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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日 十二届全国人大常
委会第七次会议通过《关于确
定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
日的决定》，将9月3日确定为中
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
通过《关于设立南京大屠杀死
难者国家公祭日的决定》，将12
月13日设立为南京大屠杀死难
者国家公祭日。

3月9日 习近平在参加十
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安徽代
表团审议时提出“三严三实”的
要求， 强调各级领导干部都要
树立和发扬好的作风， 既严以
修身、严以用权、严以律己，又
谋事要实、 创业要实、 做人要
实。

3月19日 中共中央办公
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深
化司法体制和社会体制改革的
意见》。改革的重点是完善司法
人员分类管理制度、 完善司法
责任制、 健全司法人员职业保
障、 推动省以下地方法院检察
院人财物统一管理等。

4月10日 中央军委印发
《关于贯彻落实军委主席负责
制建立和完善相关工作机制的
意见》。

4月15日 习近平在中央国
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讲
话指出， 要坚持总体国家安全
观，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
安全为根本， 以经济安全为基
础，以军事、文化、社会安全为
保障，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
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
路。

5月9日-10日 习近平在
河南考察工作期间讲话指出，
要从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
征出发，适应新常态，保持战略
上的平常心态。

5月21日 亚洲相互协作与
信任措施会议第四次峰会在上
海举行。 习近平主持并发表讲
话，强调积极倡导共同、综合、
合作、可持续的亚洲安全观，搭
建地区安全和合作新架构，努
力走出一条共建、共享、共赢的
亚洲安全之路。

5月22日 习近平在上海召
开外国专家座谈会时讲话指
出， 中国要永远做一个学习大
国。一个国家对外开放，必须首
先推进人的对外开放， 特别是
人才的对外开放。 要实行更加
开放的人才政策， 在大力培养
国内创新人才的同时， 更加积
极主动地引进国外人才特别是
高层次人才。

5月28日 习近平在第二次
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上讲话指
出， 要围绕社会稳定和长治久
安这个总目标，坚持依法治疆、
团结稳疆、长期建疆，努力建设
团结和谐、 繁荣富裕、 文明进
步、安居乐业的社会主义新疆。

5月30日 国务院常务会议
决定对已出台政策措施落实情
况开展第一次全面督查。此后，
国务院每年开展大督查。

6月26日 习近平在中共中
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听取巡视
情况汇报时讲话指出， 巡视作
为党内监督的战略性制度安
排，不是权宜之计，要用好巡视
这把反腐“利剑”。

6月30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

会议审议通过《深化财税体制
改革总体方案》。改革的目标是
建立现代财政制度， 重点是改
进预算管理制度、 深化税收制
度改革、 建立事权和支出责任
相适应的制度。

7月15日 在巴西举行的金
砖国家领导人第六次会晤宣
布， 成立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
并将总部设在中国上海， 建立
金砖国家应急储备安排。

7月24日 国务院印发《关
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
意见》。指出，全面放开建制镇
和小城市落户限制， 有序放开
中等城市落户限制， 合理确定
大城市落户条件， 严格控制特
大城市人口规模，到2020年努
力实现1亿左右农业转移人口
和其他常住人口在城镇落户。

8月31日 十二届全国人大
常委会第十次会议通过《关于
设立烈士纪念日的决定》， 将9
月30日设立为烈士纪念日。

9月5日 习近平在庆祝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60周年大
会上讲话指出， 世界上不存在
完全相同的政治制度， 也不存
在适用于一切国家的政治制度
模式。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
制度之所以行得通、有生命力、
有效率， 就是因为它是从中国
的社会土壤之中生长起来的，
未来要继续茁壮成长， 也必须
深深扎根于中国的社会土壤。
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
信， 首先要坚定对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政治制度的自信， 增强
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
道路的信心和决心。

9月21日 习近平在庆祝中
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65周
年大会上讲话指出， 社会主义
协商民主， 是中国社会主义民
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独特优
势， 是中国共产党的群众路线
在政治领域的重要体现。 在中
国社会主义制度下， 有事好商
量，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找
到全社会意愿和要求的最大公
约数，是人民民主的真谛。人民
政协是统一战线的组织， 是多
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机构，是
人民民主的重要实现形式。

