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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严把标准公正用人拓宽视野激励干部 造就忠诚干净担当的

高素质干部队伍 

中共中央政治局 11 月 26 日下午就中国历史上的吏治举行第十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

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正确的政治路线要靠正确的组织路线来保证。我们党要团结

带领人民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全面贯彻新

时代党的组织路线，严把德才标准，坚持公正用人，拓宽用人视野，激励干部积极性，努力

造就一支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详细】 

李克强：深化改革更大激发社会创造力 更好发挥科技创新对发展的

支撑引领作用 

李克强指出，创新事关国家前途命运。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坚强领导下，全国上下贯彻新发展理念，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科技发展在多个领

域取得重大突破，社会创新创造活力极大迸发，科技进步和新旧动能转换对经济发展形成了

巨大推动力。当前世界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形势逼人，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升级的关

键时期，面对机遇、困难和挑战，要立足增强经济创新力和竞争力，发挥我国人力人才资源

丰富、国内应用市场巨大等优势，更大力度推进科技创新，推动高质量发展。【详细】 

栗战书：用完备的法治保障人民权益增进民生福祉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栗战书 11 月 28 日至 12 月 1 日在云南就

制定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开展立法调研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紧紧围绕党中央决策部署和人民群众所盼所求所需，进一步加快推进民生

领域立法，用完备的法治保障人民权益、增进民生福祉。【详细】 

汪洋：同心同德群策群力开拓创新真抓实干 为建设壮美广西共圆复

兴梦想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中央代表团团长汪洋 10 日上午在听取广西壮族

自治区党委、政府工作汇报时强调，要更加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同心同德、群策群力，开拓创新、真抓实干，

为建设壮美广西、共圆复兴梦想作出新的更大贡献。【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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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正：坚持问题导向 狠抓责任落实 推动长江经济带共抓大保护取得

新进展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领导小组组长韩正 14 日主

持召开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领导小组会议，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入推动长江经济

带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坚持问题导向，推动长江经济带共抓大保护取得新进展。

【详细】 

 

■新闻聚焦 • 庆祝改革开放 40周年  

编者按：“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一场接力跑，我们要

一棒接着一棒跑下去，每一代人都要为下一代人跑出一个好成绩。”18 日上午，庆祝改革开

放 40 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大

会上发表重要讲话，从十个方面回顾改革开放 40 年历程，总结九条改革开放的宝贵经验、

指引前进道路。 

庆祝改革开放 40 周年大会在京隆重举行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庆祝改革开放 40 周年大会 18 日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

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 

习近平强调，40 年的实践充分证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

族人民开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是完全正确的，形成的党的基本理

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是完全正确的。 

习近平强调，40 年的实践充分证明，中国发展为广大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提供了成

功经验、展现了光明前景，是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强大力量，是中华民族对人类文明进步

作出的重大贡献。 

习近平强调，40 年的实践充分证明，改革开放是党和人民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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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细】【讲话原文】 

习近平强调"九个必须坚持"：改革开放宝贵经验指引前进道路 

“40 年风雨同舟，40 年披荆斩棘，40 年砥砺奋进”，从开启新时期到跨入新世纪，从

站上新起点到进入新时代，改革开放走过四十载征程，中国这片东方土地在奋进中发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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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革里新生。 

“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一场接力跑，我们要一棒接着

一棒跑下去，每一代人都要为下一代人跑出一个好成绩。”18 日上午，庆祝改革开放 40 周

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大会上发表

重要讲话，从十个方面回顾改革开放 40 年历程，总结九条改革开放的宝贵经验、指引前进

道路。 

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第一时间采访原国家行政学院副院长周文彰、天津大学马克

思主义学院院长颜晓峰、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李永胜等多位专家学者，解读习

近平总书记庆祝改革开放 40 周年大会重要讲话。【详细】 

10 个金句速览习近平庆祝改革开放 40 周年大会讲话要点 

“改革开放是我们党的一次伟大觉醒”“改革开放是党和人民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

宝”“改革开放已走过千山万水，但仍需跋山涉水”……习近平在讲话中金句频出，新时代

学习工作室和你一起学习领会。【详细】 

 

