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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 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

深入学习贯彻十九大精神
全面推进学校事业发展和“双一流”建设
各位老师、同学，同志们：

党的十九大举世瞩目，国内外不少人对十九

类作出更大的贡献。

根据学校党委统一安排，今天，由我在这里

大意义的解读，从不同角度有各种表述，虽然都

围绕学习贯彻十九大精神讲一次党课，也是一次

是正面的，但最权威、最规范的表述还是中央的

进入新时代具有三个方

动员。参加今天会议的有：学校领导班子成员，

《决定》。所以我们必须站到中央 《决定》 精神的

一是久经磨难的中华民

中层干部，教工党支部、学生党支部、离退休党

高度来认识十九大的重大意义，只有这样，才能

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

支部书记，还有部分师生代表和离退休老同志。

在学习宣传贯彻工作中做到认识清晰、把握到

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

面的意义：

党的十九大胜利闭幕后，全党全国上下迅速

位，做到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如果达不到这样

二是科学社会主义在 21

行动起来，形成了学习宣传贯彻十九大精神的热

的高度，在学习宣传贯彻中就有可能打折扣、出

世纪的中国焕发了强大生机

潮。我们学校也一样，在十九大召开期间，组织

偏差。

活力，在世界上高高举起了

全校师生员工认真收听收看十九大盛况，特别是

其次，
其次
，学习领会要把握好准度
学习领会要把握好准度。
。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

习近平总书记讲话，并进行了座谈、热议，对

党的十九大精神博大精深，中央要求，学习

帜；

此，光明日报、人民网等主流媒体作了专题报

领会十九大精神，必须坚持全面准确，坚持读原

三是拓展了发展中国家

道；十九大闭幕后，学校党委立即召开常委会

著、学原文、悟原理，做到学深悟透。要把握好

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

议，专题研究学习宣传贯彻十九大精神总体工作

10 个深刻领会 （时间关系，我这里只念念标题，

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

安排，党委理论中心组进行了第一次学习讨论，

具体内容请大家认真看文件）：一是要深刻领会十

望保持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

全校各级党组织迅速行动，开展了一系列学习、

九大的主题，二是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

宣讲、报告、座谈等活动，形成了浓厚的学习氛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历史地位和丰富内涵，三是

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

围，做到了上级要求的全覆盖。目前，学习宣传

要深刻领会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事业发生的

国方案。

贯彻十九大精神正在深入推进，需要我们在“学

历史性变革，四是要深刻领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懂、弄通、做实”上持续发力。

进入了新时代，五是要深刻领会我国社会主要矛

中需要把握四个要点：

5.坚持人民当家作主；6.坚持全面依法治国；7.坚

第二大论断是，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学习

四个坚持 （内容很丰富，时间关系只讲要点）：
1.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2.坚持以人民为
中心；3.坚持全面深化改革；4.坚持新发展理念；

今天的党课和动员，我想讲三个方面的问

盾的变化，六是要深刻领会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

一是变化的脉络。

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8.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

题：一是和大家交流自己的初步学习体会和认

历史使命，七是要深刻领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

对我国社会矛盾最早的表述是 1956 年，党的

改善民生；9.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10.坚持总

识；二是对全校的学习宣传贯彻工作进行动员；

目标和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八是要深刻

八大指出：我国国内主要矛盾是建立先进工业国

体国家安全观；11.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

三是想讲一讲如何以十九大精神为指导，全面推

领会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

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

导；12.坚持“一国两制”和推进祖国统一；13.坚

进学校事业发展和“双一流”建设。

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等方面的重大部署，九

1981 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指出：我国社

是要深刻领会国防和军队建设、港澳台工作、外

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

交工作的重大部署，十是要深刻领会坚定不移全

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

第一部分 初步学习体会和认识

在坚持全面准确学习，深刻领会十九大精神

件，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的报告，参加了教育

的同时，有以下五个关键词，需要我们重点认识

部、北京市召开的一系列专题会议，也看了不少

和把握。我梳理了一下，可以概括为五个“新”：

解读十九大的文章。11 月 1 日，党中央下发了 《关

即新思想、新论断、新使命、新方略、新工程。

党。
第五个关键词：“新征程”。新征程是指我国

2017 年党的十九大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战略安排。1987 年，党的

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

十三大明确了“三步走”的战略目标 （当然“三

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步走”的战略构想最早是邓小平同志提出的）。第

面从严治党的重大部署。
这段时间以来，我认真学习研读了十九大文

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14.坚持全面从严治

二是变化的原因。

一步，到 1990 年，解决人民温饱问题；第二步，

一方面，我国稳定解决了十几亿人的温饱问

到 2000 年，基本实现小康；第三步，到二十一世

于认真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的决定》，对

第一个关键词：“新思想”。新思想就是习近

题，不久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人民美好生活需

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人均 GDP 达到中等发达

如何充分认识学习宣传贯彻十九大精神的重大意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中需要把

要日益广泛，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

国家水平。

义，如何全面准确学习、领会十九大精神，如何

握三个要点：

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
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

2002 年，基于前两步战略目标已经实现。对

做好宣传贯彻工作等作出了最权威的解读和系统

一是这一思想产生的由来和背景。党的十八

的部署。我自己的初步学习体会是：学习贯彻十

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解

九大精神要解决好三个维度的问题，即高度、准

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坚持

提高，社会生产能力在很多方面进入世界前列，

十年，到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基本实现现代

度和深度的问题。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紧密结合新的时

突出的问题是发展不平衡不充分。

化，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

另一方面，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总体上显著

于第三步战略，党的十六大提出，要在建党一百
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此基础上，再奋斗几

