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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闻综述   

习近平：以解决突出问题为突破口和主抓手 推动党的十八届六中全

会精神落到实处 

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准则》、《条例》，针对党内存在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既指

出了病症，也开出了药方，既有治标举措，也有治本方略。学习领会《准则》、《条例》，必

须紧密结合新形势下全面从严治党新要求来进行。《准则》、《条例》每句话都有深刻内涵和

明确指向，都不是可有可无的。大家要反复学习、反复思考、反复对照，不能大而化之、囫

囵吞枣。【详细】 

习近平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 

讨论国务院拟提请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审议的《政府工作报告》稿，

审议《关于巡视中央和国家机关全覆盖情况的专题报告》和《关于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

育常态化制度化的意见》。会议指出，实现今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要稳定和完善宏观

经济政策，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加强产业、区域、投资、消费、价

格、土地、环保等政策协调配合。要深化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以创新引领实体经济提

质增效升级，释放国内需求潜力，增强内生发展动力，深入推进“三去一降一补”，力争取

得更大成效。会议指出，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对用习近平总书记系列

重要讲话精神武装全党，确保全党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不

断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各级党组织要把推进“两学

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作为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性、基础性工程，履行主体责任，抓

常抓细抓长。【详细】 

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决定进一步清理和规范涉企收费，持续为实体经济减负；部署深化建筑业“放管服”改

革，推动产业升级发展；确定加强高标准农田建设的政策措施，夯实粮食安全和现代农业基

础；通过《农药管理条例（修订草案）》。会议指出，大力清理和规范涉企收费，优化实体经

济发展环境，是贯彻稳中求进总基调、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举措，是深化简政放权

的关键内容。【详细】 

张德江：不断提高人民群众满意度和获得感 

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核心是坚持党的领导。全国人大及

http://cpc.people.com.cn/n1/2017/0214/c64094-29078262.html
http://cpc.people.com.cn/n1/2017/0214/c64094-29078262.html
http://cpc.people.com.cn/n1/2017/0221/c64094-29097645.html
http://cpc.people.com.cn/n1/2017/0221/c64094-29097645.html
http://cpc.people.com.cn/n1/2017/0209/c64094-29067292.html
http://cpc.people.com.cn/n1/2017/0209/c64094-2906729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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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常委会要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认真履行宪法法律赋予的职责，推动解决人

大代表、人民群众普遍关心的突出问题，不断提高人民群众满意度和获得感。希望代表们充

分发挥来自人民、植根人民的特点和优势，接地气、察民情、聚民智，努力做到民有所呼、

我有所应。【详细】 

刘云山：把全面从严治党各项任务落实到位 

抓好“关键少数”、坚持以上率下，是全面从严治党的关键所在。各级领导干部要追求

高标、守好底线，模范执行《准则》《条例》，严格自律、慎独慎微，带头同特权思想和特权

现象作斗争，带头执行党的干部政策，防范被利益集团“围猎”，自觉主动接受监督，树立

忠诚干净担当的良好形象。各级党委要切实担负起全面从严治党的政治责任和领导责任，结

合推动“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抓好党建工作各项任务的落实。【详细】 

张高丽：推动改革创新着力提高统计数据真实性 

加快构建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求相适应的统计管理体制机制，着力增强

统计工作科学性、权威性，着力提高统计数据真实性、准确性。要加快健全责任制和问责制，

明确主体责任、监督责任和相关责任，建立全覆盖、可追溯、严问责的防范和惩治统计造假、

弄虚作假责任体系。要切实加强对领导干部统计工作的考核管理，完善政绩考核指标，改进

政绩考核方法，对统计造假、弄虚作假的，实行“一票否决制”。【详细】 

 

 

■ 新闻聚焦：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   

编者按：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

意见》日前正式公布。这是第一次以中央文件形式专题阐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

作，就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重大战略任务作出部署，对于延续中华文脉、全面提升人

民群众文化素养、维护国家文化安全、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

力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 

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 

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近

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

见》，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详细】 

http://cpc.people.com.cn/n1/2017/0208/c64094-29067007.html
http://cpc.people.com.cn/n1/2017/0217/c64094-29087031.html
http://cpc.people.com.cn/n1/2017/0208/c64094-29067005.html
http://cpc.people.com.cn/n1/2017/0208/c64094-29067005.html
http://cpc.people.com.cn/n1/2017/0125/c64094-2904953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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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呈祥：理论指南 实践举措 

