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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闻综述  

习近平出席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并发表主旨

演讲 

国家主席习近平 26 日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出席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

开幕式，并发表题为《齐心开创共建“一带一路”美好未来》的主旨演讲，强调共建“一带

一路”为世界各国发展提供了新机遇，也为中国开放发展开辟了新天地。面向未来，我们要

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坚持开放、绿色、廉洁理念，努力实现高标准、惠民生、可持续目

标，推动共建“一带一路”沿着高质量发展方向不断前进。 

习近平宣布，中国将采取一系列重大改革开放举措，促进更高水平对外开放。我们将更

广领域扩大外资市场准入，更大力度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国际合作，更大规模增加商品和服务

进口，更加有效实施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更加重视对外开放政策贯彻落实。【详细】 

李克强在企业减税降费专题座谈会上强调 让减税降费红利切实惠及

企业更大激发市场主体活力 

李克强说，实施更大规模减税降费是党中央、国务院作出的重大决策，有力增强了市场

信心，对促进经济平稳运行发挥了重要作用。当前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积极因素在增加，但

国际环境不确定因素也在增加，国内经济存在下行压力，既要坚定信心，又要正视困难。要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抓紧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政府工

作报告》部署，进一步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因时因势更有

针对性地实施宏观调控，依靠改革开放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增强内生动力，应对各种困难挑

战，保持经济平稳运行。【详细】 

栗战书：健全完善代表工作机制 不断提升代表工作水平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栗战书 13 日上午在京主持召开座谈会，

研究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期间代表提出的意见建议，讨论加强和改进全国人大代表工作

的具体措施。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

要思想，健全完善代表工作机制，充分发挥代表作用，自觉接受代表监督，依靠全国人大代

表做好常委会各项工作。【详细】 

汪洋：全面提高宗教工作水平 切实维护宗教领域和谐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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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汪洋近日在河南调研宗教工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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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贯彻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加强和改

进党对宗教工作的领导，健全工作机制，夯实基层基础，切实解决不愿管、不敢管、不会管

的问题，努力把广大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团结在党和政府周围。【详细】 

韩正：抓住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 推动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迈上新

台阶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推进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领导小组组长韩正 22

日主持召开推进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领导小组全体会议并讲话。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重要指示精神，审议有关文件，研究部署 2019 年重点

工作。【详细】 

 

 

■新闻聚焦·纪念五四运动 100 周年  

编者按：纪念五四运动 100 周年大会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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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五四运动以来的 100 年，

是中国青年一代又一代接续奋斗、凯歌前行的 100 年，是中国青年用青春之我创造青春之

中国、青春之民族的 100 年。新时代中国青年运动的主题，新时代中国青年运动的方向，新

时代中国青年的使命，就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同人民一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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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奋斗。 

纪念五四运动 100 周年大会在京隆重举行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表示，今年是五四运动 100 周年，也是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在这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历史时刻，我们在这里隆重集会，缅怀五

四先驱崇高的爱国情怀和革命精神，总结党和人民探索实现民族复兴道路的宝贵经验，这对

发扬五四精神，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特别是新时代中国青年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建

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习近平强调，五四运动，爆发于民族危难之际，是一场以先进青年知识分子为先锋、广

大人民群众参加的彻底反帝反封建的伟大爱国革命运动，是一场中国人民为拯救民族危亡、

捍卫民族尊严、凝聚民族力量而掀起的伟大社会革命运动，是一场传播新思想新文化新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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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伟大思想启蒙运动和新文化运动，以磅礴之力鼓动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实现民族复兴的

志向和信心。【详细】【讲话全文】 

习近平总书记"六点要求"指明新时代中国青年的历史使命 

“五四运动以来的 100 年，是中国青年一代又一代接续奋斗、凯歌前行的 100 年，是中

国青年用青春之我创造青春之中国、青春之民族的 100 年”。今日上午，纪念五四运动 100

周年大会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总结

党和人民探索实现民族复兴道路的宝贵经验，对新时代中国青年提出殷殷期望。 

天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颜晓峰，陕西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李永胜，武汉音乐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胡艺华等多位

专家学者在接受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记者采访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对新时代中国青

年提出的“六点要求”切合新时代的基本特征、具有前瞻性，鼓舞中国青年接续奋斗，用青

春之我创造青春之中国、青春之民族。【详细】 

 

■ 专家解读·纪念五四运动 100周年   

五四精神历史地位和当代价值 

五四运动是有着 5000 年灿烂文明历史的中华民族在近代发生的伟大事件。它包括以高

举民主与科学两面大旗为标志的新文化运动和以学生为主体的群众性爱国运动两个内涵。前

者所起的启蒙、觉醒作用，是后者的思想阶段。有了前者，后者才成为中国近现代历史进入

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标识。五四运动也正因为有上述两大内涵，才形成习

近平总书记两次在北京大学强调的“五四运动形成了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五四精神”。