■ 重要评论 • 庆祝改革开放 40 周年 

人民日报社论：在新时代创造新的更大奇迹 

历史的航程波澜壮阔，时代的大潮奔腾不息。 

1978 年，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中国开启了改革开放的伟大征程。如同春雷唤

醒大地，我们党带领人民进行的这场“新的伟大革命”，书写了一个国家繁荣发展的壮丽史

诗，激荡起一个民族生机勃勃的复兴气象，不仅深刻改变了中国，也深刻影响了世界。 

40 年来，从“真理标准大讨论”出发，改革开放始终是响彻神州大地的时代呼声。从农

村到城市，从试点到推广，从经济体制改革到全面深化改革，改革的精神一脉相承；从沿海

到内陆，从“打开国门”到“全方位开放”，从加入世贸组织到共建“一带一路”，开放的步

伐一往无前。今天，这个希望回答“社会主义中国向何处去”的执政党，成功开辟出一条通

往现代化的中国道路；这个曾经面临“被开除球籍的危险”的国家，已经跃升为世界第二大

经济体；这个近代以来矢志伟大复兴的民族，终于实现了从“赶上时代”到“引领时代”的

伟大跨越。【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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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仲平：创造历史的伟大变革 

12 月，北京。中国国家博物馆内，人潮涌动。 

一场以“伟大的变革”为主题的大型展览，在这里进行。一张张生动的历史图片、一件

件真实的文献实物、一个个精致的沙盘模型，铺展开一幅改革开放的历史画卷。那些承载着

时代记忆的展品，引人驻足，令人深思。 

历史，总是在一些特殊年份给人们以汲取智慧、继续前行的力量。“1978”“2018”，这

两个普通的数字，对于现代化之路上的中国，象征着重要的时间节点，串连起沧海桑田、翻

天覆地的 40 年。【详细】 

任仲平：亿万人民的共同事业 

1978—2018。 

40 年波澜壮阔的变革，在大时代的转折中书写了雄浑的乐章，也在亿万人的生活里积

淀下深沉的记忆。 

北京，三里屯“时光博物馆”。人们冒着寒风排上三四个小时的长队等待参观，甚至专

程从海南北上、从异国归乡，只为与过去的生活再次相遇，穿越记忆的隧道、拥抱曾经的梦

想。 

老照相馆里拍一张立等可取的照片，旧客厅里寻找“新三件”的身影，看看小卖部里那

些带着岁月印记的“时尚食品”，听听卡式录音带里的胡同叫卖和怀旧金曲……宛如一架时

光机，人们重温沧桑巨变的 40 年，发现时代前行的轨迹。【详细】 

人民日报评论员：在新时代继续把改革开放推向前进 

这是一个载入历史的重要时刻，更是一个开启历史的重要节点。 

12 月 18 日上午，中共中央、国务院召开大会，隆重庆祝改革开放 40 周年。习近平总

书记发表重要讲话，着眼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历史大势，深情回顾改革开放 40 年的光

辉历程，深刻总结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和宝贵经验，明确提出了把新时代改革开放继续推向

前进的目标要求。这是一篇马克思主义的纲领性文献，是新时代改革开放再出发新的宣言书、

新的动员令，对于鼓舞和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在新时代继续把改革开放推向前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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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懈奋斗，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

深远历史意义。【详细】 

人民日报评论员：伟大的觉醒 伟大的革命 

http://cpc.people.com.cn/
http://theory.people.com.cn/n1/2018/1214/c40531-30466011.html
http://theory.people.com.cn/n1/2018/1217/c40531-30469893.html
http://theory.people.com.cn/n1/2018/1219/c40531-30475004.html


 

请点击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cpc.people.com.cn/ 5 

历史发展有其规律，但人在其中不是完全消极被动的。只要把握住历史发展大势，抓住

历史变革时机，奋发有为，锐意进取，人类社会就能更好前进。 

“改革开放是我们党的一次伟大觉醒，正是这个伟大觉醒孕育了我们党从理论到实践的

伟大创造。改革开放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一次伟大革命，正是这个伟大革命推动

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飞跃！”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改革开放 40 周年大会上的重

要讲话，深刻指出了改革开放的伟大意义和深远影响，必将进一步坚定我们在新时代推进改

革开放的信心和决心。【详细】 

新华社评论员：将改革开放进行到底 

“将改革开放进行到底，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在新时代创造中华民族新的

更大奇迹！”在庆祝改革开放 40 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回顾改革开放 40

年的光辉历程，总结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和宝贵经验，作出了坚定不移全面深化改革、扩大

对外开放等一系列战略部署。这篇重要讲话站位高远、思想深邃、内涵丰富，是指引新时代

改革开放事业的纲领性文献，极大地鼓舞了 13 亿多中国人民继续把改革开放推向前进的坚

定决心和信心。【详细】 

新华社评论员：珍惜宝贵经验，把握“九个坚持” 

实践发展永无止境，改革开放永不停步。在庆祝改革开放 40 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

