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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8日 国务院台办、国
家发展改革委发布《关于促进
两岸经济文化交流合作的若干
措施》。该措施共31条，其中12
条涉及加快给予台资企业与大
陆企业同等待遇，19条涉及逐
步为台湾同胞在大陆学习、创
业、就业、生活提供与大陆同胞
同等待遇。

3月3日-15日 全国政协
十三届一次会议举行。 会议选
举汪洋为全国政协主席。

3月5日-20日 十三届全
国人大一次会议举行。 会议选
举习近平为国家主席、 国家中
央军委主席， 栗战书为全国人
大常委会委员长， 决定李克强
为国务院总理。

3月20日 十三届全国人大
一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
国监察法》。23日， 中华人民共
和国国家监察委员会在北京揭
牌。

4月11日 中共中央、国
务院印发《关于支持海南全面
深化改革开放的指导意见》，
赋予海南经济特区改革开放
新使命，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
和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13
日，习近平在庆祝海南建省办
经济特区30周年大会上讲话
指出，海南要着力打造全面深
化改革开放试验区、国家生态
文明试验区、国际旅游消费中
心、 国家重大战略服务保障
区，形成更高层次改革开放新
格局。

4月26日 习近平在武汉主
持召开深入推动长江经济带发
展座谈会时讲话指出， 新形势
下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 关键
是要正确把握整体推进和重点
突破、 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发
展、总体谋划和久久为功、破除
旧动能和培育新动能、 自身发
展和协同发展的关系。

4月27日 十三届全国人大
常委会第二次会议通过《中华
人民共和国英雄烈士保护法》。

5月18日 习近平在全国
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讲话提出
新时代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原

则， 强调要加快构建生态文明
体系。 这次大会总结并阐述了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5月28日 习近平在中国科
学院第十九次院士大会、 中国
工程院第十四次院士大会上讲
话指出， 要充分认识创新是第
一动力，矢志不移自主创新，着
力增强自主创新能力。 要以关
键共性技术、 前沿引领技术、
现代工程技术、颠覆性技术创
新为突破口，努力实现关键核
心技术自主可控， 把创新主动
权、 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
己手中。

5月30日 国务院发出《关
于建立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
基金中央调剂制度的通知》。

6月9日-10日 上海合作组
织青岛峰会举行。10日，习近平
主持会议并发表讲话， 强调要
提倡创新、协调、绿色、开放、
共享的发展观， 践行共同、综
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秉
持开放、融通、互利、共赢的合
作观，树立平等、互鉴、对话、
包容的文明观，坚持共商共建
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不断改革
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推动各国
携手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

6月15日 中共中央、 国务
院印发《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
三年行动的指导意见》。

6月16日 中共中央、 国务
院印发《关于全面加强生态环
境保护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
战的意见》。

6月22日 习近平在中央外
事工作会议上讲话指出， 把握
国际形势要树立正确的历史
观、大局观、角色观。当前，我国
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时
期， 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
局，两者同步交织、相互激荡。
要深入分析世界转型过渡期国
际形势的演变规律， 准确把握
历史交汇期我国外部环境的基
本特征， 统筹谋划和推进外交
工作。 这次会议总结并阐述了
习近平外交思想。

6月29日 习近平在主持中
共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体学习

时讲话指出， 党的政治建设是
党的根本性建设， 要把党的政
治建设摆在首位， 以党的政治
建设为统领。

6月30日 中共中央、 国务
院印发《关于完善国有金融资
本管理的指导意见》，明确对国
有金融资本实行统一授权管
理， 建立健全国有金融资本管
理的“四梁八柱”。

7月3日 习近平在全国组
织工作会议上讲话指出， 党的
力量来自组织，党的全面领导、
党的全部工作要靠党的坚强组
织体系去实现。强调，新时代党
的组织路线是： 全面贯彻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以
组织体系建设为重点， 着力培
养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
部， 着力集聚爱国奉献的各方
面优秀人才，坚持德才兼备、以
德为先、任人唯贤，为坚持和加
强党的全面领导、 坚持和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坚强组
织保证。

