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读本——
—

《习近平用典》第二辑出版发行
新华社北京 5月 15日电

史竞男

（记者
）人民日报社
组织编写的《习近平用典》第二辑，近日由人民日报出版社
出版，面向全国公开发行。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推动党和国
家事业发展的强大思想武器和行动指南。 党的十八大以
来，习近平总书记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讲话和文章回答了新
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体现了习
近平总书记在治党治国、内政外交上的深刻思考。 这些讲
话和文章中，精妙的典故信手拈来，广博的引用贯通古今。
从这些用典中，既可以追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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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强调

加强党中央对外事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
努力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
李克强王沪宁韩正王岐山参加
新华社北京 5月 15日电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
席、中央军委主席、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主任习近平 5 月
15 日上午主持召开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并
发表重要讲话。 习近平强调，要加强党中央对外事工作的
集中统一领导，准确把握当前国际形势发展变化，锐意进
取，开拓创新，努力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为实
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
国梦作出更大贡献。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中央外事工作委
员会副主任李克强，国家副主席、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委
员王岐山出席会议。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
记王沪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韩正参加
会议。
习近平在讲话中强调， 党的十八大以来， 在党中央
坚强领导下， 我们积极推进外交理论和实践创新， 完善
和深化全方位外交布局， 倡导和推进“一带一路” 建
设， 深入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 坚定捍卫国家

主权、 安全、 发展利益， 加强党对外事工作的集中统一
领导， 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路， 取得了历史
性成就。
习近平指出，当今世界不确定不稳定因素增多，我国
发展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并存。 我们要准确把握国际形势
变化的规律，既认清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又看到前进道
路上面临的风险挑战，未雨绸缪、妥善应对，切实做好工
作。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深化外交布局，落实重大外
交活动规划，增强风险意识，坚定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
展利益。
习近平强调，“一带一路” 建设是我们推动构建人类
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实践平台。 几年来，“一带一路”建设从
理念到行动，发展成为实实在在的国际合作，取得了令人
瞩目的成就。 要抓好首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
成果的落实，凝聚各方共识，规划合作愿景，扩大对外开
放，加强同各国的沟通、协商、合作，推动“一带一路”建设
走深走实、行稳致远，更好造福各国人民。

习近平指出，地方外事工作是党和国家对外工作的
重要组成部分， 对推动对外交往合作、 促进地方改革
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要在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集中统
一领导下， 统筹做好地方外事工作， 从全局高度集中
调度、 合理配置各地资源， 有目标、 有步骤推进相关
工作。
习近平强调，做好新形势下外事工作，中央外事工作
委员会要发挥决策议事协调作用， 推动外交理论和实践
创新，为外事工作不断开创新局面提供有力指导。 要强化
顶层设计和统筹协调，提高把方向、谋大局、定政策能力，
推进对外工作体制机制改革，加强外事工作队伍建设，抓
好重点工作的推进、检查、督办，确保党中央对外决策部
署落到实处。
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工作规则》等
文件。
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委员出席会议，有关领导同志、
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列席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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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
“自己造”
芯片逼近世界一流
——
—总书记视察湖北武汉后本报再访四大国家新基地·芯片篇

2018年 5月 14日，国家存储器基地长江存储展示其生产的中国首颗自主研发 32层三维闪存芯片

这是最接近世界一流的汉产芯片

完全靠自己铸就的国之重器

三维芯片存储技术近年才突破

武汉抓住了弯道超车的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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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日报
记者
）5
月 15 日，中共湖北省委
十一届三次全体（扩大）
会议在武汉召开。
出席这次会议的省
委委员 76 人，候补委员
11 人。 有关方面负责同
志和省第十一次党代会
部分代表列席会议。
省委常委会主持会
议， 省委书记蒋超良讲
话。
会议传达学习习近
平总书记视察湖北重要
讲话，审议通过了《中共
湖北省委关于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湖北
重要讲话精神 奋力谱
写新时代湖北高质量发
展新篇章的决定》。
全会指出， 习近平
总书记视察湖北， 是全
省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
件大事， 是新时代我省
改革发展进程中的重要
里程碑。 习近平总书记
在深入推动长江经济带
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
话、 在听取省委省政府
工作汇报后的重要讲话
和视察湖北期间的重要
指示精神， 深刻阐述了
长江经济带发展和湖北
改革发展的一系列根本
性、 方向性、 全局性问
题， 为长江经济带发展
把脉定向、掌舵领航，对
新时代湖北改革发展赋
予历史使命、 指明前进
方向， 体现了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
湖北人民的深切关怀，
饱含着对湖北发展的殷
切期望。 讲话闪耀着马
克思主义的真理光芒，
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丰富
和发展， 是做好新时代
湖北各项工作的根本遵
循和行动指南， 对于我
们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强省， 具有重大
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
义。
全会指出， 习近平
总书记视察湖北的重要
讲话，高瞻远瞩、总揽全
局， 思想深邃、 内涵丰
富， 进一步明确了新时
代深入推动长江经济带
发展的指导方针， 进一
步明确了新时代湖北全
面深化改革开放的目标
任务， 进一步明确了新
时代湖北改革发展的总
体要求、主攻方向、使命
担当。 学习宣传贯彻习
近平总书记视察湖北重
要讲话精神，是我省当前首要的、也是长期的政治任务。 要深刻把
握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的核心要义和精神实质， 全面落实
奋力谱写新时代湖北高质量发展新篇章的战略目标， 实现高质量
发展取得新突破，乡村振兴取得新进展，民生工作取得新成效，作
风建设取得新成果。 要充分发挥“新时代湖北讲习所”的重要思想
教育阵地和理论传播平台作用， 全媒体全覆盖、 多样化常态化讲
习，在学懂弄通做实上下功夫、见成效。
全会强调，要坚持高质量发展，努力在转变发展方式上走在前
列。 以长江经济带发展推动高质量发展，践行新发展理念，正确把
握“五大关系”，用好长江经济带发展“辩证法”，全面做好生态修
复、环境保护、绿色发展“三篇文章”，推动湖北长江经济带科学发
）
展、有序发展、高质量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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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思想的源头活水，又能在古为今用的创造性转化中感受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
阐述习近平总书记引用典故现实意义的 《习近平用
典》，自 2015 年 2 月出版发行以来，被译成英、法、俄、日、
葡等 14 种版本，累计发行近 200 万册。《习近平用典》第二
辑沿用《习近平用典》第一辑体例，收入习近平总书记近年
来引用的，体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典
故 148 则，对其现实意义和背景义理进行解读、阐释，是一
部学习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
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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