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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闻综述  

习近平：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锐意进取 满怀信心继续把新中国巩固好

发展好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缅怀这段历史，就是要继承和发扬老一辈革命家“宜将剩勇追

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的革命到底精神，不断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

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勇于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坚决战胜前进道路

上的各种艰难险阻，使“中国号”这艘巨轮继续破浪前进、扬帆远航。我们缅怀这段历史，就

是要继承和发扬老一辈革命家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革命情怀，始终赢得人民的衷心拥

护，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始终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紧密团

结各民主党派和各界人士共同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详细】 

李克强：更大激发科研人员创新创造潜能 为青年人才成长创造更好

环境 

李克强指出，基础研究决定一个国家科技创新的深度和广度，“卡脖子”问题根子在基

础研究薄弱。要面向未来，瞄准我国创新发展的关键制约，把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做扎

实，使技术创新、产业发展站得住、站得稳、有根基。基础研究领域科研人员要立这个大志。

各级政府要加大对基础研究长期稳定支持力度，引导企业增加基础研究投入。“杰青”基金

在提高我国基础研究水平和源头创新能力上要发挥更大作用。【详细】 

栗战书：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地方立法工作 更好助力经济社会发展和

改革攻坚任务 

栗战书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全面依法治国的高度，

对人大立法工作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和部署。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全面依法治国新

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特别是对立法工作的重要指示要求，着眼于构建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自

觉担负起新时代对地方立法提出的新任务。要健全完善地方立法体制机制，形成立法工作整

体合力，共同提高人大立法工作水平。【详细】 

汪洋：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 汇聚起共襄伟业的磅礴力

量 

汪洋指出，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统一战线高举爱国主义、社会主义旗帜，牢牢把握大

http://cpc.people.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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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结大联合主题，不断促进政党关系、民族关系、宗教关系、阶层关系、海内外同胞关系和

谐发展，多党合作制度不断焕发新优势，民族团结进步事业不断得到新进展，宗教与社会主

义社会相适应不断迈出新步伐，我国社会各阶层不断彰显新活力，海内外同胞致力民族复兴

不断作出新努力，巩固和发展了团结、奋进、开拓、活跃的良好局面，为社会主义革命、建

设和改革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详细】 

赵乐际：坚持守土有责 强化精准监督 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不折不扣

贯彻落实 

赵乐际强调，面对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和艰巨繁重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纪检监察机关

要自觉践行党的初心使命，守土有责、守土尽责，学懂弄通做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认真履行党章和宪法赋予的职责，强化监督、精准监督，做到党中央重大决策部

署到哪里、监督检查就跟进到哪里，为党和国家各项工作扎实推进提供有力保障。【详细】 

韩正：推动国土空间规划工作迈上新水平 

韩正强调，要突出重点任务和关键环节，扎实推进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建设。要高标准绘

制全国国土空间开发保护“一张图”，尽快把主体功能区规划、土地利用规划、城乡规划等

空间规划融入国土空间规划。要划定落实好生态保护红线、永久基本农田、城镇开发边界“三

条控制线”。要健全法律和制度保障，加快国土空间规划立法，重构技术标准体系。【详细】 

■新闻聚焦  

编者按：2019 年秋季学期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青年干部培训班 9 月 3 日上午

在中央党校开班。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

话强调，广大干部特别是年轻干部要经受严格的思想淬炼、政治历练、实践锻炼，发扬斗争

精神，增强斗争本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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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顽强奋斗。 

习近平：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 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

标而顽强奋斗 

共产党人的斗争是有方向、有立场、有原则的，大方向就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

社会主义制度不动摇。凡是危害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各种风险挑战，凡是

危害我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各种风险挑战，凡是危害我国核心利益和重大原则的各种

风险挑战，凡是危害我国人民根本利益的各种风险挑战，凡是危害我国实现“两个一百年”

http://cpc.people.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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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各种风险挑战，只要来了，我们就必须进行坚决斗争，

而且必须取得斗争胜利。【详细】 

 

■ 专家解读·实现伟大梦想必须进行伟大斗争  

准确理解新时代斗争精神的核心要义 

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站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战略高度，站在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

之大变局、我们党领导人民正在推进“四个伟大”的历史进程和改革发展稳定任务艰巨繁重

的时代背景下，统揽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着眼当前形势任务，系统回答了当今形势下我们为

什么要强调斗争精神、应当遵循什么样的斗争方向、立场和原则、如何把握斗争规律和斗争

艺术等问题，深刻阐明了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的核心要义和本质要求，充分体现了

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观和历史唯物观，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详细】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斗争 

伟大斗争的核心内容是顽强奋斗。发扬斗争精神就是要发扬顽强奋斗精神。正是凭借这

种顽强奋斗精神，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不屈不挠、敢于斗争、敢于胜利，推翻

了“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创立了彪炳史册的历史成就；正是凭借这种顽强奋斗精神，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道路，对内深化改革，对外扩大开放，使中国大踏步赶上时代，实现了中华民族从“站

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详细】 

以进取的状态发扬斗争的担当精神和实践艺术 

习近平总书记从唯物辩证法的矛盾普遍性原理、矛盾斗争性的哲学高度论述“斗争”，

他指出，“社会是在矛盾运动中前进的，有矛盾就会有斗争。”由于矛盾无处不在、无时不有。

所以，斗争也就无处不在、无时不有。从马克思主义哲学视角看，任何事物都是矛盾的结合

体，都是斗争的产物。从历史维度看，马克思主义产生和发展，社会主义国家的诞生和发展，

改革开放的成功，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都充满斗争的艰辛，都是斗争的结果。

从现实维度看，统筹推进“四个伟大”，胜利实现我们党确定的目标任务，必须发扬斗争精

神，增强斗争本领。从未来维度看，战胜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风险考验，实现伟大梦想，必须

