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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闻综述  

习近平：坚定信心开拓创新真抓实干 团结一心开创富民兴陇新局面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在甘肃考察时强调，要贯彻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贯彻新发展理念，

坚定信心，开拓创新，真抓实干，团结一心，全面做好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

防风险、保稳定各项工作，深化脱贫攻坚，加快高质量发展，加强生态环境保护，保障和改

善民生，努力谱写加快建设幸福美好新甘肃、不断开创富民兴陇新局面的时代篇章。要保障

和改善民生，坚持公共服务项目优先安排，解决好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上学难、看病难、行

路难等问题，关心关爱受灾群众和城乡困难群众，深入推进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深入推

进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工作，维护社会和谐稳定。【详细】 

李克强：把就业优先放在经济发展更加突出位置 

李克强说，面对极为错综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

导下，今年我国经济运行延续总体平稳、稳中有进，前 7 个月城镇新增就业 867 万人，成绩

来之不易。但 7 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上升，必须高度重视。就业是最大的民生，是发展

的优先目标。我国每年需要在城镇就业的新成长劳动力有 1500 万人左右，还要考虑 300 万

农业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必须充分认识就业工作的艰巨性和形势的复杂性，把稳就业放在

突出位置。【详细】 

栗战书：认真履行法定职责 充分发挥代表作用 在全面依法治国实践

中发挥带头作用 

栗战书指出，人大代表肩负着宪法和法律赋予的重要职责，肩负着党和人民的信任和重

托。代表的职务是法定的，是义不容辞的政治责任。要认真学习掌握代表法和其他与履职相

关的法律规定，依照法定权限，遵循法定程序，全面正确行使代表权利，严格履行代表义务，

尽心尽责、服务人民，在推动党和国家各项事业、深化依法治国实践中发挥模范带头作用。

【详细】 

汪洋：聚焦“两不愁三保障”突出问题 高质量打赢西藏脱贫攻坚战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汪洋近日在西藏调研。他强调，当前脱贫攻坚进入

决战决胜关键阶段，最要紧的是防止工作松懈、防止思想滑坡。要贯彻落实党的治藏方略和

党中央关于脱贫攻坚的决策部署，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解决“两不愁三保障”突出

http://cpc.people.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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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发扬连续作战、越战越勇的作风，统一思想认识，狠抓工作

落实，确保高质量打赢脱贫攻坚战，确保西藏各族群众同全国人民一道实现全面小康。【详

细】 

韩正：大力弘扬科学精神创新精神实干精神 形成持续推动防沙治沙

的强大合力 

韩正强调，要形成更加强大的合力，持续推进防沙治沙、生态建设各项工作。各级政府

要切实发挥主导作用，完善财政、金融等政策，支持鼓励各类市场主体参与生态建设，帮助

企业解决实际困难。要建立生态指标体系，把本底情况摸清楚，科学制定防沙治沙方案，用

生物多样性成效体现治沙工作的厚度和高度。要加大全民参与生态建设的力度，让人民群众

在生态治理中得到更多实惠，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详细】 

■新闻聚焦  

编者按：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8 月 22 日到空军某基地视

察。他强调，要狠抓全面从严治党、全面从严治军，做好经常性思想工作和经常性管理工作，

确保部队高度集中统一和纯洁巩固，确保部队安全稳定。要坚持严管和厚爱结合，用心带兵、

用情带兵，增强部队凝聚力和战斗力。要把工作重心放在基层，强化基层党组织功能，推动

基层建设全面进步、全面过硬。各级要满腔热忱为官兵排忧解难，减轻基层负担，激励广大

官兵集中精力干事创业。 

习近平：牢记初心使命 提高打赢能力 以优异成绩庆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 

在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之际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正当其时，意义重

大。要深入领会党中央决心意图，提高政治站位，加强组织领导，确保主题教育取得实实在

在的成效。主题教育要注重实效，克服形形色色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要坚持问题导向，

紧贴实际查摆问题，真刀真枪解决问题。要深入学习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新

时代党的强军思想，深入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牢记初心使命，提高打赢能力，以优异

成绩庆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详细】 

 

■ 专家解读·“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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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当的最大底气来自公心 

干事创业敢担当，是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要实现的一个具体目标。提

出这一目标，直奔当前党员干部队伍中存在的不敢作为、不愿作为的突出问题，具有鲜明的

现实针对性。对党员干部来说，做到干事创业敢担当，关键在于深刻领悟初心和使命的内涵

要求，正确处理公与私的关系，以公心培育担当作为的最大底气。【详细】 

把总要求贯穿主题教育全过程 

坚定理想信念守初心。初心体现本质属性、价值追求。我们党的初心就是为中国人民谋

幸福，这是我们党在成立时就牢固确立的。对于初心，必须守得住，无论我们走多远，都不

能忘记来时的路，都不能忘记初心。守好初心，就要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

牢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深刻认识我们党来自人民、根植人民，永

远不能脱离群众，永远不能轻视群众，永远不能漠视群众疾苦。初心能否守得住，关键看理

想信念是否坚定。一些党员干部之所以忘记了初心，就是因为丧失了理想信念。广大党员干

部要通过这次主题教育，进一步培育真挚的人民情怀和牢固的公仆意识，坚定理想信念不动

摇，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不动摇，永远守好初心。【详细】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 