8月17日 习近平在中央
军委党的建设会议上讲话强
调， 全面加强新时代我军党的
领导和党的建设工作， 为开创
强军事业新局面提供坚强政治
保证。

8月21日 习近平在全国宣
传思想工作会议上讲话指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
代，必须把统一思想、凝聚力量
作为宣传思想工作的中心环
节。 做好新形势下宣传思想工
作，必须自觉承担起举旗帜、聚
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
的使命任务。

8月24日 习近平主持召开
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第一
次会议时讲话指出， 全面依法
治国具有基础性、保障性作用。
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要管
宏观、谋全局、抓大事，既要破
解当下突出问题， 又要谋划长
远工作， 把主要精力放在顶层
设计上。

9月3日-4日 中非合作论
坛北京峰会举行。 习近平主持
峰会并在开幕式上发表主旨讲

话， 提出中非要携手打造责任
共担、合作共赢、幸福共享、文
化共兴、安全共筑、和谐共生的
中非命运共同体。会议通过《关
于构建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
同体的北京宣言》和《中非合作
论 坛 - 北 京 行 动 计 划
（2019-2021年）》。

9月10日 习近平在全国
教育大会上讲话指出， 教育是
国之大计、党之大计。要坚持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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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月26日 习近平在黑龙江
考察时讲话指出，现在，国际上
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上升，
我们必须坚持走自力更生的道
路。 中国要发展， 最终要靠自
己。

9月28日 习近平在沈阳
主持召开深入推进东北振兴座
谈会时讲话指出， 新时代东北
振兴， 是全面振兴、 全方位振
兴，要从统筹推进“五位一体”
总体布局、 协调推进“四个全
面”战略布局的角度去把握，瞄
准方向、保持定力，扬长避短、
发挥优势， 一以贯之、 久久为
功， 撸起袖子加油干， 重塑环
境、重振雄风，形成对国家重大
战略的坚强支撑。

10月23日 港珠澳大桥
开通仪式在广东省珠海市举
行。习近平出席仪式。港珠澳
大桥总长55公里， 是连接香
港、 珠海和澳门的超大型跨
海通道， 也是世界上最长的
跨海大桥。

11月1日 习近平在主持
召开民营企业座谈会时讲话
指出，我们强调把公有制经济
巩固好、 发展好， 同鼓励、支
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不
是对立的， 而是有机统一的。
公有制经济、非公有制经济应
该相辅相成、相得益彰，而不
是相互排斥、相互抵消。我国

基本经济制度写入了宪法、党
章，这是不会变的，也是不能
变的。 在我国经济发展进程
中，要不断为民营经济营造更
好发展环境。

11月5日-10日 首届中国
国际进口博览会在上海举行。5
日， 习近平出席开幕式并发表
主旨演讲时指出， 中国国际进
口博览会是迄今为止世界上第
一个以进口为主题的国家级展
会， 是中国推动建设开放型世
界经济、 支持经济全球化的实
际行动； 宣布增设中国上海自
由贸易试验区的新片区、 在上
海证券交易所设立科创板并试
点注册制、支持长江三角洲区域
一体化发展并上升为国家战略。

11月7日 中共中央、 国务
院印发《关于学前教育深化改
革规范发展的若干意见》。指
出， 推进学前教育普及普惠安
全优质发展， 更好实现幼有所
育。

11月9日 习近平向国家综
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授旗并致训
词。

11月12日 习近平在会见
香港澳门各界庆祝国家改革
开放40周年访问团时讲话指
出，40年改革开放，港澳同胞
是见证者也是参与者，是受益
者也是贡献者。港澳同胞同内
地人民一样，都是国家改革开
放伟大奇迹的创造者。国家改
革开放的历程就是香港、澳门
同内地优势互补、一起发展的
历程。对香港、澳门来说，“一
国两制”是最大的优势，国家
改革开放是最大的舞台，共建
“一带一路”、粤港澳大湾区建
设等国家战略实施是新的重
大机遇。

11月13日 习近平在国家
博物馆参观“伟大的变革———
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型展
览”时讲话指出，要通过展览，
统一思想、凝聚共识、鼓舞斗志、
团结奋斗， 坚定全国各族人民跟
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改
革开放道路的信心和决心。

■据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