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对崀山风景名胜区的

管理，保护崀山风景名胜资源，根据有关法律、

法规的规定，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崀山风景名胜区由新宁县境内

的八角寨、天生桥、扶夷江、天一巷、辣椒峰、紫

霞峒等景区组成，具体范围和界线按照国务院

批准的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确定。

第三条 凡与崀山风景名胜区保护有关

的单位和个人，均须遵守本条例。

第四条 崀山风景名胜区的保护、建设和

管理 ，应当遵循科学规划 、统一管理 、严格保

护、永续利用的原则，符合崀山风景名胜区总

体规划和详细规划。

第五条 省、邵阳市及新宁县人民政府应

当加强对崀山风景名胜区保护管理工作的领

导。

崀山风景名胜区管理机构负责崀山风景

名胜区的保护、利用和统一管理工作。

省人民政府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对

崀山风景名胜区的保护、管理工作实施业务指

导和监督检查。

国土、林业、环境保护和其他有关行政主

管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做好崀山风景名胜区保

护工作。

第六条 省、邵阳市、新宁县人民政府应

当支持、引导、帮助崀山风景名胜区及其外围

保护区的村、组和村民发展生态农业、生态林

业和旅游服务业。

第七条 在崀山风景名胜区保护、管理工

作中做出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由相关人民

政府或者行政主管部门给予表彰、奖励。

第二章 保 护

第八条 崀山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及详

细规划的编制、报批和修改，严格按照国务院

《风景名胜区条例》的规定执行。

经批准的崀山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及详

细规划是崀山风景名胜区保护、建设和管理工

作的依据，任何单位和个人必须严格执行。

第九条 崀山风景名胜区实行分级保护，

按照国务院批准的总体规划， 分为一级保护

区、二级保护区、三级保护区。 为了保护风景名

胜资源，协调自然景观，按照规划要求在风景

名胜区外围划定外围保护区。

新宁县人民政府应当将各保护区的范围

向社会公布， 并在各保护区边界线设立界址、

标牌。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毁坏或者擅自改变

界址、标牌。

第十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占、买卖

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崀山风景名胜区的

风景名胜资源及景区土地。

第十一条 对崀山风景名胜区地貌资源

应当制定保护措施，防止地质灾害，保护丹霞

地貌的完整性。

在崀山风景名胜区内严格控制举行攀岩

等活动。 禁止未经批准或者不在指定地点举行

攀岩等活动。

第十二条 崀山风景名胜区实施封山育

林、退耕还林、退耕还草等措施，做好防火、防

病虫害工作，逐年提高森林覆盖率。 在一级、二

级保护区内禁止采伐林木。 对景区内的古树名

木，应当登记造册，建立档案，严格保护。

第十三条 在崀山风景名胜区内应当做

好水土保持工作，加强对水体、水景的保护。 对

景区内的扶夷江和其他水体， 应当及时清理、

疏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围、填、堵、塞

或者作其他改变。

第十四条 环境保护、林业、水利等有关

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加强环境质量监测和对环

境保护工作的监督，严格保护崀山风景名胜区

自然生态环境。

在崀山风景名胜区从事生产、 经营活动，

必须有环境保护措施。 废水、废气和噪音的排

放，必须符合国家标准。 生产、生活垃圾，必须

及时处理，不得随地堆放。

在崀山风景名胜区内推广使用沼气、电气

等清洁能源。

第十五条 对崀山风景名胜区内的古建

筑、古墓葬、历史遗迹等保护对象应当登记造

册，建立档案，设置标牌，并采取保护措施。

第十六条 在崀山风景名胜区外围保护区

内，禁止设立造纸、制革、化工、冶炼、印染、炼

