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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的事业，伟大的变革，必定在
承前启后、继往开来中向前推进。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
引下，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取得历史性成
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党对宣传思想文
化工作的领导全面加强，党的理论创新
全面推进，全党全社会文化自信大大增
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
地位更加鲜明，全党全国人民思想上的
团结统一更加巩固。

回眸2017，宣传思想文化战线紧
紧围绕迎接、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这
条主线，用更响亮的主旋律、更强劲的
正能量，激励全党全国人民奋进新时
代、开启新征程。

高高举起思想旗帜
党心民心极大凝聚

2017 年 10 月 24 日，举世瞩目的

党的十九大胜利闭幕。
这次具有划时代、里程碑意义的

大会，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确立为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
导思想，树起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
的思想旗帜、中国人民的精神旗帜。

在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壮阔
征程上，焕发强大真理力量和独特思
想魅力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如同耀眼的火炬，照亮亿万
中华儿女前行的道路。

旗帜指引方向，火炬照亮前程。
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深入
人心，使之成为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
政治上的主心骨、思想上的定盘星、行
动上的指南针，是宣传思想文化战线
的职责所在、使命所在。

党的十九大一闭幕，由中宣部会
同中央有关部门组建的中央宣讲团即
赴全国各地宣讲党的十九大精神，重
中之重是宣讲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

宣讲报告 36 场，举办各种形式
的互动交流活动近60 场，直接听众
近 52 万人，通过电视、网络等渠道
间接收听收看的达2100 多万人……
中央宣讲团进企业、进农村、进机
关、进校园、进社区、进军营、进网
络，与各地干部群众面对面互动交
流，严谨生动地把党的十九大精神讲
明白，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讲透彻，让老百姓听得懂、
能领会、可落实。

在全党全社会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
十九大精神热潮中，由中宣部（国务院
新闻办公室）会同有关部门编辑的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摆上了
各大书店柜台，同中外读者见面。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连同
2014年9月出版的《习近平谈治国理
政》第一卷，集中反映了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发展脉络和
主要内容，为全党全社会学习贯彻党

的创新理论提供了权威教材。
理论一经群众掌握，就会变成强

大的力量。
更好用科学理论武装头脑、指导

实践、推动工作，必然要求深化理论研
究阐释，帮助人们深刻认识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体
系、核心要义、创新观点、实践要求。

过去一年，理论工作“四大平台”
建设深入推进，围绕重大现实问题、重
大理论问题和重大实践经验总结进行
深入研究，推出一批有分量有深度的
研究成果；聚焦协调推进“四个全面”
战略布局这一主题，4场“治国理政论
坛”系列研讨会成功举行；党中央治国
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重大主题宣
传，以及中央报刊刊发的上百篇理论
文章、理论述评等，深入宣传十八大以
来党的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
成果，进一步坚定了广大干部群众的

“四个自信”。
（下转第三版）

汇聚奋进新时代开启新征程的磅礴伟力
——2017年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综述

改革转型精准发力，重大项目扎
实推进，矿区环境明显改善……近日，
记者来到山西焦煤集团，深切感受到
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给矿区带来
的崭新变化。

“我们已连续 3 期利用新媒体平
台开展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知识
竞赛，每期参加答题的党员、职工都
超过 2 万人。”山西焦煤集团西山煤
电党委组织人事处组织科科长戴晓
栋说。

党的十九大召开后，汾西矿业微
信公众平台随即开辟“@敬爱的祖国
@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此刻‘煤亮子’
的心跳、脉动与您一起……”专刊，传
递矿工心声，交流学习心得。

抛去照本宣科，没有大话套话，党
的十九大精神的学习宣传形式多样，

入脑、易懂，入心、可行，宣讲内容也由
“高大上”变得“接地气”。听过宣讲的
群众纷纷感叹：“十九大报告离咱职工
生活这么近。”

