业发展和城乡居民文化消费水平提

升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为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作出了重要贡献。同时，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的

促进政策不断完善，越来越契合市场经济规律，对文化产业发展发挥着有力引导作用。但也

要看到，文化产业政策体系尚不健全，有些政策还比较原则和笼统，加上地方政府没有及时

出台实施细则或办法，一些相关配套政策措施没有及时跟进，民营文化企业发展还面临“卷

帘门”、“玻璃门”、“旋转门”，一些地区的民营文艺团体、民营传媒企业等发展缓慢，缺乏

市场竞争力。对此，各地区各部门应从实际出发，提高工作艺术和管理水平，加强政策协调

性，细化、量化政策措施，制定相关配套举措，推动各项政策落地、落细、落实，让民营文

化企业从政策中增强获得感。【详细】 

■ 重要评论 

人民日报评论员：吃下定心丸，安心谋发展 

“任何否定、怀疑、动摇我国基本经济制度的言行都不符合党和国家方针政策，都不要

听、不要信！所有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完全可以吃下定心丸、安心谋发展！” 

在 11 月 1 日召开的民营企业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高度评价改革开

放 40 年来民营经济为我国发展作出的重大贡献，充分肯定民营经济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深

入分析当前民营经济发展遇到的困难和问题，明确提出了大力支持民营企业发展壮大 6 个

方面的政策举措，为保持民营经济发展良好势头注入了强大动力，为民营经济走向更加广阔

舞台注入了坚定信心，引起与会代表强烈共鸣。【详细】 

人民日报评论员：民营经济只能壮大不能弱化 

民营经济的历史贡献不可磨灭，民营经济的地位作用不容置疑。 

“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中，我国民营经济

http://cpc.people.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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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能壮大、不能弱化，不仅不能‘离场’，而且要走向更加广阔的舞台。”在近日召开的民营

企业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充分肯定我国民营经济的重要地位和作用，重申了我们党坚持

基本经济制度、坚持“两个毫不动摇”的一贯立场，作出了大力支持民营企业发展壮大的重

要部署。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引发广大民营企业家热烈反响，凝聚起支持民营企业发

展的广泛共识，为民营经济发展注入强大信心和动力。【详细】 

人民日报评论员：正确认识民营经济的发展困难 

只要信心不滑坡，办法总比困难多。 

习近平总书记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听取 10 位企业家代表发言，就一些问题同民营企

业家们深入交流，深入分析当前民营经济发展遇到的困难和问题，为民营经济破解难题开出

药方，明确提出了大力支持民营企业发展壮大的 6 个方面政策举措，极大鼓舞了民营经济战

胜困难的信心，有力振奋了民营企业家经营发展的精气神。【详细】 

人民日报评论员：增强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必胜信心 

保持定力，增强信心，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情，是我们应对各种风险挑战的关键。 

“面对困难挑战，我们要看到有利条件，增强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必胜信心。”在近日召

开的民营企业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着眼民营经济实现更大发展，深入分析我国经济发展

具有的有利条件，增强了广大民营企业家战胜困难、搞好经营发展的信心和动力，鼓舞了广

大干部群众应对风险挑战、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信心和干劲。【详细】 

人民日报评论员：大力支持民营企业发展壮大 

“在我国经济发展进程中，我们要不断为民营经济营造更好发展环境，帮助民营经济解

决发展中的困难，支持民营企业改革发展，变压力为动力，让民营经济创新源泉充分涌流，

让民营经济创造活力充分迸发。” 

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认真听取民营企业家代表提出的意见和建议，明确

提出了大力支持民营企业发展壮大的 6 个方面政策举措，让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吃下定

心丸，为民营经济实现更大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详细】 

人民日报评论员：新一代民营企业家要更加奋发有为 

非公有制经济要健康发展，前提是非公有制经济人士要健康成长。 

“新一代民营企业家要继承和发扬老一辈人艰苦奋斗、敢闯敢干、聚焦实业、做精主业

的精神，努力把企业做强做优。”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着眼民营经济健康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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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对广大民营企业家健康成长提出希望、寄予厚望，鼓舞了广大民营企业家积极进取、奋

发有为的信心，激发了他们战胜困难、搞好经营发展的干劲。【详细】 

 

■“两学一做”学习教育知识问答（判断题）  

1.不按照规定公开党务、政务、厂务、村（居）务等，侵犯群众知情权，违反了党的

工作纪律。（  ） 

2.人才是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指标，人才竞争已经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核

心。（  ） 

3.党委对党支部上报的接收预备党员的决议，必须在六个月内进行审批。（  ） 

4.在操办婚丧喜庆事宜中，借机敛财或者有其他侵犯国家、集体和人民利益行为的，

根据情节轻重，给予警告直至开除党籍处分。（  ） 

5.对于全体或者多数党员严重违犯党纪的党组织，应当予以改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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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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