油、电镀、酿造、制药和其他污染环境的企业。

第十七条 在崀山风景名胜区内，除禁止

第十六条规定的行为外，还禁止下列行为：

（一）改变或者毁损自然景观和古建筑、古

墓葬、古碑林、古遗迹等人文景观以及公共设

施；

（二）开山、采石、采砂、垦荒、烧山；

（三）烧薪炭、烧砖瓦；

（四）在水体炸鱼、毒鱼、电鱼，从事水上餐

饮，向水体倾倒垃圾、土石及抛弃其他废弃物；

（五）猎捕野生动物；

（六）储存易燃易爆物品。

第十八条 在崀山风景名胜区一级、二级

保护区内，除禁止第十六条、第十七条规定的

行为外，还禁止下列行为：

（一）砍柴、铲草皮、放牧；

（二）采集野生药材和幼苗、种子等林副产

品；

（三）野外生火、烧灰、烧田埂、葬坟；

（四）燃放孔明灯等带有明火的空中飘移

物，在非指定地点吸烟、烧香点烛、燃放烟花爆

竹；

（五）在建筑物、岩石、竹木上刻划题字或

者擅自张贴广告。

第十九条 依法征用、征收崀山风景名胜

区内的林地及其他用地， 或者有关建筑物、构

筑物，应当依法给予补偿并合理安置。

第三章 建 设

第二十条 在崀山风景名胜区内应当根

据规划建设必要的交通、 服务设施及保护设

施，逐步改善游览条件。

崀山风景名胜区的建筑物、 构筑物的布

局、体量、造型和色彩，应当与周围景观、环境

相协调，不得破坏风景名胜区整体风貌。

在崀山风景名胜区一级、 二级保护区内，

禁止建设开发区、度假区、生活区和楼堂馆所。

第二十一条 单位和个人在崀山风景名

胜区内申请建设项目，应当经崀山风景名胜区

管理机构审核后，按下列规定进行选址方案核

准：

（一）建设索道、缆车等大型建设工程，由

省人民政府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审查后

报国务院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核准；

（二）其他建设项目由市人民政府住房和

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审查后报省人民政府住房

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核准。

严格控制崀山风景名胜区内居民住宅建

设。禁止在核心景区内新建、扩建居民住宅。核

心景区以外居民按照风景名胜区详细规划建

设住宅的，由新宁县人民政府住房和城乡建设

主管部门审批。

第二十二条 崀山风景名胜区内的建设

项目， 在规划选址阶段应当进行环境影响评

价和地质环境影响评价， 并制定水土保持方

案。

第二十三条 崀山风景名胜区建设项目

的施工单位，必须采取有效的防护措施，保护

周围植被、水体和景观、地貌；工程竣工后，应

当及时清理施工场地，恢复植被。

第四章 管 理

第二十四条 崀山风景名胜区管理机构

应当建立健全管理制度，对崀山风景名胜区的

规划、建设和保护进行综合监督检查，加强卫

生、治安和安全管理，维护游览秩序，保护游客

合法权益。

第二十五条 在崀山风景名胜区主要景

区、 景点应当设置规范的地名标志和标牌，在

险要部位应当设置安全设施和警示牌； 对交

通、游览设施应当适时进行检查和维护。

第二十六条 在崀山风景名胜区内从事

旅游、餐饮、住宿、销售、旅游运输、广告、娱乐、

摄影等经营活动应当符合规划，经崀山风景名

胜区管理机构审核后，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的

规定报有关主管部门批准，在指定的地点依法

经营，并遵守卫生管理制度，保持景区整洁、卫

生。

第二十七条 进入崀山风景名胜区的车

辆，应当按照规定线路行驶，在规定地点停放。

禁止在崀山风景名胜区内学习驾驶机动车辆

或者使用非客运车辆载客营运。

第二十八条 在崀山风景名胜区从事导

游的人员，应当持有旅游部门依法颁发的导游

证，按照有关规定从事导游活动。 景点解说人

员应当经过专业培训，具备丹霞地质地貌知识

和其他有关知识。

第二十九条 进入崀山风景名胜区的游

客和其他人员，应当爱护风景名胜资源和公共

设施，维护环境卫生和公共秩序，遵守景区的

有关管理规定。

第三十条 崀山风景名胜区实行风景名

胜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对使用者依法征收有偿

使用费。 有偿使用费的征收、管理和使用按照

国家和省人民政府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一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一条规定，

