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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闻综述

习近平:金砖国家要共同开创金砖合作第二个“金色十年”

9 月 3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工商论坛开幕式，并发表题为《共同开创金砖

合作第二个“金色十年”》的主旨演讲，强调金砖国家要共同开创金砖合作第二个“金色十

年”，让合作成果惠及五国人民，让世界和平与发展的福祉惠及各国民众。【详细】

习近平: 全面深化金砖伙伴关系 开辟更加光明未来

9 月 4 日，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九次会晤在厦门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表题为《深化金

砖伙伴关系 开辟更加光明未来》的重要讲话强调，金砖合作之所以得到快速发展，关键在

于互尊互助，携手走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秉持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精神，持之以恒

推进经济、政治、人文合作；倡导国际公平正义，同其他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和衷共

济，共同营造良好外部环境。【详细】

习近平：深化互利合作 促进共同发展

9 月 5 日，在新兴市场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对话会上，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一带一路”是一条合作之路，更是一条希望之路、共赢之路。中方将结合“一带一路”国

际合作高峰论坛成果落实，同有关国家在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产能合作、科技创新等领域开

展合作。【详细】

李克强：理想信念是共产党人的精神支柱和政治灵魂

9月 6日，在纪念姚依林同志诞辰 100周年座谈会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

理李克强强调，理想信念是共产党人的精神支柱和政治灵魂。不论时代如何变化，不论条件

如何变化，我们都要坚定理想信念不动摇，自觉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

同理想的坚定信仰者、忠实实践者。【详细】

张德江：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与时俱进完善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德江 5日至 6日在广西调研并出席第二

十三次全国地方立法工作座谈会。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

特别是关于立法工作的重要论述，积极适应全面依法治国新形势新要求，与时俱进完善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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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云山：领导干部要注重提高政治能力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刘云山 2017年 9月 1日在中央党校 2017年秋季学

期开学典礼上讲话。刘云山强调，学习好、贯彻好习近平总书记“7·26”重要讲话精神，

是当前全党的重要政治任务，是各级领导干部的重要政治责任。领导干部要带头学好讲话精

神，掌握核心要义、把握基本要求，把学习成效体现在思想政治素养的提升上，体现在改革

发展稳定各项工作上，体现在从严管党治党的成效上。【详细】

■ 新闻聚焦：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九次会晤举行

编者按：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九次会晤 9 月 4 日在厦门国际会议中心举行。国家主席习近

平主持会晤。南非总统祖马、巴西总统特梅尔、俄罗斯总统普京、印度总理莫迪出席。五

国领导人围绕“深化金砖伙伴关系，开辟更加光明未来”的主题，就当前国际形势、全球

经济治理、金砖合作、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等深入交换看法，回顾金砖合作 10 年历程，重

申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金砖精神，达成一系列共识，为金砖合作未来发展规划了蓝图、

指明了方向。

习近平:深化金砖伙伴关系 开辟更加光明未来

习近平指出，金砖合作之所以得到快速发展，关键在于互尊互助，携手走适合本国国

情的发展道路；秉持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精神，持之以恒推进经济、政治、人文合作；倡

导国际公平正义，同其他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和衷共济，共同营造良好外部环境。习

近平强调，世界格局深刻复杂变化的背景下，金砖合作显得更加重要。我们应该再接再厉，

全面深化金砖伙伴关系，开启金砖合作第二个“金色十年”。【详细】

■ 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九次会晤评论

人民日报评论员：携手打造世界经济新亮点

今年 6月，习近平主席在会见金砖国家外长时指出：“金砖合作是一个创新，超越了政

治和军事结盟的老套路，建立了结伴不结盟的新关系；超越了以意识形态划线的老思维，走

出了相互尊重、共同进步的新道路；超越了你输我赢、赢者通吃的老观念，实践了互惠互利、

合作共赢的新理念。”而今，金砖合作正处于承前启后的关键节点，习近平主席提出共同开

创金砖合作第二个“金色十年”的重要倡议，可谓把握大势、正当其时。继续秉持“金砖精神”，

深化金砖合作、承担金砖责任、发挥金砖作用、拓展金砖影响，我们的合作成果一定能惠及

五国人民，世界和平和发展的福祉一定能惠及各国民众。【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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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评论员：让世界因金砖合作有所不同

金砖国家是世界经济的稳定器和发动机，为全球治理注入了新动力。无论是过去 10年

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 50%，还是为构建国际金融安全网作出有益探索，都是有力的证