该《意见》为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指南和切实可行的实践举措，

对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意义、主要内容和重点任务都作出了精辟的阐述。这是

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政府第一次就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出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

全面系统的意见。【详细】 

刘余莉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 

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各部门、各方面齐心协力、齐

抓共管。文化是一个国家的灵魂，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兴盛，总是以文化的兴盛为前提。

我们在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过程中，要掌握变与不变的辩证法。习总书记希望广大

领导干部从经典之中汲取治国理政的宝贵经验和教训，这也是我们对习总书记提出的一系列

治国理政的方针、战略非常有信心的一个重要原因。【详细】 

 

 

■治国理政新思想新实践   

习近平治国理政关键词：战略思维 

战略思维是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的重要思维方法。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瞻

远瞩，治国理政中处处闪耀着战略思维的智慧。习总书记指出，战略问题是一个政党、一个

国家的根本性问题。战略上判断得准确，战略上谋划得科学，战略上赢得主动，党和人民事

业就大有希望。【详细】 

靳诺：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鲜明特点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形成了治国理政新理

念新思想新战略，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境

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提供了理论指导和行动指南。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体现

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和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统一，体现了理论继承和理论创新

的统一，体现了时代特色和实践特色的统一，体现了中国立场与世界胸怀的统一。【详细】 

韩庆祥：深刻理解党中央治国理政的科学方法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之所以在治国理政方面取得巨大成就，

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具有治国理政的科学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我们可从认识世界、构建

http://cpc.people.com.cn/n1/2017/0208/c64102-29065755.html
http://cpc.people.com.cn/n1/2017/0208/c64102-29065755.html
http://theory.people.com.cn/n1/2017/0220/c387091-29093293.html
http://theory.people.com.cn/n1/2017/0220/c387091-29093293.html
http://cpc.people.com.cn/n1/2017/0204/c64387-29056867.html
http://cpc.people.com.cn/n1/2017/0204/c64387-29056867.html
http://theory.people.com.cn/n1/2017/0209/c83848-29068791.html
http://theory.people.com.cn/n1/2017/0209/c83848-2906879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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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改造世界三个层面，来理解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治国理政的科学思想方法和工作方

法。【详细】 

戴木才：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 

习近平同志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七次集体学习时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深刻

总结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成功经验和深刻教训，把依法治国确定为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

的基本方略，把依法执政确定为党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

道路。这条道路的一个鲜明特点，就是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我们必须深刻把

握法治与德治的辩证关系，认真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智慧养分，坚持一手抓法治、一手

抓德治，把法治建设和德治建设更加紧密地结合起来，实现法律和道德相辅相成、法治和德

治相得益彰，不断提高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详细】 

胡鞍钢等：新发展理念是当今中国发展之道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是在深刻总结

国内外发展经验教训、分析国内外发展大势的基础上形成的，也是针对我国发展中的突出矛

盾和问题提出来的。新发展理念深刻揭示了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

发展的必由之路，集中反映了我们党对经济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深化，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提供了理论指导和行动指南，是当今中国发展之道。【详细】 

 

 

■ 全面从严治党   

颜晓峰：聚焦解决突出问题 落实全面从严治党 

全面从严治党不仅是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先进性和纯洁

性建设的需要，而且是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的需要，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根本保证。全面从严治党源起于新形势下党的建设存在的突出问题，

也要落实于解决这些突出问题。【详细】 

戴焰军：决不能把商品交换那一套搬到党内政治生活和工作中来 

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旗帜鲜明地指出：

“决不能把商品交换那一套搬到党内政治生活和工作中来。”这不仅彰显了我们党的鲜明态

度，宣示了党内政治生活和工作不可逾越的底线，也表达了我们党全面从严治党的决心和保

http://theory.people.com.cn/n1/2017/0217/c40531-29087183.html
http://theory.people.com.cn/n1/2017/0217/c40531-29087183.html
http://theory.people.com.cn/n1/2017/0214/c40531-29078284.html
http://theory.people.com.cn/n1/2017/0214/c40531-29078284.html
http://theory.people.com.cn/n1/2017/0208/c40531-29064832.html
http://theory.people.com.cn/n1/2017/0208/c40531-29064832.html
http://theory.people.com.cn/n1/2017/0217/c40531-29089620.html
http://theory.people.com.cn/n1/2017/0217/c40531-2908962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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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党的先进性纯洁性的信心。不论共产党的性质宗旨还是执政目的都与“商品交换那一套”