未经批准或者不在指定地点举行攀岩等活动

的， 由崀山风景名胜区管理机构责令改正，并

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

第三十二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在崀山风

景名胜区内 ，设立造纸 、制革 、化工 、冶炼 、印

染、炼油、电镀、酿造、制药和其他污染环境的

企业的，由崀山风景名胜区管理机构责令停止

违法行为、恢复原状或者限期拆除，没收违法

所得，并处五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罚款。

第三十三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七条第

（二）、（三）、（四）项规定，破坏景观、植被、地形

地貌的，由崀山风景名胜区管理机构责令停止

违法行为，限期恢复原状或者采取其他补救措

施，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一千元以上、一万元以

下罚款；开山、采石的，并处五十万元以上、一

百万元以下罚款。

对在一级、二级保护区内违反本条例第十

七条第（二）、（三）、（四）项规定的，从重处罚。

第三十四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八条第

（一）、（二）、（三）、（四） 项规定， 破坏景观、植

被、地形地貌的，由崀山风景名胜区管理机构

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恢复原状或者采取其

他补救措施。 其中违反第（三）、（四）项规定的，

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一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

罚款。

第三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对风景名

胜资源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

本条例未作处罚规定的违法行为， 法律、

法规规定处罚的，从其规定。

第三十六条 违反崀山风景名胜区规划批

准建设项目的，批准文件无效，由批准机关依法

赔偿建设单位的损失， 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

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第三十七条 有关管理人员玩忽职守、徇

私舞弊或者滥用职权的， 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六章 附 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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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定对《湖南省崀山风景名

胜区保护条例》作如下修改：

一、第二条修改为：“崀山风景名胜区由新

宁县境内的八角寨、天生桥、扶夷江、天一巷、

辣椒峰、紫霞峒等景区组成，具体范围和界线

按照国务院批准的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确

定。 ”

二、第四条修改为：“崀山风景名胜区的保

护 、建设和管理 ，应当遵循科学规划 、统一管

理、严格保护、永续利用的原则，符合崀山风景

名胜区总体规划和详细规划。 ”

三、第五条第一款修改为：“省、邵阳市及

新宁县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崀山风景名胜区

保护管理工作的领导。 ”第二款修改为：“崀山

风景名胜区管理机构负责崀山风景名胜区的

保护、利用和统一管理工作。 ”第三款修改为：

“省人民政府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对崀山

风景名胜区的保护、管理工作实施业务指导和

监督检查。 ”

四、第八条修改为：“崀山风景名胜区总体

规划及详细规划的编制、报批和修改，严格按

照国务院《风景名胜区条例》的规定执行。

“经批准的崀山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及详

细规划是崀山风景名胜区保护、建设和管理工

作的依据，任何单位和个人必须严格执行。 ”

五、第十八条第一项修改为：“砍柴、铲草

皮、放牧；”第三项修改为：“野外生火、烧灰、烧

田埂、葬坟；”第四项修改为：“燃放孔明灯等带

有明火的空中飘移物， 在非指定地点吸烟、烧

香点烛、燃放烟花爆竹；”

六、第二十一条修改为：“单位和个人在崀

山风景名胜区内申请建设项目，应当经崀山风

景名胜区管理机构审核后，按下列规定进行选

址方案核准：

“（一）建设索道、缆车等大型建设工程，由

省人民政府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审查后

报国务院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核准；

“（二）其他建设项目由市人民政府住房和

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审查后报省人民政府住房

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核准。

“严格控制崀山风景名胜区内居民住宅建

设。禁止在核心景区内新建、扩建居民住宅。核

心景区以外居民按照风景名胜区详细规划建

设住宅的，由新宁县人民政府住房和城乡建设

主管部门审批。 ”