五四精神是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的一个重要谱源，发挥过巨大历史作用，经过百年沧桑，仍

然具有不可替代的当代价值。【详细】 

五四运动百年祭 

五四运动是中国近现代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个重大事件，在近代以来中华民族追求

民族独立和发展进步的历史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为什么这么说？因为那是一个具有划时

代意义的转折点，从那时起，众多中国先进分子找到了一个全新的社会理想和奋斗目标，那

就是要建设一个社会主义的新中国。旧时代结束了，一个全新的时代开始了。 

五四运动不是凭空发生的，也不是单靠少数先进分子的主观意愿和决心就能发动起来的。

http://cpc.people.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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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是历史大趋势的产物，是中华民族对当时祖国苦难境遇的满腔悲愤和对创造合理新社会的

强烈追求激发出来的。这是五四运动所以能发生的内在动力。【详细】 

让青春在传承五四精神中焕发光彩 

五四运动将爱国、进步、民主、科学为主要内容的“五四精神”火种播撒在中华大地上，

根植在华夏儿女的精神基因里，激励着一代代华夏儿女立志报国，奋发图强，追求真理。回

顾 100 年前激情燃烧的岁月，展望“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宏伟蓝图，当代青年责任重大、

任务艰巨，必须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明确方向、找准定位、

敢于奋斗，担当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使命。【详细】 

用五四精神涵养新时代青年的家国情怀 

今年是五四运动 100 周年，五四运动是我国近现代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事件。习

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十四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必须加强对五四运动和五四精神的研究，

以引导广大青年在五四精神激励下，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伟大胜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懈奋斗。五四运动是伟大的爱国运动，五四

精神的核心是伟大的爱国主义。新时代纪念五四运动、发扬五四精神，要培塑广大青年的爱

国主义精神，涵养他们博大而深沉的家国情怀，汇聚起强国复兴的思想根基和磅礴力量。【详

细】 

从五四精神中汲取丰厚营养奉献奋斗力量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五四运动 100 周年大会的重要讲话中多次用“伟大”一词点明五四

运动的历史意义。从历史唯物主义的大历史观来看，五四运动有着深远的影响。在中共中央

政治局第十四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强对五四运动历史意义的研究，深刻

揭示五四运动对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深远影响。要坚持大历史观，把五四运动放到中华民族

5000 多年文明史、中国人民近代以来 170 多年斗争史、中国共产党 90 多年奋斗史中来认识

和把握。”【详细】 

五四运动的宝贵精神财富及其当代传承 

五四运动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救亡图存努力的必然结果。近代以来，中国人为了拯救国家

民族于危亡，从来就没有停止过爱国救亡的努力。在抵抗外敌入侵、捍卫民族尊严的斗争中，

中华民族不仅涌现出了以林则徐、左宗棠、邓世昌等为代表的一批民族英雄，更有成千上万

的爱国将士和广大人民前赴后继、奔赴国难。这些艰苦卓绝的抗争，体现了中国人民捍卫民

http://cpc.people.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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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尊严和国家独立的坚定意志，谱写了一曲曲爱国主义的壮歌。【详细】 

 

■ 重要评论 • 纪念五四运动 100周年 

人民日报社论：让五四精神在新时代放射新的光芒 

百年岁月沧桑，百年风雨兼程，百年风华正茂。今天是五四运动 100 周年，我们致敬 100

年前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期许当代青年不辜负党的期望、人民期待、民族重托，不辜负我

们这个伟大时代。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五四运动 100 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高度评价了五四运动的历

史意义，明确提出了新时代发扬五四精神的重要要求，深情寄语当代青年，极大鼓舞了广大

青年积极拥抱新时代、奋进新时代的坚定信心，对于我们在新时代发扬伟大五四精神，激励

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特别是新时代中国青年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

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详细】 

人民日报评论员：在新时代发扬伟大五四精神 

一段激情燃烧的岁月，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事件。100 年前爆发的那场震惊中外

的五四运动，以磅礴之力鼓动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实现民族复兴的志向和信心，在近代以

来中华民族追求民族独立和发展进步的历史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详细】 

人民日报评论员：划时代事件 里程碑意义 

“这是中国近现代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个重大事件”“以磅礴之力鼓动了中国人民

和中华民族实现民族复兴的志向和信心”“在近代以来中华民族追求民族独立和发展进步的

历史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五四运动 100 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

深刻阐述了五四运动的历史意义和时代价值，为我们重温 100 年前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更