进行伟大斗争。矛盾、斗争是客观存在的，无法回避的。所以，正确的态度是正视矛盾、直

面斗争。【详细】 

http://cpc.people.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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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马克思主义的斗争思维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 

斗争需要坚守方向、站稳立场并坚持原则。中国共产党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强

国富民伟大梦想而进行着伟大的斗争，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不动摇是必

须坚守的大方向、必须站稳的根本立场和必须坚持的基本原则。任何危害党的领导和社会主

义制度的挑战，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 14 亿中国人民进行坚决斗争的对象。【详细】 

 

■ 重要评论·发扬斗争精神 增强斗争本领  

发扬斗争精神 坚定斗争意志 

社会是在矛盾运动中前进的，有矛盾就会有斗争。今天，我们党要团结带领人民有效应

对重大挑战、抵御重大风险、克服重大阻力、解决重大矛盾，必须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

点的伟大斗争。“船到中流浪更急、人到半山路更陡”。在前进道路上我们面临的风险考验只

会越来越复杂，甚至会遇到难以想象的惊涛骇浪。我们面临的各种斗争不是短期的而是长期

的，至少要伴随我们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全过程。【详细】 

掌握斗争规律 讲求斗争方法 

今天，实现我们党确定的目标任务，光有勇气是不够的，盲打莽撞是不可能取得胜利的。

善于把握规律，是我们党领导推动工作的制胜法宝，也是我们提高斗争本领的重要途径。这

就要求我们在各种重大斗争中，坚持增强忧患意识和保持战略定力相统一、坚持战略判断和

战术决断相统一、坚持斗争过程和斗争实效相统一。“善战者，求之于势。”对大局和大势的

准确把握，历来是我们赢得斗争的先决条件。对领导干部来说，要谋子之前先谋势、着眼全

局看局部，同时决断和行动要又快又准，精准把握斗争进程、判断出招时机，找准靶心、一

击即中。【详细】 

把准斗争方向 明确斗争任务 

方向决定前途。共产党人的斗争是有方向有立场、有原则的，大方向就是坚持中国共产

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不动摇。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无数事实都证明，削弱、否定党的领导，国家就会陷入

灾难，人民就会步入苦难。自我们党成立以来，凡是党中央有权威、党团结统一的时候，党

就能汇聚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力量攻坚克难，反之则会遭受挫折。【详细】 

葆有充沛顽强的斗争精神 

http://cpc.people.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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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意味着艰辛，但离开斗争就难言成功。长征路上，多少红军将士英勇献身，如果没有

大无畏的斗争精神，怎能血战湘江、四渡赤水、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征服冰山雪岭、

穿越沼泽草地，击退上百万敌人的围追堵截？新中国成立之初，志愿军“雄赳赳，气昂昂，

跨过鸭绿江”，如果没有敢于亮剑的斗争精神，怎能不惧牺牲、克敌制胜，打出中国人的威

风和志气？改革开放惊涛拍岸，如同新的觉醒、新的革命，如果没有敢闯敢试的斗争精神，

怎能涉过险滩、夺下隘口，杀出一条条血路来？实践充分证明，斗争精神蕴藏着无穷伟力，

是值得我们赓续传承的一大法宝。【详细】 

 

■ 学习文选·知识问答  

1. 领导干部要经受严格的（ ），在复杂严峻的斗争中经风雨、见世面、壮筋骨，真正锻造成

为烈火真金。 

A.思想淬炼、政治历练、学习锻炼 

B.思想淬炼、学习历练、实践锻炼  

C.思想淬炼、政治历练、实践锻炼 

D.理论淬炼、政治历练、实践锻炼 

 

2. 要坚持在（ ）中磨砺，越是困难大、矛盾多的地方，越是形势严峻、情况复杂的时候，

越能练胆魄、磨意志、长才干。 

A.重大斗争 

B.不断学习 

C.自我奋斗 

D.时代浪潮 

 

3. 共产党人的斗争是（ ）的，大方向就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不动摇。 

A.有方法、有立场、有原则 

B.有方向、有立场、有原则 

C.有目标、有立场、有原则 

D.有方向、有决心、有原则 

 

http://cpc.people.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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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我们共产党人的斗争，从来都是奔着（ ）去的。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发展进入各

种风险挑战不断积累甚至集中显露的时期，面临的重大斗争不会少，经济、政治、文化、社

会、生态文明建设和国防和军队建设、港澳台工作、外交工作、党的建设等方面都有，而且

越来越复杂。 

A.潜在问题、风险挑战 

B.矛盾问题、危机挑战 

C.潜在问题、危机挑战 

D.矛盾问题、风险挑战 

 

5. 要注重策略方法，讲求（ ）。要抓主要矛盾、抓矛盾的主要方面，坚持有理有利有节，合

理选择斗争方式、把握斗争火候，在原则问题上寸步不让，在策略问题上灵活机动。 

A.斗争艺术 

B.斗争角度 

C.斗争方法 

D.斗争手段 

本期答案 1、C  2、A   3、B   4、D   5、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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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cpc.people.com.cn/
http://theory.people.com.cn/GB/164319/index.html
mailto:lilun@people.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