新理念落地生根——
“集团的领导干部不仅要做改革

的工程师，更要做改革的‘施工队长’
‘救火队长’，不仅要坐镇指挥，更要组
织施工、解决施工过程中的突发问
题。”在集团改革再动员、再部署、再落
实誓师大会上，山西焦煤集团党委书
记、董事长武华太表示。

“我们围绕‘集团化管控，平台化
服务’，通过创新建设功能载体，实现
管控升级。”山西焦煤集团政策研究室
主任贾长茂说，目前，集中销售信息平
台、物资采购平台、财务共享平台等十
大信息平台建设正在加紧推进。与此

相适应还启动了“管理制度化、制度流
程化、流程信息化”的系统对接准备工
作，提高集团管控效能。

契约化管理工作是山西焦煤集团
推出的重大改革举措。“契约化管理的
推动调动了各层面人员的主动性、创
造性，让企业富余人员实现了自然而
然的分流。”山西焦煤集团党委副书记
邓保平说。

“无论工龄长短，我们可以毫无后
顾之忧地出来创业，单位不但免费提
供创业场所，还给生活保障。”享受着
企业“双创”政策红利的“90 后”小伙
子、西山煤电官地矿一线矿工梁芮铭
说。他现在是西山众创中心的创客，
开发了煤矿隐患电子排查系统和煤矿
安全知识微信学习、考试系统，注册成
立了“山西秀才科技有限公司”，目前

已有好几家煤矿使用。
新作为，必然结出新果实——
2017年9月24日，联合国欧洲经

济委员会依托山西焦煤集团设立的“中
国国际卓越煤矿瓦斯治理中心”成立，
为全球瓦斯治理奉献了“中国方案”。

2018 年 1 月 1 日，吕临能化临县
北铁路专用线开通运营；谭坪煤业一
期工程400万吨/年项目已获核准，力
争明年上半年中峪煤业 500 万吨/年
煤炭项目通过核准……山西焦煤集团
霍州矿区发展迅速，形势喜人。

改革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
山西焦煤集团的改革已进入“施工高
峰期”“落地生根期”。2018 年，山西
焦煤集团将继续深化改革，调动基层
干部职工的积极性、创造性，提高企业
竞争力。

山西焦煤集团：

改革添动力 企业显活力

冬天里的河南驸马沟生态公园景色宜人，成为市民休闲健身的好去处。驸马沟生态公园是河
南省实施的首批百城建设提质工程项目之一，以沙颍河景观带、闸运风景区等项目的规划建设为切
入点，对长虹运河、驸马沟等城市水体进行治理和生态修复。近年来，该水系修复工程先后投资15
亿元，治理河流总长度56.6公里，生态修复及环境整治涉及面积95.09公顷。 赵忠臣摄

水体修复 美景回归

世界上很少有如此繁忙的元首专机。
5年来，国家主席习近平乘坐专机，完成

29次出访，飞行57万多公里，累计198天，遍
及五大洲、57 个国家及主要国际和区域组
织。习近平主席的世界足迹，勾勒出一条纵
横寰宇的外交轨迹，编织起一张遍布全球的
伙伴关系网。

从顶层设计到深耕细作，习近平主席引
领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不断前行，在纷繁世事
中维护中国发展的良好外部环境，在国际变
局中贡献中国方案、中国主张，不断提升中国
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取得全方位、开
创性的历史成就。

举世瞩目的党的十九大上，习近平总书记
在报告中提出推动建设新型国际关系、推动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进入新时代的中国
外交作出顶层设计，明确奋进目标，开启崭新
篇章。

风尘仆仆的脚步，不辞辛劳的奔忙，兼济
天下的情怀，重情讲义的品格。跟随习近平
主席5年来的全球足迹，世界得以亲近中国、
读懂中国，进而更加深切体悟到一个大国迈
向民族复兴的梦想与执着、推动人类进步事
业的智慧与担当。