好地弘扬五四精神、激发复兴力量，提供了思想遵循和行动指南。【详细】 

人民日报评论员：不辜负党的期望人民期待民族重托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继续发扬五四精神，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不辜负党的

期望、人民期待、民族重托，不辜负我们这个伟大时代。”在纪念五四运动 100 周年大会上，

习近平总书记深情寄语新时代中国青年，明确提出树立远大理想、热爱伟大祖国、担当时代

责任、勇于砥砺奋斗、练就过硬本领、锤炼品德修为六点希望，为青年的成长提供了遵循、

为青春的航程指明了方向。殷殷期望、谆谆嘱托，让广大青年心潮澎湃、热血沸腾，极大鼓

http://cpc.people.com.cn/
http://theory.people.com.cn/n1/2019/0430/c40531-31058696.html
http://theory.people.com.cn/n1/2019/0504/c40531-31062559.html
http://theory.people.com.cn/n1/2019/0501/c40531-31061051.html
http://cpc.people.com.cn/n1/2019/0502/c64036-3106150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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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了新时代中国青年追梦圆梦的信心与决心。【详细】 

新华社社评：青春万岁 强国有我 

“国土不可断送、人民不可低头”，百年前的铿锵誓言，依然让人热血沸腾。在民族危

难之际，五四运动如同惊雷闪电，劈开了旧中国如磐的黑暗，以磅礴之力鼓动了中国人民和

中华民族实现民族复兴的志向和信心。正是五四运动，以彻底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性、追求救

国强国真理的进步性、各族各界群众积极参与的广泛性，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为中国共产党成立做了思想上干部上的准备，为

新的革命力量、革命文化、革命斗争登上历史舞台创造了条件。在历史的峰峦中，五四运动

树立了一座永恒的丰碑。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五四运动 100 周年大会上指出的，五四运

动“是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走向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转折点，在近代以来中华民族追求民族独

立和发展进步的历史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详细】 

光明日报评论员：让爱国主义的伟大旗帜始终在胸中高高飘扬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听党话、跟党走，胸怀忧国忧民之心、爱国爱民之情，不断奉献祖

国、奉献人民，以一生的真情投入、一辈子的顽强奋斗来体现爱国主义情怀，让爱国主义的

伟大旗帜始终在心中高高飘扬！”在纪念五四运动 100 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对广大青

年提出了殷切期望。【详细】 

经济日报评论员：积极为青年成长提供广阔舞台 

在纪念五四运动 100 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把青年一代培养造就成德智体美

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是事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战略任务，是全党

的共同政治责任”，为做好新时代青年工作指明了方向。各级党委都要深刻领会这一重要讲

话精神，下功夫、想办法，积极抓好青年工作，使青年人健康成长成才，为社会主义现代化

事业建功立业、接续奋斗。【详细】 

 

 

■ “改革开放我知道”知识问答  

1．1982 年 9 月 1 日至 11 日，（   ）举行。邓小平在致开幕词时提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

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大会确定

分两步走在 20 世纪末实现工农业年总产值翻两番、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的奋斗目标。大

http://cpc.people.com.cn/
http://theory.people.com.cn/n1/2019/0503/c40531-31061962.html
http://theory.people.com.cn/n1/2019/0503/c40531-31062094.html
http://theory.people.com.cn/n1/2019/0501/c40531-31061104.html
http://theory.people.com.cn/n1/2019/0503/c40531-3106198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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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通过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章程》。 

A．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     

B．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     

C．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   

 

2．1983 年 10 月 11 日至 12 日，(  )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整党的决定》。 

A．党的十二届二中全会 

B．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 

C．党的十二届四中全会 

 

3．(   )，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实行政社分开、建立乡政府的通知》，要求在 1984

年底以前大体完成建立乡政府的工作。 

A．1981 年 10 月 12 日 

B．1982 年 10 月 12 日 

C．1983 年 10 月 12 日 

 

4．（   ）第一枚洲际导弹发射成功，（   ）首次潜艇水下发射潜地导弹试验成功，（   ）

试验通信卫星发射成功，完成“三抓”任务。 

A．1980 年 5 月 18 日；1982 年 10 月 12 日；1984 年 4 月 8 日 

B．1981 年 5 月 18 日；1983 年 10 月 12 日；1985 年 4 月 8 日 

C．1982 年 5 月 18 日；1984 年 10 月 12 日；1986 年 4 月 8 日 

 

5．（  ）首都举行庆祝建国 35 周年的阅兵仪式和群众游行，邓小平检阅受阅部队。 

A．1986 年 10 月 1 日 

B．1985 年 10 月 1 日 

C．1984 年 10 月 1 日 

本期答案：  1、A    2、A    3、C    4、A   5、C 

 

■ 编读往来  

http://cpc.people.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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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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cpc.people.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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