明。现在，有人看到金砖国家等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增长出现起伏，就断言“金砖

失色、褪色”，显然是只看眼前不看长远、只看一面不看全面。毋庸讳言，受内外复杂环境

影响，金砖国家发展难免遭遇不同程度的逆风。但正如习近平主席所宣示的，“金砖国家不

断向前发展的潜力和趋势没有改变。我们对此充满信心”，只要继续深化金砖合作，世界必

定就会有所不同。【详细】

人民日报评论员：为世界和平发展贡献“中国力量”

中国采用全面深化改革这剂良方，5年来推出 1500多项改革举措，推动改革呈现全面

发力、多点突破、纵深推进的局面，推动经济稳中向好的态势不断巩固，为世界各国改革发

展提供了“中国经验”“中国思路”。5 年来，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发起成立亚洲基础设

施投资银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推动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打造人类

命运共同体，为全球治理提供了“中国主张”“中国方案”。事实充分证明，中国是世界和平建

设者、全球发展贡献者、国际秩序维护者。【详细】

新华社评论员：让金砖之光照亮未来

金砖国家不是封闭的俱乐部，只有不断扩充“朋友圈”，前进之路才能越走越宽。金砖合

作的意义已远远超出五国，具有全球性影响。通过金砖平台推动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加强

团结合作，符合各国共同利益。厦门会晤期间，金砖五国领导人将与埃及、几内亚、墨西哥、

塔吉克斯坦、泰国等国领导人共商合作大计。不断拓展“金砖＋”合作模式，构建更广泛的伙

伴关系，推动建设具有全球影响的南南合作及国际发展合作平台，必将为完善全球治理、推

动国际关系民主化注入更多正能量。【详细】

新华时评：贡献支撑全球经济发展的“金砖力量”

面对世界经济结构深刻调整，金砖国家经济传统优势发生变化，进入到滚石上山、爬坡

过坎的“关口”。有什么样的力量，能发掘出金砖国家不断向前的潜力？金砖国家又将凭借

什么样的力量，为全球经济发展注入新的动能？关键节点上，金砖国家要改革创新，让合作

交往愈来愈深化，让“金砖力量”为国际社会带来更强劲正能量。【详细】

光明日报评论员：为金砖合作注入绵绵不绝动力

http://theory.people.com.cn/n1/2017/0905/c40531-2951470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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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砖合作的意义已超出五国范畴，承载着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乃至整个国际社会

的期望。金砖国家合作的辐射和受益范围不断扩大，“金砖+”合作模式打造出开放多元的发

展伙伴网络，更多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参与到团结合作、互利共赢的事业中来。【详

细】

光明日报评论员:“金砖+”构建更大朋友圈

机遇与挑战并存的时期，更需要新兴市场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同舟共济，坚定信心，联手

营造有利发展环境，努力实现更大发展，为世界经济增长作出更大贡献。习近平主席在新兴

市场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对话会上提出的四个“加强团结协作”，为各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

家深化务实合作，发挥互补优势提出了实现路径，有利于构建广泛的发展伙伴网络，建设各

国发展共同体、命运共同体。“金砖+”概念落地开花，金砖的朋友圈日益扩大。【详细】

王毅：谱写金砖合作历史新篇章

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新动力。金砖国家处在相近的发展阶段，具有相同的发展目标，

承担着相似的历史使命。金砖合作本身就反映了五国合作发展、互利共赢的共同命运，体现

了历史进步潮流。习近平主席提出共同打造金砖国家利益和命运共同体的主张，呼吁新兴市

场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共同建设“发展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引起各方热烈反响。金砖国家利

益。【详细】

贾晋京：中国方案引领金砖国家合作

当前，世界政治和经济形势中的不确定性显著上升，金砖国家发展面临新形势新挑战，

金砖合作需要升级发展。作为今年金砖主席国的中国，依然实现了稳定向好的经济走势。在

此局面下，金砖各成员国纷纷将目光投向厦门、投向中国方案。中国方案包含以下几点：第

一，以中国主张引领金砖国家合作，维护世界和平。第二，以中国经验引领金砖国家合作，

促进共同发展。第三，以中国理念引领金砖国家合作，弘扬多元文明。第四，以中国方案引

领金砖国家合作，加强全球治理。【详细】

■习近平总书记“7.26”重要讲话精神解读

李忠杰：开创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境界

习近平同志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迎接党的十九大”

