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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要闻 

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祝贺中国空间站天和核心舱发射任务成

功的贺电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致电

祝贺中国空间站天和核心舱发射任务成功。贺电全文如下：载人航天工程空间站阶段飞行任

务总指挥部并参加天和核心舱发射任务的各参研参试单位和全体同志：在空间站天和核心舱

发射任务成功之际，我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向你们致以热烈的祝贺和诚挚的问

候！建造空间站、建成国家太空实验室，是实现我国载人航天工程“三步走”战略的重要目标，

是建设科技强国、航天强国的重要引领性工程。天和核心舱发射成功，标志着我国空间站建

造进入全面实施阶段，为后续任务展开奠定了坚实基础。希望你们大力弘扬“两弹一星”精神

和载人航天精神，自立自强、创新超越，夺取空间站建造任务全面胜利，为全面建设社会主

义现代化国家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详细】 

习近平在广西考察时强调 解放思想深化改革凝心聚力担当实干 建设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壮美广西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在广西考察时强调，要坚决贯彻

党中央决策部署，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解放思想、

深化改革、凝心聚力、担当实干，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统筹发展和安全，在推动

边疆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上闯出新路子，在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上展现新作为，在推动绿

色发展上迈出新步伐，在巩固发展民族团结、社会稳定、边疆安宁上彰显新担当，建设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壮美广西。4 月 25 日至 27 日，习近平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书记鹿心

社和自治区政府主席蓝天立陪同下，先后来到桂林、柳州、南宁等地，深入革命纪念馆、农

村、企业、民族博物馆等，就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推动“十

四五”开好局起好步等进行调研。【详细】 

习近平出席领导人气候峰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强调要坚持绿色发展，坚持多边主

义，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 

 应美国总统拜登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 4 月 22 日晚在北京以视频方式出席领导人气候

峰会，并发表题为《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气候变化给

人类生存和发展带来严峻挑战。面对全球环境治理前所未有的困难，国际社会要以前所未有

的雄心和行动，共商应对气候变化挑战之策，共谋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勇于担当，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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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心，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详细】 

习近平在博鳌亚洲论坛 2021 年年会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 倡议亚洲和世界各

国回应时代呼唤，携手共克疫情，加强全球治理，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朝

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方向不断迈进 

 博鳌亚洲论坛 2021 年年会开幕式 4 月 20 日上午在海南博鳌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以

视频方式发表题为《同舟共济克时艰，命运与共创未来》的主旨演讲。习近平指出，博鳌亚

洲论坛成立 20 年来，见证了中国、亚洲、世界走过的不平凡历程，为促进亚洲和世界发展

发挥了重要影响力、推动力。当前，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交织叠加，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

我们所处的是一个充满挑战的时代，也是一个充满希望的时代。人类社会应该向何处去？我

们应该为子孙后代创造一个什么样的未来？对这一重大命题，我们要从人类共同利益出发，

以负责任态度作出明智选择。中方倡议，亚洲和世界各国要回应时代呼唤，携手共克疫情，

加强全球治理，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方向不断迈进。【详细】 

习近平在清华大学考察时强调 坚持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目标方向 为服

务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贡献力量 

在清华大学建校 110 周年校庆日即将来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

主席习近平来到清华大学考察。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清华大学全体师生员工和海内外校友

致以节日的祝贺，向全国广大青年学生致以诚挚的问候。习近平强调，百年大计，教育为本。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我国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党和国

家事业发展对高等教育的需要，对科学知识和优秀人才的需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迫切。

我们要建设的世界一流大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流大学，我国社会主义教育就是要培养

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我国高等教育要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

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心怀“国之大者”，把握大势，敢于担当，善于作为，为

服务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贡献力量。广大青年要肩负历史使命，坚定前进信心，

立大志、明大德、成大才、担大任，努力成为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让青春在为祖

国、为民族、为人民、为人类的不懈奋斗中绽放绚丽之花。【详细】  

习近平对职业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 加快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 培养更

多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能工巧匠大国工匠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职业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

调，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职业教育前途广阔、大有可为。要坚持党的

领导，坚持正确办学方向，坚持立德树人，优化职业教育类型定位，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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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深入推进育人方式、办学模式、管理体制、保障机制改革，稳步发展职业本科教育，建