同日 国务院印发《关于加
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
见》，部署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
管理。

9月28日 习近平在中央民
族工作会议暨国务院第六次全
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讲
话指出，加强中华民族大团结，
长远和根本的是增强文化认
同，建设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积极培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 强调要加强各民族交往交
流交融。

10月15日 习近平主持召
开文艺工作座谈会， 强调只有
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文艺观，
真正做到了以人民为中心，文
艺才能发挥最大正能量。

10月23日 中共十八届四
中全会通过《关于全面推进依
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指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总目
标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
治体系，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
家。

10月30日-11月2日 全军
政治工作会议在福建古田举
行。10月31日， 习近平在讲话
中阐明新的历史条件下党从思
想上政治上建设军队的重大问
题， 强调军队政治工作的时代
主题是紧紧围绕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为实现党
在新形势下的强军目标提供坚
强政治保证； 当前最紧要的是
把理想信念、党性原则、战斗力
标准、 政治工作威信四个带根
本性的东西在全军牢固立起
来。12月30日， 中共中央转发
《关于新形势下军队政治工作
若干问题的决定》。

11月1日 十二届全国人大
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通过《关
于设立国家宪法日的决定》，将
12月4日设立为国家宪法日。

11月6日 中共中央办公
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引
导农村土地经营权有序流转发
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意见》。
提出， 把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
分为承包权和经营权， 实现承
包权和经营权分置并行。2016
年10月22日， 中共中央办公
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完
善农村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
权分置办法的意见》。

11月8日 习近平在北京
主持加强互联互通伙伴关系对
话会并发表讲话指出， 我们要
建设的互联互通， 应该是基础
设施、制度规章、人员交流三位
一体，应该是政策沟通、设施联
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
相通五大领域齐头并进； 宣布
中国出资成立丝路基金。

11月11日 亚太经合组织
第二十二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
在北京举行。 习近平主持会议
并发表讲话，倡导共建互信、包
容、 合作、 共赢的亚太伙伴关
系。 会议决定启动亚太自由贸
易区（FTAAP）进程。

11月17日 上海与香港股
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沪
港通”正式启动。2016年12月、
2017年7月又相继启动“深港
通”、“债券通”。

11月19日-21日 首届世
界互联网大会在浙江乌镇举
行。 会议确定乌镇为世界互联
网大会永久会址。

11月28日 习近平在中央
外事工作会议上讲话指出，中
国必须有自己特色的大国外
交。 要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
上，丰富和发展对外工作理念，
使对外工作有鲜明的中国特
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

12月2日 中共中央、 国务
院印发《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战略规
划》。2015年3月28日， 经国务
院授权，国家发展改革委、外交
部、商务部联合发布《推动共建
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
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

12月9日 习近平在中央经
济工作会议上讲话指出， 我国
经济正在向形态更高级、 分工
更复杂、 结构更合理的阶段演
化，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这是
我国经济发展阶段性特征的必
然反映。

12月13日-14日 习近平

在江苏考察工作期间讲话指
出， 要主动把握和积极适应经
济发展新常态， 协调推进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 全面从严
治党。

12月15日 中共中央决定
给予周永康开除党籍处分。十
八届中共中央共批准立案审查
省军级以上党员干部及其他中
管干部440人，严肃查处了周永
康、薄熙来、郭伯雄、徐才厚、孙
政才、 令计划严重违纪违法案
件。

12月18日 我国第一座钠
冷快中子反应堆———中国实验
快堆首次实现满功率稳定运行
72小时， 标志着我国全面掌握
快堆这一第四代核电技术的设
计、建造、调试运行等核心技术。

12月31日 中共中央办公
厅印发《关于加强中央纪委派
驻机构建设的意见》。2015年
11月20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
发《关于全面落实中央纪委向
中央一级党和国家机关派驻纪
检机构的方案》，实现对中央一
级党和国家机关派驻纪检机构
全覆盖。2018年10月21日，中
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深化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派驻机构改
革的意见》。