七、第二十四条修改为：“崀山风景名胜区

管理机构应当建立健全管理制度，对崀山风景

名胜区的规划、 建设和保护进行综合监督检

查 ，加强卫生 、治安和安全管理 ，维护游览秩

序，保护游客合法权益。 ”

八、第二十六条修改为：“在崀山风景名胜

区内从事旅游、餐饮、住宿、销售、旅游运输、广

告、娱乐、摄影等经营活动应当符合规划，经崀

山风景名胜区管理机构审核后， 依照有关法

律、法规的规定报有关主管部门批准，在指定

的地点依法经营，并遵守卫生管理制度，保持

景区整洁、卫生。 ”

九、删除第三十一条。

十、第三十二条改为第三十一条，修改为：

“违反本条例第十一条规定， 未经批准或者不

在指定地点举行攀岩等活动的，由崀山风景名

胜区管理机构责令改正， 并处五万元以上、十

万元以下罚款。 ”

十一、第三十三条改为第三十二条，修改

为：“违反本条例规定， 在崀山风景名胜区内，

设立造纸、制革、化工、冶炼、印染、炼油、电镀、

酿造、制药和其他污染环境的企业的，由崀山

风景名胜区管理机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恢复

原状或者限期拆除，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五十

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罚款。 ”

十二、第三十四条改为第三十三条，修改

为：“违反本条例第十七条第 （二）、（三）、（四）

项规定，破坏景观、植被、地形地貌的，由崀山

风景名胜区管理机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

恢复原状或者采取其他补救措施，没收违法所

得，并处一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开山、

采石的，并处五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罚

款。

“对在一级、二级保护区内违反本条例第

十七条第 （二 ）、（三 ）、（四 ）项规定的 ，从重处

罚。 ”

十三、第三十五条改为第三十四条，修改

为：“违反本条例第十八条第（一）、（二）、（三）、

（四）项规定，破坏景观、植被、地形地貌的，由

崀山风景名胜区管理机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

限期恢复原状或者采取其他补救措施。 其中违

反第（三）、（四）项规定的，没收违法所得，并处

一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 ”

本决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湖南省崀山风景名胜区保护条例》根据

本决定作修改并对条款顺序作调整后，重新公

布。

湖南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

第

50

号

《湖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 〈湖南省崀山风景名胜区保护条例〉

的决定》 于

2011

年

3

月

30

日经湖南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

议通过， 现予公布， 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湖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11

年

3

月

30

日

湖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修改《湖南省 山风景名胜区保护条例》的决定

（

2011

年

3

月

30

日湖南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通过）

《湖南省 山风景名胜区保护条例》

（

2004

年

9

月

28

日湖南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通过 根据

2011

年

3

月

30

日湖南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关于修改〈湖南省崀山风景名胜区保护条例〉的决定》修正）

非物质文化遗产 （

071

）

非 物 质 文 化 遗 产 （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 又译为无形文化遗产）， 也可简称为