设一批高水平职业院校和专业，推动职普融通，增强职业教育适应性，加快构建现代职业教

育体系，培养更多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能工巧匠、大国工匠。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加大制度

创新、政策供给、投入力度，弘扬工匠精神，提高技术技能人才社会地位，为全面建设社会

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有力人才和技能支撑。【详细】 

习近平对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 坚持以人民为中

心 全面落实打防管控措施 坚决遏制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多发高发态势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工

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近年来，各地区各部门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持续开展电信网络诈骗

犯罪打击治理，取得了初步成效。 

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统筹发展和安全，强化系统观念、法治思维，注重源头治理、综

合治理，坚持齐抓共管、群防群治，全面落实打防管控各项措施和金融、通信、互联网等行

业监管主体责任，加强法律制度建设，加强社会宣传教育防范，推进国际执法合作，坚决遏

制此类犯罪多发高发态势，为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法治中国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详

细】 

习近平对深化东西部协作和定点帮扶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 适应形势任务变

化 弘扬脱贫攻坚精神 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深化东西部协作和定点帮扶工

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开展东西部协作和定点帮扶，是党中央着眼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促进

共同富裕作出的重大决策。要适应形势任务变化，聚焦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

村振兴，深化东西部协作和定点帮扶工作。习近平强调，要完善东西部结对帮扶关系，拓展

帮扶领域，健全帮扶机制，优化帮扶方式，加强产业合作、资源互补、劳务对接、人才交流，

动员全社会参与，形成区域协调发展、协同发展、共同发展的良好局面。中央定点帮扶单位

要落实帮扶责任，发挥自身优势，创新帮扶举措，加强工作指导，督促政策落实，提高帮扶

实效。全党要弘扬脱贫攻坚精神，乘势而上，接续奋斗，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全面推

进乡村振兴。【详细】 

习近平在参加首都义务植树活动时强调 倡导人人爱绿植绿护绿的文明风尚 共

同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家园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4 月 2 日上午在参加首都义务植树活

动时强调，每年这个时候，我们一起参加义务植树，就是要倡导人人爱绿植绿护绿的文明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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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让大家都树立起植树造林、绿化祖国的责任意识，形成全社会的自觉行动，共同建设人

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家园。【详细】 

 本期聚焦 

编者按：4 月 1 日出版的第 7 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

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在全党开展党

史学习教育，是党中央立足党的百年历史新起点、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

年未有之大变局、为动员全党全国满怀信心投身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作出的重大

决策。全党同志要做到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学党史、悟思想、办实

事、开新局，以昂扬姿态奋力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以优异成绩迎接建

党一百周年！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 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 

文章指出，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意义重大。我们党历来重视党史学习教育。在庆祝我们党

百年华诞的重大时刻，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历史交汇的关键节点，在全党集中开展党

史学习教育，正当其时，十分必要。在全党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是牢记初心使命、推进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历史伟业的必然要求，是坚定信仰信念、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的必然要求，是推进党的自我革命、永葆党的生机活力的必然要求。【详细】 

 权威解读  

从党史中汲取前进智慧和力量 

党的历史是最生动、最有说服力的教科书。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强

调：“全党同志要做到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学党史、悟思想、办实

事、开新局。”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必须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突出重

点、明确要求、务求实效，教育引导全体党员以史为镜、以史明志，从党的百年奋斗历程中

汲取继续前进的智慧和力量。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我们党的百年历史，就是一部

践行党的初心使命的历史，就是一部党与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的历史。习近平总书

记指出，要把学习党史同总结经验、观照现实、推动工作结合起来，同解决实际问题结合起

来。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既要发扬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自觉主动学，带着问题学，从党史

中总结经验、汲取智慧；又要注重与实际工作相结合，把“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作为党

史学习教育的重要内容，推动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努力把学习成

2021年4月刊 

 

http://cpc.people.com.cn/n1/2021/0402/c64094-32068933.html
http://cpc.people.com.cn/n1/2021/0401/c64192-32066868.html
http://cpc.people.com.cn/n1/2021/0401/c64192-32066868.html


