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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为事业发展举旗定向
叶习近平谈治国理政曳第三卷出
版发行以来袁不论是机关学校尧厂矿
企业袁还是街头巷尾尧田间地头袁迅
速成为大家热议的重要话题袁 随处
可见干部群众结合习近平总书记重
要讲话和指示精神交流心得体会尧
探讨学习收获袁 掀起了全民学用新
思想的热潮袁为决胜全面小康尧决战
脱贫攻坚提供了浓厚的舆论氛围和
强大的精神动力遥
叶习近平谈治国理政曳第三卷是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坚持和发展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结晶袁 是用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武装头脑尧指导实践的最新教材袁
广大党员尧 干部和群众唯有学深悟
透尧融会贯通袁切实将叶习近平谈治
国理政曳 第三卷中蕴含的马克思主
义立场观点方法转变为实际工作的
思想纲领尧行动指南袁才能凝聚起全
省经济社会发展的磅礴伟力袁 才能
在新时代的发展浪潮里攻坚克难尧
迎头赶上袁 与全国人民共同分享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胜利果实遥

一尧叶习近平谈治国理政曳 第三
卷集中展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
最新理论成果袁 是指引我们通往复
兴路的指路明灯
当前, 中华民族已经站在实
现野两个一百年冶奋斗目标历史交汇
点上袁 中国社会正在进行着最广泛
而深刻的变革袁 中国人民正在开拓
人类历史上最史无前例的实践创
新袁 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
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袁 这是一个需要
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
代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就是这个伟大时代的产物袁
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当下
所处的实际和时代结合产生的理论
成果袁 是党和人民实践经验和集体
智慧的结晶遥
叶习近平谈治国理政曳第三卷与
第一卷尧 第二卷形成了一个有机整
体袁 生动展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新时代共产党人对共产党执政
规律尧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尧人类社会
发展规律的深刻认识袁 其中蕴含的

政治智慧和战略眼光是全党全军全
国各族人民推动党和国家各项事业
取得新的重大进展的重要法宝遥 通
过深入学习叶习近平谈治国理政曳第
三卷袁 我们能深刻领会到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建设
坚强有力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尧确
保党长期执政和国家长治久安的思
想旗帜袁 是新的历史起点上坚持和
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指
针袁 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
本遵循遥
二尧叶习近平谈治国理政曳 第三
卷充分彰显了强烈的时代担当和家
国情怀袁 是广大党员干部练就过硬
本领尧锤炼严实作风的最新教材
叶习近平谈治国理政曳第三卷对
广大党员尧 干部和群众学懂弄通做
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袁 系统掌握贯穿其中的马克思
主义立场观点方法袁 增强 野四个意
识冶尧坚定野四个自信冶尧做到野两个维
护 冶袁 增 进 对 中 国 共 产 党 为 什 么

野能冶尧马克思主义为什么野行冶尧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野好冶的认识和
理解袁具有重要意义遥
学好用好贯彻好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袁 首要就是
要学好叶习近平谈治国理政曳系列教
材袁 要引导党员干部读原著尧 学原
文尧悟原理袁把叶习近平谈治国理政曳
第三卷同第一卷尧 第二卷结合起来
学袁同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尧坚决打赢
疫情防控攻坚战和促进经济社会发
展贯通起来学袁切实把握核心要义尧
思路方法袁 做到真学真信尧 真懂真
用遥 要将叶习近平谈治国理政曳第三
卷作为案头书尧枕边书袁掌握理论体
系尧吃透精髓要义袁深刻领会其中蕴
含的坚定信念尧 崇高追求尧 家国情
怀尧浩然正气袁把学习成果切实体现
到提高政治能力尧练就过硬本领尧锤
炼严实作风上遥 要善于从叶习近平谈
治国理政曳 第三卷中找思路尧 找方
法袁做到常学常用尧常悟常进袁深刻
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的强大真理力量尧思想力量尧
实践力量袁负重自强尧顽强拼搏袁努