记提出了“九个必须坚持”，这是对改革开放 40 年来宝贵经验的系统总结，对新时代坚持和

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着极为重要的指导意义，必须倍加珍惜、长期坚持，在实践中不断

丰富和发展。 

改革开放 40 年来，在党的领导下，亿万中国人民创造了惊天动地的中国奇迹。世界的

目光聚焦东方：中国为什么行？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的改革开放为什么成功？“九个

必须坚持”源于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深刻总结中国取得巨大成就的根本原因，进一步深化

了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指明了新时代改革开

放的前进方向。“九个必须坚持”既有理论性概括，又有实践部署，深刻回答了如何在新时

代继续推进改革开放的一系列根本性问题，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改革开放重要论述的丰富、

拓展和深化，闪耀着马克思主义真理光芒，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将改革开放进行到底的坚定

决心和历史担当，向 13 亿多中国人民发出了改革开放再出发的行动号令。【详细】 

光明日报评论员：在新时代创造中华民族新的更大奇迹 

四十载惊涛拍岸，九万里风鹏正举。泱泱大国的历史进程，转折于 1978 年那场伟大变

http://cpc.people.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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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 

从农村到城市，从试点到推广，从经济体制改革到全面深化改革，我们党引领人民绘就

了一幅波澜壮阔、气势恢宏的历史画卷，谱写了一曲感天动地、气壮山河的奋斗赞歌。【详

细】 

经济日报评论员：将改革开放进行到底 

“我们这么大一个国家，就应该有雄心壮志。”在庆祝改革开放 40 周年大会上，习近平

总书记话语铿锵。“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将改革开放进行到底，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

的向往，在新时代创造中华民族新的更大奇迹！创造让世界刮目相看的新的更大奇迹！”庄

严的宣示，彰显了坚定的改革决心，昭示了不变的开放信念，在 40 周年这个重要时间节点

上，必将凝聚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力量。【详细】 

 

■ 专家解读• 庆祝改革开放 40周年  

何毅亭：四十年改革开放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已经整整 40 年了。这 40 年，是中国

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高举改革开放旗帜、成功开创并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 40 年，

是中华民族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迎来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伟大跨越的 40 年。

40 年最鲜明的特征是改革开放，40 年党和国家全部理论和实践的主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改革开放成就和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巨大优越性和旺盛生命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检

验和证明了改革开放的历史必然性和强大推动力。40 年实践充分证明：只有改革开放才能

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和强大中国。【详细】 

冯俊：改革开放 40 年 重新认识社会主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的主题。改革开放 40 年，随

着社会主义实践探索的不断深入，我们对于社会主义的认识也不断丰富和发展，在认识和理

论上有了许多新的飞跃和突破。改革开放让我们重新认识社会主义。【详细】 

张文显: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法治建设的宝贵经验 

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式。改革开放 40 年来，在党的领导下，我们

走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这条道路立足国情，是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成就和经验的

集中体现，成为全面依法治国取得历史性成就的根本原因。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总目标是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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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我们党坚持在法治下推进改革、在

改革中完善法治，以宪法为统领建设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既重视发挥法律的规范作用，又重

视发挥道德的教化作用，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法治国家、法治政

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不断开创全面依法治国新局面。【详细】 

颜晓峰：改革开放 40 年理论创新的逻辑脉络 

改革开放始于解放思想。正是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我们党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

国化，形成一系列重大理论创新成果。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实践创新与理论创新良

性互动，构成改革开放以来理论创新的基本逻辑。理论发展的动力在于提出和解决问题。党

的创新理论都是在敏锐把握、深刻回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提出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中创立

和发展的。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真理标准与价值标准、

实践标准与人民标准、认识路线与群众路线是高度统一、相辅相成的。【详细】 

 

■“两学一做”学习教育知识问答（判断题）  

1. 诬告陷害他人意在使他人受纪律追究，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 

2. 遇到国家财产和群众生命财产受到严重威胁时，能救而不救，情节严重的，给予严

重警告或者撤销党内职务处分。（  ） 

3. 减轻、加重处分，是指在应当受到的处分幅度以内给予较轻或者较重的处分。

（  ） 

4. 党员一人犯有两种以上（含两种）应当受到党纪处分的违纪行为，可按数种违纪行

为中应当受到的最高处分给予处分。（  ） 

5. 党组织作出党纪处分或者组织处理决定后，司法机关、行政机关等依法改变原生效

判决、裁定、决定等，对原党纪处分或者组织处理决定产生影响的，党组织应当根据改变

后的生效判决、裁定、决定等重新作出相应处理。（  ） 

 

本期答案：1.√  2. ×   3. ×  4. ×  5.√ 

■ 编读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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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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