 

5 

效转化为工作成效。【详细】 

牢固树立正确党史观 学习宣传研究好党的历史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明确指出：“要树立正确党史观。要坚持以我

们党关于历史问题的两个决议和党中央有关精神为依据，准确把握党的历史发展的主题主线、

主流本质，正确认识和科学评价党史上的重大事件、重要会议、重要人物。要旗帜鲜明反对

历史虚无主义，加强思想引导和理论辨析，更好正本清源、固本培元。”习近平总书记的重

要论述，具有很强的思想性、指导性、针对性，对我们正确认识和对待党的历史、全面宣传

和弘扬党的历史、科学研究和阐述党的历史、开展好党史学习教育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根本

遵循。【详细】 

从百年党史中品读中国共产党人奋斗的精神密码 

中国共产党的百年非凡奋斗史，展现出一代一代共产党人顽强拼搏、不懈奋斗的动人画

卷，支撑和实现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伟大历史飞跃，创造了东方古国

凤凰涅槃、浴火重生、伟大崛起的人间奇迹，蕴含着共产党人接续奋斗的精神密码。【详细】 

 

深度评析 

进一步感悟思想伟力 

指导思想是一个政党的精神旗帜。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先进性，首先体现为思想理论上的

先进性。坚持思想建党，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兴党强党，是我们党的一大政治优势。这

次党史学习教育，第一位任务就是加强思想理论武装，引导广大党员、干部从党的非凡历程

中领悟历史为什么选择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如何不断改变中国，进一步用马克思主义中

国化最新成果把全党武装起来、凝聚起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党的十

八大以来实践经验的集中总结，也是改革开放 40 多年、新中国成立 70 多年、中国共产党成

立 100 年来历史经验的深刻凝练。用这一科学理论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是全党

的重大政治任务。广大党员、干部要抓住感悟思想伟力这个首要，进一步学懂弄通做实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详细】 

进一步把握历史发展规律和大势 

我们回顾历史，不是为了从成功中寻求慰藉，更不是为了躺在功劳簿上、为回避今天面

临的困难和问题寻找借口，而是为了总结历史经验、把握历史规律，增强开拓前进的勇气和

力量。马克思、恩格斯早在 170 多年前就科学揭示了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规律。

http://theory.people.com.cn/n1/2021/0422/c40531-32084406.html
http://theory.people.com.cn/n1/2021/0428/c40531-32090230.html
http://theory.people.com.cn/n1/2021/0406/c148980-32070408.html
http://theory.people.com.cn/n1/2021/0410/c40531-3207448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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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人类社会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但需要经历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我

们要立足现实，把握好每个阶段的历史大势，做好当下的事情。在全党开展党史学习教育，

就是要教育引导全党以史为镜、以史明志，了解党团结带领人民为中华民族作出的伟大贡献

和根本成就，认清当代中国所处的历史方位，增强历史自觉，把苦难辉煌的过去、日新月异

的现在、光明宏大的未来贯通起来，在乱云飞渡中把牢正确方向，在风险挑战面前砥砺胆识，

激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信心和动力。【详细】 

进一步深化对党的性质宗旨的认识 

为什么人的问题，是检验一个政党、一个政权性质的试金石。我们党来自于人民，党的

根基和血脉在人民。为人民而生，因人民而兴，始终同人民在一起，为人民利益而奋斗，是

我们党立党兴党强党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回望过去，我们党领导人民打土豪、分田地，

是为人民根本利益而斗争；领导人民开展抗日战争、赶走日本侵略者，是为人民根本利益而

斗争；领导人民推翻蒋家王朝、建立新中国，是为人民根本利益而斗争；领导人民进行社会

主义革命和建设、改变一穷二白的国家面貌，是为人民根本利益而斗争；领导人民实行改革

开放、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同样是为了人民根本利益而斗争。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

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党章明确规定，党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

务。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坚持尊重社会发展规律和尊重人民历史主体地位的一致性、为崇高理