首先，
首先
，思想认识要有高度
思想认识要有高度。
。

代条件和实践要求，以全新的视野对共产党执政

三是应对变化的策略。

这个高度就是，一方面，要充分认识十九大

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进

在持续推动发展的基础上，着力解决发展不

召开的重大意义，另一方面要充分认识学习宣传

行了深刻的思考和探索，取得了重大理论创新成

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大力提升发展质量和效益，

“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既要全面

贯彻十九大精神的重大意义。对于十九大召开的

果，从而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更好地满足人民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

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一百年目标，又要开

重大意义，中央在 《决定》 中是这样表述的：党

思想。

态等方面日益增长的需要，更好地维护人的全面

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

发展，社会全面进步。

个百年目标奋进。

义国家 （也就是通常讲的两个一百年目标）。
这次十九大提出，从十九大到二十大，是

的十九大是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中国

二是这一思想的主要内容。从理论和实践结

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

合上，系统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

四是基本国情没有变。

十分重要的大会。大会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

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

一是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

第一个阶段，从 2020 年到 2035 年，在全面建

大旗帜，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

主义；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

阶段；二是我国是世界上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

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再奋斗十五年，基本实现

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

义的总目标、总任务、总体布局、战略布局、发

地位没有变。

社会主义现代化 （包括经济实力、科技实力、民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分析

展方向、发展方式、发展动力、战略步骤、外部

了国际国内形势发展变化，回顾和总结了过去 5 年

条件、政治保证等基本问题。十九大报告中用了

的工作和历史性变革，作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第三个关键词：“新使命”。主要包括四个方

主法治、社会文明、国家软实力、人民生活、生
态环境等）。（注：实际上把 1987 年提出的第三步

面：

“8 个明确”概括了这一思想的主要内容。

第二个百年目标又分为两个阶段安排：

一是实现伟大梦想：实现中华民族复兴是中
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就一直肩负的历史使命，也是

目标提前了十五年。
）
第二个阶段，从 2035 年到本世纪中叶，在基

进入了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

三是这一思想的历史脉络和地位。习近平新

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对马克思列宁主

展之间的矛盾等重大政治论断，深刻阐述了新时

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

二是进行伟大斗争：全党要做到五个更加自

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

代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确立了习近平新时代

思想、科学发展观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

觉：更加自觉地坚持党的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

国。强在哪里，体现在四个方面：1.物质文明、政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历史地位，提出了新时

中国化最新成果，是党和人民实践经验和集体智

度，坚决反对一切削弱、歪曲、否定党的领导和

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全面提

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确

慧的结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

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言行；更加自觉地维护人民

升；2.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3.成

定了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全面建设社会

组成部分，是全党、全国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

利益，坚决反对一切损害人民利益、脱离群众的

为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领先的国家；4.全体人民

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目标，对新时代推进中

大复兴而奋斗的行动指南，必须长期坚持并不断

行为；更加自觉地投身改革创新时代潮流，坚决

共同富裕基本实现。

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和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

发展。

伟大梦想。

本实现现代化的基础上，再奋斗十五年，把我国

破除一切顽瘴痼疾；更加自觉地维护我国主权、

第三，
第三
，理论联系实际要有深度
理论联系实际要有深度。
。

第二个关键词：“新论断”。十九大报告中提

安全、发展利益，坚决反对一切分裂祖国、破坏

理论联系实际是我们党的优良学风，学习的

出了两大论断：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

民族团结和社会和谐稳定的行为；更加自觉地防

目的在于运用。学习领会十九大精神和总书记的

中央 《决定》 中强调：认真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

时代，二是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

范各种风险，坚决战胜一切在政治、经济、文

报告，要紧密联系思想实际和工作实际，带着问

九大精神，事关党和国家工作全局，事关中国特

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

化、社会等领域和自然界出现的困难和挑战。

题学，把解决思想认识问题和推动工作、推动事

色社会主义事业长远发展，事关最广大人民根本

间的矛盾。

程作出了全面部署。
对于学习宣传贯彻十九大精神的重大意义，

利益，对于动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更加紧密地团
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定道路自信、理论
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为实现推进现代化
建设、完成祖国统一、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
发展三大历史任务，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
的向往继续奋斗，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
意义。

三是建设伟大工程：就是正在深入推进的党

业发展贯穿到学习过程中，做到知行合一。

第一大论断是新时代，具有五个特征：

的建设伟大工程。包括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

一是联系思想实际。人的思想认识总是有局

一是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在新的历史条件

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旺

限的，对客观事物、客观规律的认识是如此，对

盛生命力和强大战斗力。

重大政治理论问题的认识和把握更是如此。我们

下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的伟大胜利；
二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全面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三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不断创造美好
生活，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四是全体中华儿女戮力同心，奋力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
五是我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不断为人

四是推进伟大事业：就是推进中国特色社会

在平时的学习思考中，不同程度地存在认识高度

主义事业，不断增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

不够、分析把握不到位等问题，有时还会对一些

自信、文化自信，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

问题产生这样那样的困惑。因此在学习领会十九

走改旗易帜的邪路，保持政治定力，坚持实干兴

大精神时，要根据各自的思想实际，有针对性地

邦。

解决好这些问题，触及思想，触及灵魂，不断提
第四个关键词：“新方略”。就是新时代坚持

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主要是十

高思想认识水平。
（下转第三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