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这个初心和

使命是激励共产党人不断前进的根本动力，也应该成为激励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努力为人民

做学问、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探索真理的不竭动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定文化自信、

把握时代脉搏、聆听时代声音，坚持与时代同步伐、以人民为中心、以精品奉献人民、用明

德引领风尚。这是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初心使命的最好表达。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立足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详细】 

让初心与使命成为青年人生中的第一粒扣子   

当前，“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在全国展开，其目标就是要求广大党员干部，

“理论学习有收获、思想政治受洗礼、干事创业敢担当、为民服务解难题、清正廉洁作表率”。

作为教书育人的主战场，高校要怀有思想建党、理论强党、行为爱党的责任与担当，将“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的理念注入青年人头脑，让他们坚持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系好人

生第一粒扣子，自觉做到“爱祖国、忠诚于党、感恩先烈”，筑牢信仰之基、补足精神之钙、

把稳思想之舵。【详细】 

http://cpc.people.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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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历史思维理解与坚守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治国理政的实践中，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历史思维及其作用，倡

导历史思维这一重要的科学思维方法论。在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

之年，中央更是从历史的高度做出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的重要决定。中国

共产党人的初心与使命在历史中生成，在历史中得到检验。用历史思维对中国共产党的初心

与使命进行理解与把握，才能真正认同与坚守我们的初心。【详细】 

 

■ 重要评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巩固深化成果 确保取得实效 

在第一批主题教育集中性教育进入收官阶段、第二批主题教育即将全面启动的关键节点，

中央主题教育领导小组印发了《关于巩固深化第一批“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成果

的通知》，要求第一批同第二批加强衔接、无缝对接，在第二批主题教育期间，第一批单位

要注重抓好巩固和深化主题教育成果工作。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要按照党中央的部署，在巩

固中坚持，在坚持中深化，确保整个主题教育取得最好成效。【详细】 

以“三个功夫”提升学习效果 

重视学习是我们党推动事业发展的重要经验。深入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

育，就要推动广大党员干部全面系统学、及时跟进学、深入思考学、联系实际学，真正筑牢

信仰之基、补足精神之钙、把稳思想之舵。通过下苦功夫、真功夫、细功夫，不断积累、不

懈坚持，真正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详细】 

群众说好才是真的好 

幸福生活是干出来的。正在开展的“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把“为民服务解

难题”作为具体目标之一，是对初心使命的召唤，也是对履职尽责的要求。广大党员干部应

以主题教育为契机，进一步检视为民服务的差距短板，有的放矢抓整改，聚焦重点解难题。

要切实为老百姓多办好事实事，把开展主题教育的成果转化为改善民生的成效，为老百姓的

美好幸福生活进一步夯实根基。【详细】 

整改落实务求实效 

把“改”字贯穿始终，是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取得实效的关键。最近，

各地各部门积极行动：有的建立落实情况台账，实行销号管理，确保件件有回应、事事有落

http://cpc.people.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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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有的开展专项督查，对整改落实不到位情况指名道姓通报批评，传导压力、限期整改；

有的聚焦突出问题，部署专项整治，拿出解决“老大难”问题的实招硬招……一系列真刀真

枪抓整改、动真碰硬促落实的有力举措，推动主题教育不断往深里走、往实里走。【详细】 

 

■ 学习文选·知识问答  

1. 2019 年 5 月 31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工作会上强调，党

的十九大决定，以（ ）为重点，在全党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A.党员领导干部 

B.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 

C.厅局级以上领导干部 

D.省部级以上领导干部 

 

2. 要强化理论武装，深入开展革命传统教育、形势政策教育、先进典型教育和警示教育，聚

焦解决思想根子问题，自觉对表对标，增强学习教育（ ）。 

A.针对性、实效性、感染力 

B.时效性、主动性、吸引力 

C.针对性、主动性、感染力 

D.时效性、实效性、吸引力 

 

3. 2019 年 5 月 31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工作会上强调，干

事创业敢担当，重点是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以强烈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保持只争

朝夕、奋发有为的奋斗姿态和越是艰险越向前的斗争精神，以（ ）抓工作落实，努力创造

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 

A.钉钉子精神 

B.求真务实精神 

C.实事求是精神 

D.任劳任怨精神 

 

4. 习近平指出，开展这次主题教育，是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全党的迫切需

http://cpc.people.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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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是（ ）的迫切需要，是保持党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的迫切需要，是实现党的十九大确

定的目标任务的迫切需要。 

A.实现中国梦 

B.实现伟大梦想 

C.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 

D.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5. 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就是要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发扬革命传统和优

良作风，团结带领人民把（ ）一步一步变为美好现实。 

A.伟大梦想 

B.党的十九大绘就的宏伟蓝图 

C.民族期望 

D.共产主义理想 

本期答案 1、B  2、A   3、A   4、C   5、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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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