想奋斗和为最广大人民谋利益的一致性、完成党的各项工作和实现人民利益的一致性，正如

习近平总书记的鲜明宣示，“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详细】 

进一步总结党的历史经验 

党的百年历史，也是我们党不断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不断防范被瓦解、被腐化的

危险的历史。勇于自我革命，是我们党最鲜明的品格，也是我们党最大的优势。回顾党的历

史，我们党总是在推动社会革命的同时，勇于推动自我革命，始终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敢

于正视问题、克服缺点，勇于刮骨疗毒、去腐生肌。正因为我们党始终坚持这样做，才能够

在危难之际绝处逢生、失误之后拨乱反正，成为永远打不倒、压不垮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当

年，延安整风使全党端正了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破除了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明

确了继续前行的努力方向，对夺取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胜利产生了巨大推动作用。许多民主

人士由衷感叹：“中国的希望在延安”。要通过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着眼于解决党的建设的现

实问题，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增强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确保我们党在

世界形势深刻变化的历史进程中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在应对国内外各种风险挑战的历史进程

中始终成为全国人民的主心骨，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坚强

http://cpc.people.com.cn/n1/2021/0411/c64093-32074786.html
http://dangshi.people.com.cn/n1/2021/0412/c436975-3207518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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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核心。【详细】 

进一步发扬革命精神 

革命精神伴随共产党人的奋斗征程，在时间的坐标上形成了精神长河。一百年来，中国

共产党人坚定理想信念、发扬斗争精神、推动伟大实践，在各个历史时期淬炼锻造了井冈山

精神、长征精神、遵义会议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红岩精神、抗美援朝精神、“两

弹一星”精神、特区精神、抗洪精神、抗震救灾精神、抗疫精神、脱贫攻坚精神等伟大精神，

形成了彰显党的性质宗旨和政治品格的精神谱系。这一系列伟大精神，跨越时空、历久弥新，

集中体现了党的坚定信念、根本宗旨、优良作风，凝聚着中国共产党人艰苦奋斗、牺牲奉献、

开拓进取的伟大品格，深深融入我们党、国家、民族、人民的血脉之中。这一系列伟大精神，

蕴含着我们“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精神密码，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仍然是我们党的宝

贵精神财富，是全党同志用以滋养初心、淬炼灵魂，汲取信仰力量、查找党性差距、校准前

进方向的丰富源泉，是鼓舞和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风雨无阻、勇敢前进的强大精神动力。

【详细】 

进一步增强党的团结和集中统一 

坚持党的领导，首先是坚持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这是党的领导的最高原则，任

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含糊、不能动摇。在认真总结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长征初

期严重受挫经验教训基础上，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始

确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始形成以毛

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

中国革命。党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基本上纠正王明的右倾错误，进一步确立了毛泽东同志

在全党的领导地位，统一了全党的思想和步调，为党领导抗战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党的历

史经验充分表明，凡是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坚持得好，党的事业就兴旺发达；反之，

党的事业就遭受挫折。【详细】 

党务学习 

在选举工作中党员有哪些权利？ 

正式党员有表决权、选举权、被选举权。受留党察看处分的党员在留党察看期间没有表

决权、选举权和被选举权；预备党员没有表决权、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党员被依法留置、逮

捕的，党组织应当按照管理权限中止其表决权、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等党员权利。（来源：共

产党员网） 

http://dangshi.people.com.cn/n1/2021/0413/c436975-32076215.html
http://dangshi.people.com.cn/n1/2021/0414/c436975-32077187.html
http://dangshi.people.com.cn/n1/2021/0415/c436975-3207831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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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纪律处分的种类？ 

对党员的纪律处分有五种：警告、严重警告、撤销党内职务、留党察看、开除党籍。党

组织如果在维护党的纪律方面失职，必须问责。对于严重违犯党的纪律、本身又不能纠正的

党组织，上一级党的委员会在查明核实后，应根据情节严重的程度，作出进行改组或予以解

散的决定，并报再上一级党的委员会审查批准，正式宣布执行。（来源：共产党员网） 

编读往来 

这里，是我们与您沟通的桥梁，您的建议，《党政干部和党务工作者学习文选》愿意听，

您的想法对《党政干部和党务工作者学习文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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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政干部和党务工作者学习文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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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ory.people.com.cn/GB/164319/index.html
mailto:lilun@people.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