力描绘好新时代改革发展新画卷遥
三尧叶习近平谈治国理政曳 第三
卷蕴含着科学的战略思维和丰富的
实践智慧袁 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尧决战脱贫攻坚的行动指南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的指引下袁 我们团结带领
全国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与伟大
自我革命袁沉着应对各种复杂局面袁
办成了许多大事要事尧 解决了许多
急事难事袁 与全国人民一道创造了
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
期稳定野两大奇迹冶遥
当前袁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尧
决战脱贫攻坚胜利在望袁 即将开启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尧实
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新征程遥
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和艰
巨繁重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袁 我们
务必要保持野船到中流浪更急尧人到
半山路更陡冶的高度警惕袁更加自觉
的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作为各项事业发展的总指

引尧总遵循袁贯穿到经济社会发展的
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袁把学习叶习近
平谈治国理政曳 第三卷和深入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
结合起来袁 对标对表习近平总书记
对党和国家事业的总体部署安排袁
更加自觉地在大局中想问题尧 做决
策尧办事情遥 我们务必要坚持不懈用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指引方向尧指导实践袁充分发挥理
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学风袁弘
扬野越是艰险越向前冶的精神袁统筹
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
作袁扎实做好野六稳冶工作尧全面落实
野六保冶任务袁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
严治党袁在危机中育新机袁于变局中
开新局袁 确保如期完成决胜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尧 决战脱贫攻坚目标任
务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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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如何深刻理解“五位一体”总体布局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
指出院野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
总体布局是耶五位一体爷遥 冶那么我们
该如何准确深刻理解新时代 野五位
一体冶总体布局钥
党的十八大报告首次对推进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作出了 野五位
一体冶的总体布局袁将生态文明建设
纳入其中袁 成为五位一体的重要内
容遥
五位一体总布局是一个有机整
体袁其中经济建设是基础袁政治建设
是保证袁文化建设是灵魂袁社会建设
是条件袁生态文明建设是要求遥
以生态文明为重要内容的 野五
位一体冶总体布局的确立袁是对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认识不断深化的结
果袁 深刻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总体布局历史演进的逻辑特征袁即
始终坚持与时俱进丰富和发展社会
主义建设内容袁 顺应人民群众新期
待遥
新中国成立初期袁 以毛泽东同
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
体开始了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袁初
步形成了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总体
思路遥
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
二代中央领导集体袁 在对改革开放
实践过程中社会发展深刻认识的基
础上袁 提出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
野两个文明两手抓冶的思想遥
冷战结束后袁 进入 21 世纪袁面
对世界格局的多极化和经济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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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袁 党的十六大报告深刻阐述了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尧 政治和文化
内在的相互关系袁 并形成了以政治

建设为保障袁促进物质文明尧精神文
明和政治文明协调发展的 野三位一
体冶的总体布局遥

随着综合国力提高袁 我国开始
全面向小康社会迈进袁 党的十七大
报告中作出了全面推进经济建设尧

政治建设尧 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的
野四位一体冶战略布局的部署遥
野五位一体冶总体布局是马克思

主义理论的一种具体体现遥
首先袁 它具体体现了唯物辩证
法的发展观遥 经济尧政治尧社会尧文
化尧 生态的全面统筹发展深入落实
和贯彻了社会整体协调可持续发展
的精神内涵遥
其次袁 它是对新时代社会主要
矛盾解决尧 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
的根本途径遥 目前人民在物质和精
神生活不断满足的基础上袁 更加需
要美好的生态生活环境遥 要解决生
态环境问题袁 实现人民优美生活环
境袁必须积极推进绿色生态发展袁建
设资源节约尧环境友好尧生态良好的
野三型社会冶遥 而且美好物质生活也
需要绿色经济发展袁 经济的可持续
发展袁 必须处理好生产发展与生态
环境保护的关系袁形成绿色尧低碳尧
循环发展的新模式遥
因此袁 把生态文明纳入到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总布局中袁 从源
头上扭转生态环境恶化趋势袁 是一
条生产发展尧生活富裕尧生态良好的
文明发展道路遥
野五位一体冶总体布局坚持和发
展了马克思主义社会有机体思想袁
厘清了社会发展尧 人的发展和自然
发展之间的内在联系袁丰富了野以人
为本冶的理论意蕴和实践关怀袁实现
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的系统
拓展和与时俱进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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