格格不入。【详细】 

苑秀丽：任何党员都不能拿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当儿戏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重拳反腐，正风肃纪，查处了一批贪腐干部。这些落马的党员

干部普遍存在着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意识丧失，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严重松弛的突出问题。

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再次申明：严明党的纪律是党内政治生活基本规范的一项重要内容，政

治纪律和政治规矩这根弦不能松，任何党员都不能拿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当儿戏。【详细】 

高海燕：党的作风建设要避免“碎片化”“形式化” 

作风建设涉及党的思想作风建设、学风建设、工作作风建设、领导作风建设以及干部生

活作风建设五个方面。这五个方面之间相对独立而又密不可分，凝聚起来，才能提高作风建

设效果。个别地方党委对工作作风建设过分重视，而忽略了其它四个方面，容易出现避重就

轻的情况，导致作风建设“碎片化”，使得作风建设停留在表面，造成治标多于治本。【详

细】 

张明：远离“依附式”心态 行稳走正从政之路 

“依附式”从政心态对从政者而言，无异于健康肌体上的一处暗伤，及早处理无伤大碍，

任其发展则后患无穷。从政者一是思想观念要摆正，知责明理不迷失。二是个人私欲要节制，

知足常乐不贪婪。三是政治人格要独立，知学强技不懈怠。四是从政行为要自律，知戒有止

不盲从。【详细】 

牛冠恒：好家风构筑不想腐堤坝 

好家庭离不开好家风，好家风能带来好政风。好家风既是以德治国的需要，也有利于正

风反腐的开展。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纪委六次全会上强调：“从近年来查处的腐败案

件看，家风败坏往往是领导干部走向严重违纪违法的重要原因。不少领导干部不仅在前台大

搞权钱交易，还纵容家属在幕后收钱敛财，子女等也利用父母影响经商谋利、大发不义之财。”

一些领导干部家风败坏，首先在于没能管好自己，上行下效，才导致了不少像苏荣一样的“家

族式腐败”出现。【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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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theory.people.com.cn/n1/2017/0217/c40531-2908750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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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theory.people.com.cn/n1/2017/0206/c352499-2906068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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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theory.people.com.cn/n1/2017/0206/c40531-29060973.html
http://theory.people.com.cn/n1/2017/0206/c40531-2906097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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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学一做” 学习教育活动知识问答（单选题）   

1. 一个政党，一个政权，其前途和命运最终取决于（  ）。我们必须下最大气力解决

好消极腐败问题，确保党始终同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 

A. 历史功绩        B. 人心向背        C. 理想信念        D. 纪律规矩 

2.党组织和党员有下列（  ）行为，依照规定应当给予纪律处理或者处分的，都必须

受到追究。 

①违反党章和其他党内法规 ②违反国家法律法规 ③违反党和国家政策 ④违反社

会主义道德 ⑤危害党、国家和人民利益 

A. ①②③          B. ①②③④ 

C. ①②③⑤        D. ①②③④⑤ 

3. 人不以规矩则废，党不以规矩则乱。（  ）是管党治党的总规矩。 

A. 《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 

B. 《中国共产党章程》 

C. 《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 

D. 《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 

4. 严肃党内生活，最根本的是认真执行党的（  ），着力解决发扬民主不够、正确集

中不够、开展批评不够、严肃纪律不够等问题。 

A. 首长负责制        B. 领导班子负责制 

C. 民主集中制        D. 巡视制度 

5. 创新发展注重的是解决（  ）问题。我国创新能力不强，科技发展水平总体不高，

科技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能力不足，科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远低于发达国家水平，这是

我国这个经济大个头的“阿喀琉斯之踵”。 

A. 发展方向          B. 发展动力 

C. 发展路径          D. 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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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答案： 

1. B     2. D     3.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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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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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