非物质遗产 （

Intangible Heritage

， 又译为无形

遗产）， 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保护非物质

文化遗产公约 》 的定义 ， 是指 “被各群体 、

团体、 有时为个人视为其文化遗产的各种实

践、 表演、 表现形式、 知识和技能及其有关

的工具、 实物、 工艺品和文化场所”。 我国的

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有：

2001

年成功申报的

昆曲；

2003

年成功申报的中国古琴艺术；

2005

年成功申报的新疆维吾尔木卡姆艺术 、 蒙古

族长调民歌 （与蒙古国联合申报）；

2009

年成

功申报的中国蚕桑丝织技艺、 福建南音、 南

京云锦、 安徽宣纸、 贵州侗族大歌 、 广东粤

剧、 《格萨尔》 史诗 、 浙江龙泉青瓷 、 青海

热贡艺术、 藏戏、 新疆 《玛纳斯》、 蒙古族呼

麦 、 甘肃花儿 、 西安鼓乐 、 朝鲜族农乐舞 、

书法 （篆刻）、 剪纸、 雕版印刷、 传统木结构

营造技艺、 端午节、 妈祖信俗。

虚拟财产 （

072

）

虚拟财产是指在网络世界中存在的对于

用户有价值的虚拟物品。 通常来讲包括游戏

中的货币、 用户创造的角色以及各种可以被

用户利用和改造的虚拟资源和工具。

3G

技术、

3D

技术 （

073

）

3G

是英文

3rd Generation

的缩写， 指第三

代移动通信技术。 相对第一代模拟制式手机

( 1G)

和 第 二 代

GSM

、

TDMA

等 数 字 手 机

(2G)

， 第三代手机是指将无线通信与国际互联

网等多媒体通信结合的新一代移动通信系统。

它能够处理图像、 音乐、 视频流等多种媒体

形式， 提供包括网页浏览、 电话会议 、 电子

商务等多种信息服务 。 为了提供这种服务 ，

无线网络必须能够支持不同的数据传输速度，

也就是说在室内、 室外和行车的环境中能够

分别支持至少

2Mbps (

兆字节

／

每秒

)

、

384kbps

(

千字节

／

每秒

)

