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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扫这里

习近平在全国教育大会
上强调，培养德智体美
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
建设者和接班人

全 国 教 育 大 会 9
月 10 日在北京召开。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
家主席、中央军委主
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
发表重要讲话。他强
调，在党的坚强领导
下，全面贯彻党的教
育方针，坚持马克思
主义指导地位，坚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
育发展道路，坚持社
会主义办学方向，立
足基本国情，遵循教
育规律，坚持改革创
新，以凝聚人心、完
善人格、开发人力、
培育人才、造福人民
为工作目标，培养德
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
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
班人，加快推进教育
现代化、建设教育强
国、办好人民满意的
教育。

教育的首要问题
习近平讲了这十大“金句”

宣讲政策 ·  回应诉求 ·  践行法治 ·  弘扬正气 ·  服务千家万户

习近平总书记九月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汇编

把乡村振兴战略作为
新时代“三农”工作总抓手

中共中央政治局 9
月 21 日下午就实施乡
村振兴战略进行第八
次集体学习。中共中
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
持学习时强调，乡村
振兴战略是党的十九
大提出的一项重大战
略，是关系全面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的全局性、历史性任
务，是新时代“三农”
工作总抓手。我们要
加深对这一重大战略
的理解，始终把解决
好“ 三 农” 问 题 作 为
全党工作重中之重，
明确思路，深化认识，
切实把工作做好，促
进农业全面升级、农
村全面进步、农民全
面发展。

培养什么人，是教育的首要问题。我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

主义国家，这就决定了我们的教育必须把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
接班人作为根本任务，培养一代又一代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

国社会主义制度、立志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奋斗终身的有用人才。

坚持党对教育事业的全面领导，坚持把立德树人作为根本任务，坚
持优先发展教育事业，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坚持扎根中国大地

办教育，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教育，坚持深化教育改革创新，坚
持把服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为教育的重要使命，坚持把教师队伍

建设作为基础工作。

要在坚定理想信念上下功夫，
教育引导学生树立共产主义远

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

同理想，增强学生的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

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立志肩

负起民族复兴的时代重任。

要在厚植爱国主义情怀上下
功夫，让爱国主义精神在学

生心中牢牢扎根，教育引导

学生热爱和拥护中国共产党，

立志听党话、跟党走，立志

扎根人民、奉献国家。

要在加强品德修养上下功夫，
教育引导学生培育和践行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踏踏实

实修好品德，成为有大爱大

德大情怀的人。

要在增长知识见识
上 下 功 夫，教育引

导学生珍惜学习时

光，心无旁骛求知

问学，增长见识，

丰富学识，沿着求

真理、悟道理、明

事理的方向前进。

要在培养奋斗精神上下功
夫，教育引导学生树立高

远志向，历练敢于担当、

不懈奋斗的精神，具有勇

于奋斗的精神状态、乐观

向上的人生态度，做到刚

健有为、自强不息。

要在增强综合素质上下功
夫，教育引导学生培养综

合能力，培养创新思维。

要树立健康第一的教育理
念，开齐开足体育课，帮

助学生在体育锻炼中享受

乐趣、增强体质、健全人

格、锤炼意志。要全面加

强和改进学校美育，坚持

以美育人、以文化人，提

高学生审美和人文素养。

要在学生中弘扬劳动精神，
教育引导学生崇尚劳动、

尊重劳动，懂得劳动最光

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

伟大、劳动最美丽的道理，

长大后能够辛勤劳动、诚

实劳动、创造性劳动。

对于“培养什么人”这
个“教育的首要问题”，
习近平说了哪些“金
句”？我们一起看看！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
治局第八次集体学习
时强调

农业农村现代化是实施乡村振

兴战略的总目标 ,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

展是总方针 ,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

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是总要求,

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

体系是制度保障。要坚持农业现代化和

农村现代化一体设计、一并推进 ,实现

农业大国向农业强国跨越。

要走城乡融合发展之路，

向改革要动力，加快建立健全

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

体系，健全多元投入保障机制，

增加对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

投入，加快城乡基础设施互联

互通，推动人才、土地、资本

等要素在城乡间双向流动。

要建立健全城乡基本公共

服务均等化的体制机制，推动公

共服务向农村延伸、社会事业向

农村覆盖。打好脱贫攻坚战是实

施乡村振兴战略的优先任务。贫

困村和所在县乡当前的工作重点

就是脱贫攻坚，要保持目标不变、

靶心不散、频道不换。

1 2 3

4 5 6要把好乡村振兴战略的政治方

向，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性质，

发展新型集体经济，走共同富裕道路。

要充分发挥好乡村党组

织的作用，把乡村党组织建设好，

把领导班子建设强。

要创新乡村人才工作体制机

制，充分激发乡村现有人才活力，

把更多城市人才引向乡村创新创业。

要把抓好党支部作为管党治党的基本任务，
党委（党组）书记要亲力亲为，深入支部抓支部，
加强党支部标准化、规范化建设。要把抓好党支部
作为检验党建工作成效的基本标准，考核评价党建
工作。

加强党支部规范化建设

——中共中央政治局 9 月 21 日召开会议，审议
《中国共产党支部工作条例（试行）》和《2018—
2022年全国干部教育培训规划》，习近平主持会议。

新华社 9 月 21 日电 

今年是农村改革 40 周年，40 年来我国农业农
村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希望广
大农民和社会各界积极参与中国农民丰收节活动，
营造全社会关注农业、关心农村、关爱农民的浓厚
氛围，调动亿万农民重农务农的积极性、主动性、
创造性，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打赢脱贫攻坚战、
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在促进乡村全面振兴、
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新征程中谱写我国农
业农村改革发展新的华彩乐章！

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

——在第一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习近平
向全国亿万农民祝贺中国农民丰收节。

新华社 9 月 22 日电

改革重在落实，也难在落实。改革进行到今天，
抓改革、抓落实的有利条件越来越多，改革的思想
基础、实践基础、制度基础、民心基础更加坚实，
要投入更多精力、下更大气力抓落实，加强领导，
科学统筹，狠抓落实，把改革重点放到解决实际问
题上来。

把改革重点放到解决实际问题上

——习近平 9 月 20 日下午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
化改革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新华社 9 月 20 日电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
一动力。当前，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孕育兴起，正
在深刻影响世界发展格局，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
方式。加强科技产业界和社会各界的协同创新，促
进各国开放合作，是让科技发展为人类社会进步发
挥更大作用的重要途径。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

——世界公众科学素质促进大会 9 月 17 日在北
京召开，习近平向大会致贺信。

新华社 9 月 17 日电

今年是改革开放 40 周年，中国对外开放的
大门只会越开越大，希望投洽会以双向投资促进
为主题，精耕细作，打造国际化、专业化、品牌
化的精品，办成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平
台，为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建设开放型世
界经济发挥积极作用。

中国对外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

——第二十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 9 月 8 日
在福建省厦门市开幕，习近平向投洽会致贺信。

新华社 9 月 8 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