合作共赢走新路
——拓展“朋友圈”，为“国际关系

向何处去”提供中国答案

国家之间如何相处，人类数千年求索不
止；全球化时代，国际关系向何处去，时代之
问在等待解答。

“要跟上时代前进步伐，就不能身体已进
入21世纪，而脑袋还停留在过去，停留在殖
民扩张的旧时代里，停留在冷战思维、零和博
弈老框框内。”2013年3月，习近平就任国家
主席后首次出访，首站俄罗斯。在这里，他首
次提出推动“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
国际关系”这一重要主张。

5年来，习近平主席6次前往俄罗斯，同
普京总统在不同场合会晤20多次。从乌拉
尔山麓挺拔的白桦到芬兰湾粼粼的波光，这
片广袤大地留下习近平主席最多的海外足
迹。中俄关系的发展，成为构建新型国际关
系的生动实践。两国关系历经国际风云检
验，日益显示其坚韧性和稳定性，呈现出历史
的厚重感和穿透力。

2017年，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实现互访，举行5次会晤。中俄
关系进入历史最好时期，成为当今世界维护和平安宁、主持公平正义、
倡导合作共赢的重要基石。用俄罗斯国家杜马（议会下院）主席沃洛金
的话说，“俄中双边关系模式应成为各国在21世纪文明交往的典范”。

基辛格把中美关系称为21世纪“起到决定性作用”的大国关系。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原则，为中美关
系行稳致远明确了方向。

从奥巴马政府到特朗普政府，中美关系保持总体稳定并实现平稳
过渡。习近平主席同奥巴马总统“庄园会晤”“瀛台夜话”“白宫秋叙”

“西湖长谈”，坦诚交流，留下几多外交佳话；同特朗普总统海湖庄园会
晤、汉堡会晤、北京会晤，多次通话通信，为世界上这对最复杂、最重要
的双边关系发挥了战略稳定作用。中美“跨越太平洋的合作”是两国人
民之福，也是地区和世界之幸。

5年来，习近平主席一半的出访指向周边国家。他提出亲诚惠容
的周边外交理念，倡导亚洲安全观，在周边塑造稳定均衡的大国关系，
打造遍布周边的伙伴关系网，不断深化我国同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和
互利合作格局，巩固和扩大区域合作势头，积极推动解决热点问题，为
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汇聚磅礴力量。党的十九大后，他首次出访就选
择了越南和老挝这两个山水相连的社会主义邻国。在越南岘港，习近平
主席出席亚太经合组织（APEC）领导人与东盟领导人对话会，这是近
年来中国国家元首首次在多边框架下同东盟领导人进行集体对话。一
系列重大外交行动，展现出中国作为周边区域合作引领者、地区和平发
展守望者的大国担当。

习近平主席多次访欧，推动中欧关系实现新拓展。2014年，他对欧
盟总部展开历史性访问，提出打造和平、增长、改革、文明四大伙伴关系。
如今，中德迈上全方位战略合作新台阶；中法开启紧密持久的全面战略伙
伴关系新时代；中英关系开启“黄金时代”新航程；中国同中东欧国家合作
稳健前行；中国同南欧、北欧国家合作持续向好。 （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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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经济日报社国际部和中国经济网、经济日报两微一端联
合推出了“2017年十大国际经济新闻”评选活动，评选活动在经济
日报微信公众号和中国经济网微信公众号推出投票，广大读者及
社会各界人士踊跃参与，根据投票情况和专家评议，最终选出了
2017年的“十大国际经济新闻”。 （详见第九版）

经济日报评出“2017年十大国际经济新闻”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这是我们党“三农”
工作一系列方针政策的继承和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
时代做好“三农”工作的总抓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
梦，农民不能缺席，乡村不能掉队，农业不能拖后腿。为加强“三
农”报道，本报今年推出“乡村振兴”周刊，深入报道新时代乡村全
面振兴的生动实践。 （详见第十三、十四版）

经 济 日 报 推 出“ 乡 村 振 兴 ”周 刊

□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梁 婧 刘存瑞

（（相关报道见第四版相关报道见第四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