以及

144kbps

的传输速度。

3D

是

three-dimensional

的缩写， 就是三维

图形。 而

3D

技术就是虚拟三维的技术， 即利

用计算机的运算达到视觉、 听觉等方面的立

体效果。 在电影中实现

3D

效果就是利用双眼

立体视觉原理， 使观众能从银幕上获得三维

空间感视觉影像的电影。

3D

技术在市场上发

展已经有了几十年的历史， 真正应用于民用

领域也有多年的发展。 目前市场上已有四种

比较成熟的

3D

显示技术， 包括彩色立体三维、

偏振三维 、 立体三维以及最新的

DLPLink

技

术。 这四类技术是当前被广泛采用的

3D

投影

技术。 由于各自的原理不同 、 成本不同 、 效

果不同， 也分别占有了不同的市场。

ERP

技术 （

074

）

简单地讲

ERP

就是企业资源计划系统 。

它是由美国著名的计算机技术咨询和评估集

团

Garter Group

公司提出的一整套企业管理系

统体系标准 ， 是指建立在信息技术基础上 ，

以提高企业资源效能为系统思想 ， 为企业提

供业务集成运行中的资源管理方案。 通过运

用

ERP

， 企业能够用计算机对企业的资金 、

货物 、 人员和信息等资源进行自动化管理 ，

实现企业管理信息化和自动化。

基因工程 （

075

）

基因工程又叫做基因拼接技术或

DNA

重

组技术 。 这种技术是在生物体外 ， 通过对

DNA

分子进行人工 “剪切” 和 “拼接”， 对生

物的基因进行改造和重新组合， 然后导入受

体细胞内进行无性繁殖， 使重组基因在受体

细胞内表达， 产生出人类所需要的基因产物。

通俗地说， 就是按照人们的主观意愿 ， 把一

种生物的个别基因复制出来， 加以修饰改造，

然后放到另一种生物的细胞里， 定向地改造

生物的遗传性状。

树根理论 （

076

）

一般认为 “树根理论 ” 是

1999

年在北京

举办的世界管理大会上提出的一个管理学概

念， 其含义： 如果将一个企业比做一棵大树，

学习力就是大树的根 ， 是企业的生命之根 。

也就是说一个企业如同一棵大树， 所有的树

看上去枝繁叶茂 （指企业的产值、 利润）、 果

实累累 （产品、 成果）， 但没有重视树根 （学

习力）， 结果经过一段时间大树枯萎了， 一检

查发现树根烂了 ， 此时再想挽救为时已晚 。

“树根理论” 强调无论是组织还是个人都必须

注重学习， 认为学习力是动力 、 毅力和能力

的综合体现， 现代社会对学习的要求比以往

任何时候都更为强烈， 每个人必须不断地学

习， 不断地应对新知识、 新环境的挑战。

蝴蝶效应 （

077

）

蝴蝶效应 （

the Butterfly Effect

） 是指在一

个动力系统中， 初始条件下微小的变化能带

动整个系统的长期的巨大的连锁反应。 蝴蝶

效应是混沌学理论中的一个概念， 是由美国

气象学家洛伦兹

1963

年提出来的。 其大意为：

一只南美洲亚马逊河流域热带雨林中的蝴蝶

偶尔扇动几下翅膀， 可能在两周后在美国德

克萨斯引起一场龙卷风。 此效应说明， 事物

发展的结果对初始条件具有极为敏感的依赖

性， 初始条件的极小偏差将会引起结果的极

大差异。

帕金森定律 （

078

）

帕金森定律 （

Parkinson's Law

） 是官僚主

义或官僚主义现象的一种别称

,

源于英国学者

CN·帕金森所著 《帕金森定律》 （

1958

年出

版） 一书的标题。 该定律实际上是时间管理

中的一个概念， 它表明： 只要还有时间 ， 工

作就会不断扩展， 直到用完所有的时间为止。

帕金森由此得出结论： 在行政管理中， 行政

机构会像金字塔一样不断增多， 行政人员会

不断膨胀， 每个人都很忙， 但组织效率越来

越低下。 因此， 该定律又被称为 “金字塔上

升” 现象。 它深刻地揭示了行政权力扩张引

发人浮于事、 效率低下的 “官场传染病”。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一切成绩和进步

的根本原因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

079

）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就是在中国共

产党领导下， 立足基本国情 ， 以经济建设为

中心 ，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 坚持改革开放 ，

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 巩固和完善社会主

义制度， 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 社会主义

民主政治、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社会主义和

谐社会， 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家。 这条道路是十几亿中国人民摆

脱贫困、 走向温饱、 小康和中等发达的必由

之路 ， 是进一步实现国家富强 、 民族振兴 、

社会和谐的幸福之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

路之所以完全正确、 之所以能够引领中国发

展进步， 关键在于我们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

义的基本原则， 又根据我国实际和时代特征

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 在当代中国， 坚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就是真正坚持社会

主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 就是包

括邓小平理论、 “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以及

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科学理论

体系。

这一理论体系是新时期我们党不断推进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形成的科学理论体系 ， 它

创造性地探索和回答了 “什么是马克思主义、

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 “什么是社会主义 、

怎样建设社会主义”， “建设什么样的党、 怎

样建设党 ”， “实现什么样的发展 、 怎样发

展 ” 等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 。 在当代中国 ，

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真正坚

持马克思主义。 改革开放

30

年来 ， 我们党高

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在一个十几

亿人口的发展中社会主义大国摆脱贫困 、 加

快推进现代化、 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 ， 取得

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 实践证明， 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理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

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 在世界社会主义发

展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 ， 是实现民族振兴 、

国家富强、 人民幸福、 社会和谐的根本保证，

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一切成绩和进步的

根本原因。

我们党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引领中国发

展进步， 必须努力掌握和运用一切科学的新

思想、 新知识、 新经验 （

080

）

世界在变化， 形势在发展， 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实践在深入 ， 不断学习 、 善于学习 ，

努力掌握和运用一切科学的新思想、 新知识、

新经验， 是党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引领中国发

展进步的决定性因素。 新思想主要包括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科学发展观和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体系。 新知识则主要指中国现代化

建设所需要的经济 、 政治、 文化、 科技 、 社

会和国际等各方面知识。 新经验则是指中国

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以来， 特别是十六大

以来， 我国政治建设、 经济建设、 文化建设、

社会建设、 党的建设五个方面所取得的经验。

文字整理 陈英明

■

“学习的力量———三新知识竞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