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的重要讲话，深刻阐述了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学习贯彻习近平同志重要讲话精神，要求我们牢牢把握中国

http://theory.people.com.cn/n1/2017/0904/c40531-2951259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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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社会主义这一主题，坚定不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不断开创坚持和发展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境界。【详细】

石仲泉：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

在全面从严治党已经取得重大成就的情况下，为什么还要继续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

发展呢？这是因为全面从严治党依然任重而道远，我们决不能因为取得重大成就就沾沾自喜、

盲目乐观。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后，全面从严治党仍然必须向纵深发展。

【详细】

李洪峰:始终保持我们党坚如磐石的战略定力

深入学习习近平同志这一重要讲话精神，要特别注意学习贯穿其中高瞻远瞩、总揽全局

的战略自信、战略清醒、战略前瞻，始终保持我们党坚如磐石的战略定力，不断夺取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详细】

邓纯东：全面加强党的领导是夺取伟大胜利的根本保证

全面加强党的领导，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重大成就的具体体现，也是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取得重大成就的根本原因。从凝聚力、战斗力和领导力、号召力两个维度全面加强党

的领导，是不断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的根本保证。【详细】

辛鸣：着力增强战略思维能力和战略定力

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战略问题，特别强调提高战略思维能力、增强战略定力。这既是统

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现实要求，也是更好担当“四

个伟大”时代使命的政治自觉。【详细】

颜晓峰：认识和把握我国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发展取得的重大成就基础上，

党和国家事业发生历史性变革，我国发展站到了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

新的发展阶段。要认识和把握我国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认识和把握我国社会发展的阶段

性特征，是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基础和实践基础。【详细】

唐洲雁：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新境界

习近平同志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在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发展取得的

重大成就基础上，党和国家事业发生历史性变革，我国发展站到了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这一重大战略判断，对于我们深刻认识新的发展阶段的新

http://theory.people.com.cn/n1/2017/0823/c40531-29487947.html
http://theory.people.com.cn/n1/2017/0824/c40531-29490526.html
http://theory.people.com.cn/n1/2017/0906/c40531-29517461.html
http://theory.people.com.cn/n1/2017/0915/c40531-29537150.html
http://theory.people.com.cn/n1/2017/0913/c40531-29531561.html
http://theory.people.com.cn/n1/2017/0907/c40531-29519980.html
http://cpc.people.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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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征、所取得的新的伟大成就、所承载的新的责任使命、所形成的新的理论成果以及推动全

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都具有重大意义。它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实际，标定了中国社

会发展的历史方位，必将引领中国这艘巨轮劈波斩浪、行稳致远，不断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发展新境界。【详细】

贾立政：在坚持问题导向中开创事业发展新局面

当代中国在转型与变革中积累起实现民族复兴的强大动能，同时也面临错综复杂的矛盾

和前所未有的挑战。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强化问题意识、坚持问题导向。【详

细】

■“两学一做”学习教育知识问答（单选题）

1. “三严三实”中的“三实”是指谋事要实、创业要实、（  ）。

A. 工作要实 B. 做事要实

C. 说话要实 D. 做人要实

2. 2013年 1月 2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

从严治党，惩治这一手决不能放松。要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既坚决查处领导干部

违纪违法案件，又切实解决（  ）。

A. 党员干部理想信念不坚定的问题

B. 侵占群众利益问题

C. 发生在群众身边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

D. 人品修养问题

3. 党员受到警告处分（  ）内，不得在党内提升职务和向党外组织推荐担任高于其

原任职务的党外职务。

A. 半年 B. 一年 C. 一年半 D. 两年

4. 留党察看期限最长不得超过（  ）。

A. 半年 B. 一年 C. 两年 D. 三年

5. 关于党政机关国内公务接待的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http://theory.people.com.cn/n1/2017/0901/c40531-29508263.html
http://theory.people.com.cn/n1/2017/0914/c40531-29534237.html
http://theory.people.com.cn/n1/2017/0914/c40531-29534237.html
http://cpc.people.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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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可以在机场、车站、码头和辖区边界组织迎送活动

B. 可以跨地区迎送，但不得张贴悬挂标语横幅

C. 不得安排群众迎送，不得铺设迎宾地毯

D. 地区、部门主要负责人应该参加迎送

本期答案：1.D 2.C 3.B 4.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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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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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