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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闻综述  

习近平：凝心聚力实施改革强军战略 把新时代强军事业不断推向前

进 

中共中央政治局 7 月 30 日下午就推进军事政策制度改革举行第十六次集体学习。中共

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军事政策制度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重要保障，军事政

策制度改革是对我军的一次制度性重构，关系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把人民军队全面

建成世界一流军队，关系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要强化使命担当，强化系统集成，强化创新突破，强化军地合力，进一步统一思想和行动，

凝心聚力实施改革强军战略，把新时代强军事业不断推向前进。【详细】 

李克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烈士褒扬条例〉的决定》 

日前，国务院总理李克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烈士褒扬条例〉的决

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烈士褒扬工作。2011 年 7 月公布的《烈士褒扬条例》施行以

来，在宣传和弘扬烈士精神，抚恤优待烈士遗属，营造全社会缅怀烈士、崇尚烈士、学习烈

士的浓厚氛围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详细】 

栗战书出席纪念王光英同志诞辰 100 周年座谈会 

纪念王光英同志诞辰 100 周年座谈会 14 日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

常委会委员长栗战书出席座谈会，并在会前会见了王光英同志亲属。王光英同志是中国现代

民族工商业者的优秀代表，曾担任第八、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第六、七届全国政

协副主席。【详细】 

汪洋：坚守初心使命 强化责任担当 把主题教育成效转化为统战工作

实效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汪洋 7 月 31 日到中央统战部调研指导“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牢牢

把握主题教育的总要求和目标任务，把学习教育、调查研究、检视问题、整改落实贯穿始终，

从党的初心使命中找准自身职责定位，以一流工作业绩彰显党的初心使命，激发干事创业的

精气神，练就担当作为的宽肩膀，为做好新时代统战工作提供强大动力。【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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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聚焦  

编者按：不忘初心，方得始终。党的一大会址、嘉兴南湖红船，中国共产党的梦想在这

里起航，中国共产党人“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在这里孕育。

初心如磐，使命在肩。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记走过的路；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

也不能忘记走过的过去，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正如习总书记所说，只要我们党牢牢坚持立

党为公、执政为民，牢牢坚持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不断检视自己，不掩

饰缺点，不文过饰非，坚决同一切弱化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危害党的肌体健康的现象作斗

争，就一定能够始终立于不败之地。 

红船话“初心” 

守初心，就是要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以坚定的理想信念坚守初心，牢

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以真挚的人民情怀滋养初心，时刻不忘我们

党来自人民、根植人民，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是我们胜利前进的不竭力量源泉；以牢固的

公仆意识践行初心，永远铭记人民是共产党人的衣食父母，共产党人是人民的勤务员，永远

不能脱离群众、轻视群众、漠视群众疾苦。【详细】 

 

■ 专家解读·“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牢记初心和使命  奋进伟大新时代 

初心和使命使我们党始终具有远大理想和崇高追求。革命理想高于天。共产党人的理想

信念之火一经点燃，就永远不会熄灭。为了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中国共

产党人找到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中国共产党从诞生

之日起，就把马克思主义鲜明地写在自己的旗帜上。我们党一路走来，无论是处于顺境还是

逆境，从未动摇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习近平同志强调，“我们共产党人的根本，就是

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信念，对党和人民的忠诚。”历史反复证明，

正是因为牢记初心和使命，我们党始终具有远大理想和崇高追求，能够经受一次次挫折而又

一次次奋起，无坚不摧、无往不胜。【详细】 

重温党的历史 牢记初心使命 

“在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过程中，我们党积累了宝贵的经验。最根

本的，是要用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带领人民把国家治理好，发展好、实现好、维护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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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不断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在制定政策时，要充

分考虑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意愿，维护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要把人民群众的愿望和要求作为

决策的根本依据，把根本利益与具体利益、长远利益与当前利益结合起来，下大气力解决好

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多办顺应民意、化解民忧、为民谋利的实事、好事。要尊重

人民群众主体地位，发挥人民首创精神，保障人民各项权益。不仅一切为了人民，而且要一

切依靠人民。营造鼓励人们干事业、支持人们干成事业的社会氛围，放手让一切劳动、知识、

技术、管理和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详细】 

初心和使命彰显党性和人民性的高度统一 

习近平同志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工作会议上强调：“为中国人民谋幸福，

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是激励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前赴后继、

英勇奋斗的根本动力。”在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我们党在全国执政第 70 个年头这一重要历

史节点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回望我们党不懈奋斗的历史，我们可以清晰

地看到：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始终是中国共产党人坚守的初心、肩负的使

命，这个初心和使命决定了中国共产党的一切奋斗都与中国人民幸福、中华民族复兴紧密联

系在一起，彰显了党性和人民性的高度统一。【详细】 

坚持问题导向 永葆政治本色 

初心和使命是激励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前赴后继、英勇奋斗的根本动力。习近平总书记