同日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
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农村土
地征收、 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
入市、 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工
作的意见》。

二○一五年
1月3日 国务院作出《关于

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保
险制度改革的决定》。

1月5日 中共中央印发《关
于加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
的意见》，对新形势下开展政党
协商、人大协商、政府协商、政
协协商、人民团体协商、基层协
商、 社会组织协商等作出全面
部署， 推进社会主义协商民主
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

1月6日 国务院印发《关于
促进云计算创新发展培育信息
产业新业态的意见》。8月31日，
国务院印发《促进大数据发展
行动纲要》。

1月8日 中共中央印发《关
于加强和改进党的群团工作的
意见》。

1月13日 习近平在中共十
八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讲话
指出，党的纪律是刚性约束，政
治纪律更是全党在政治方向、
政治立场、政治言论、政治行动
方面必须遵守的刚性约束。在
所有党的纪律和规矩中， 第一
位的是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

1月16日 中共中央政治
局常委会召开会议， 专门听取
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
政协、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
检察院党组工作汇报。 这成为
实现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一
项制度性安排。

2月2日 习近平在省部级
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
八届四中全会精神全面推进依
法治国专题研讨班上讲话时系
统阐述“四个全面”战略布局，
强调要把全面依法治国放在

“四个全面” 战略布局中来把
握，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
数”，带动全党全国全面推进依
法治国。指出，“党大还是法大”
是一个政治陷阱， 是一个伪命
题。每个党政组织、每个领导干
部，必须服从和遵守宪法法律，
不能以党自居， 不能把党的领
导作为个人以言代法、 以权压
法、徇私枉法的挡箭牌。

3月5日 习近平在参加十
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海代
表团审议时讲话指出， 创新是
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 适应和
引领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关
键是要依靠科技创新转换发展
动力。

3月7日 国务院批复设立
中国（杭州）跨境电子商务综合
试验区。5月4日， 国务院印发
《关于大力发展电子商务加快
培育经济 新动 力的 意 见》。
2016年1月、2018年7月，国务
院先后批复在天津、 北京等34
个城市设立跨境电子商务综合
试验区。

3月12日 习近平在十二届
全国人大三次会议解放军代表
团全体会议上明确提出， 把军
民融合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
2016年5月1日， 中共中央、国
务院、中央军委印发《关于经济
建设和国防建设融合发展的意
见》。2017年1月22日， 中共中
央政治局会议决定设立中央军
民融合发展委员会。2018年8
月11日，中共中央印发《军民融
合发展战略纲要》。

3月13日 中共中央、 国务
院印发《关于深化体制机制改
革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的若干意见》。2016年1月18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国
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

3月26日 中央反腐败协调
小组国际追逃追赃工作办公室
首次启动针对外逃腐败分子的
“天网”行动。4月22日，国际刑
警组织中国国家中心局集中公
布100名涉嫌犯罪外逃国家工
作人员、 重要腐败案件涉案人
等人员的红色通缉令。2014年
至2018年9月，共从120多个国
家和地区追回外逃人员4719
人， 追赃103.72亿元，“百名红
通人员”已有54名落网。

3月29日 正在亚丁湾索马
里海域执行护航任务的中国海
军护航编队临沂舰搭载首批
122名中国公民，从也门亚丁港
安全撤离。至4月7日，共从也门
撤出中国公民613人，并协助来
自15个国家的279名外国公民
安全撤离。

4月10日 中共中央办公厅
印发《关于在县处级以上领导
干部中开展“三严三实”专题教
育方案》。从4月底开始，在县处
级以上领导干部中不分批次、
不划阶段、不设环节开展“三严
三实”专题教育，着力解决“不
严不实”问题。

4月25日 中共中央、 国务
院印发《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
明建设的意见》。9月18日，中共
中央、国务院印发《生态文明体
制改革总体方案》，明确了生态
文明体制改革的“四梁八柱”。

（下转E10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