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赢得人民群众拥护和支持，就因为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

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我们党有 9000 多万党员和 400 多万个基层党组织，

只要始终守初心、担使命，那就无坚不摧。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归根结

底就是中国共产党必须始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只有这样，我们党才能

长期执政，国家才能长治久安，老百姓才能生活更加幸福。【详细】 

弘扬“红船精神”坚守以人民为中心的“初心” 

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工作会议上指出，“着力解决群众最

关心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不断增强人民群众对党的信任和信心，筑牢党长期执政最可靠的阶

级基础和群众根基”，充分说明了党要继续长期执政必须筑牢阶级基础和群众根基。历史证

明，“执政为谁”或“为谁执政”是一个阶级立场和政治立场问题，中国共产党提出并坚持

“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执政理念和“立党为公、忠诚为民”的“红船精神”非常契合。

【详细】 

http://cpc.people.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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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评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检视问题贵在认真 

认真检视问题，必须有正视问题的自觉和刀刃向内的勇气，敢于并善于自我解剖。躬身

自省、检身正己，是党员、干部锤炼自己的必修课。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之所以能始终保

持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同他们自觉做到“认真自省、觉察己过”是密不可分的。党员、干

部不掩饰缺点、不回避问题、不文过饰非，以“君子检身，常若有过”的态度来发现自身的

不足和短板，以彻底的自我革命精神正视和解决问题，就能荡涤思想尘埃，永葆共产党人的

初心，切实肩负起党和人民赋予的使命。【详细】 

检视问题不能怕“丢丑”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开展以来，各地立足实际，创新方式方法，以高度的

政治自觉和饱满的精神状态深入开展主题教育。广大党员干部带着问题学理论、联系实际找

差距、身体力行抓落实，营造出浓厚的学习氛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关键是要有正视问题的自觉和刀刃向内的勇气。”需要看到，有些同志在检视问题和开

展批评时“犹抱琵琶半遮面”，不敢“揭短亮丑”，担心丢了“面子”。在这种错误观念的驱

使下，有的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有的舍近求远、避重就轻，有的能遮就遮、能掩则掩，有

的文过饰非、转嫁矛盾。这种不良倾向，违背了主题教育的初衷，辜负了人民群众的期待，

必须认真加以克服。【详细】 

大道之行，初心不移 

沧桑巨变，显大道之行。牢记初心使命，激发制度优势，奋力攻坚克难，我们就能在幼

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上不断取得新进

展，书写更为壮丽的民生画卷，为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汇聚坚不可摧的力量。【详细】 

“身入”实际 “心至”群众 

调查研究不仅是一种工作方法，而且是关系党和人民事业得失成败的大问题。回首我们

党 98 年的奋斗史、新中国 70 年的发展史，深入调查研究始终是做好各项工作的一件传家

宝。“调查研究要注重实效，使调研的过程成为加深对党的创新理论领悟的过程，成为保持

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的过程，成为推动事业发展的过程。”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

教育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对领导干部做好调查研究提出明确要求。对领导干部而言，

只有深入实际、深入群众、注重实效，才能正确认识客观世界、更好改造主观世界，也才能

http://cpc.people.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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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转变工作作风、增进同人民群众的感情。【详细】 

 

■ 学习文选·知识问答  

1.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必须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   )上，把提高供给体系质量作为主

攻方向，显著增强我国经济质量优势。 

A.实体经济 

B.共享经济 

C.虚拟经济 

D.国民经济 

 

2.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通过加快构建生态文明体系，确保到(   )年， 生态环境质量实现

根本好转，美丽中国目标基本实现。 

A:2020 

B:2035  

C:2049 

D:2050 

 

3.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全体中华儿女(   )， 是中华民族(   )所在。 

A.一致愿望 根本利益 

B.共同愿望 本质利益 

C.一致愿望 本质利益 

D.共同愿望 根本利益 

 

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   )。 

A.改革开放 

B.优化经济结构 

C.提升国民生产总值 

D.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 

 

http://cpc.people.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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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坚决防止和反对(   )，坚决防止和反对宗派主义、圈子文化、码头文化，坚决反对搞两面

派、做两面人。 

A.个人主义、享乐主义、自由主义、本位主义、好人主义 

B.个人主义、分散主义、山头主义、本位主义、好人主义 

C.个人主义、分散主义、自由主义、本位主义、好人主义 

D.个人主义、分散主义、自由主义、本位主义、享乐主义 

本期答案 1、A  2、B   3、D   4、D   5、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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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