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新华社北京10月15日电 由中共中央
文献研究室编辑的《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
文化建设论述摘编》一书，近日由中央文
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

党的十八大以来，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牢
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管理权、话语
权， 大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提高全民族思想道德水平，推动文化事业全
面繁荣和文化产业快速发展，为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思想保证、精神力
量、道德滋养。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同志关

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论述，对于巩固
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巩
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
坚定文化自信， 发展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加
快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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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论述摘编》共分8个专题：坚定文化
自信，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坚持以马
克思主义为指导，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
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高度重视理论建
设， 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培

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高全民
族思想道德水平；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
作导向；推动文化事业全面繁荣和文化产
业快速发展；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讲好中
国故事。书中收入361段论述，摘自习近平
同志2012年11月15日至2017年7月26日期
间的讲话、报告、演讲、指示、批示、贺信等
70多篇重要文献。 其中许多论述是第一次
公开发表。

《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论述
摘编》与此前已经出版的《习近平关于社
会主义经济建设论述摘编》《习近平关于

社会主义政治建设论述摘编》《习近平关
于社会主义社会建设论述摘编》《习近平
关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论述摘编》和
《习近平关于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
局论述摘编》《习近平关于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论述摘编》《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
革论述摘编》《习近平关于全面依法治国
论述摘编》《习近平关于全面从严治党论
述摘编》，为全党深入系统学习习近平同志
关于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
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新理念新思想
新战略提供了一个完整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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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LòWXóKLMZ8ôõ¤ö
÷PQäTjQøTaö^9æ®ùe
fgaKLMZ9 )¢+}úùjû
üIýþÿKõ¤a6!Ãq"}ú
ùjûü#$9)¢+%&t'(d
)p*+,R-ñf+m9.d=/
gëq0ýþÿKõ¤9Ó td1
p¥a234¤®/gÿKõ¤a
ýþ95Ó 678d1p¥*+,
R-ñf+m ¥9ÚÛ:;<=
/gÿKõ¤aýþÃ >?Ð/g
a9@ÄABC6!Ã

-./!DE F$G
-.01!3(1%'&44(%4&%

23456789:;
!"#$ < % = # >

!"#$%&'(

!"#$%&'()*+,-./.012
34*&5) 67849:;0 <=>?@A
B)CDEFGHIJKLMNO"PQRST
UVWXYZ!"[ !\Q]^_$%`abcdR
efeghZijklmgQn`opqrst
uvwxyxwz{|}Q v~����<�
��z�l����\����z��.��

)*$% +,&-
���]^_�%`��&�Q��5�

��Zz�� Q¡+�¢£¤¥¦§Q?¨©
4ª«¬®¯°±²³´°µ)¶ª·�¸
¹ºA»� `<¼½¾¿Àv�ÁÂÃÄ¢Å
z��5���ZzÆ;ÇÈ�Ég)Ê,-Ë
¸ÌÍÎÏ¯°ÐÑÏÒÓbªÐÑ� ÔÕÖ�

×ØÙÚ¡+ÛÜÝ5)bÞÂ5� ßàL�
áâÉL+ãäQ åæçnLèéêëìí
îQïîðñòóôõöã÷ªQ¢øùúò
óû±üýQþ`Uÿ!"#<«ÏLu$v
%òóû±&('(Q)*~ª&+Qòóô
õñòóû±,-ãäòó./0Q·æçã
äL+Q1;d2÷3� x¢Åc�5���Z
�ÉÓ4Q`L¡+75 !#" ±6Q789:
;<Ï3=,-�>��?:1; $%@�

./01 2345
ABLÍ]^_¼CD+ &"!# áEFz

GCL� nLHI&JòKLÁcMáÓ4Qø

NOP�Q_R4'STU©VWTU0ÛÔ
XYLuøNQZ[\] !$"" ^0_`abQ
G�ã2�c]^_A@duefgNrhQb
2�&ijøk��áQ�r !$""ÿ^]lm
�gmnopqQrs !"" ÿpD?Jtu�
cvD{wx� Z

ñy�z{î�CDz|}LQ �~ '
�U�z�}�Q�2�� (" ^�����
�����0Q>±��� |}L��½¾Ï
����z{î��¼½¾�í,LÁcCD
øN��� $" ��Q H� (" ^�����
��QÞ�gNr ) Ù� ) dJþ�8��

���x��� Z�á�������nop
q�

 ¡¢£��ø¼GCz¤¥LQ¢¼¦
¼Ï§½�¨©ªÿ«¬�ÙÚQ¨KLM
N¢®Q>EË¦¯f°±ifQZ[ &"" ^
\]²5³´MN%µ¶·iH��

Re¸¹Q`<�Æº¯°±»Ý¼?C
Db½¾�+¿¯°±Q ¬�À` !" ÁD?
L¢ÅvDEFÂÃÄQÅ¢ÆÇÈQ�3,
-ÉÊQËÌÍöÎÏ�ÐÞùÑQÊ,-Ë
ÒÓ.Q�8>f®ÅQÔÕc±Ö×'ÖÏv
DØx8Zz8�Q¥ªvDEFgs�

6789 :;<=
KLMNQÍ$%`zÆ¨ÙµQÚ�Û

ÜÝÞòRS÷ß¦àáQâ�ÀRãäí`
zRåæ�µ÷ß¦çè��á ([ !"\Qn
`abzéê$ë./ìjíîï�

n`ðñÀRÝò`QÀRãäí`½ó
ãzôbµõQ ÝòÞÏ./ö÷MNø�Ï
OºKL�ùMNø�Ï]úLû0ügÝø
�%ýþÿ!MNø�QÓ"#õ * |$õ%
tMN&AÃQ¢'()*Ï+,-,.%tÏ
h/%tÏ&0�Ï�1õ2ã345Q¢®6
7897:;³Ï&q<=>./0ÏÐ4<
?¬¸@ÇÙ�ÏAB^CDE»òÏF^<
yGH:�0ÏI4JKL½ö÷±.»³�
xM»³Q¥ª`NãäOßÿ�zMN>Ù
ÝP� !!"# $%& '() *+,"

!"#$%&'
公 益 体 彩 乐 善 人 生

中国体育彩票开奖信息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7 星彩 17121 5 1 6 1 2 0 9
奖级 中奖注数 奖金（元） 奖池（元）

一等奖 1� 9823731.87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排列 3 17281 8 0 8
排列 5 17281 8 0 8 2 0

开奖信息以国家体育总局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5000000

� � � �“主动融入世界”，几年前，国际人
士常用这样的语句描述中国经济。“与
中国合作，搭乘发展的快车”，今天，人们
更愿意这样看待中国。

“来而不可失者，时也；蹈而不可失
者，机也。”近年来，中国抓住了世界经济
格局变迁的时机，顺应国际关系变革的
大势，自身实力由“大”到“强”，面向世界
以“融”促“合”。

———贸易关系：从“生产”主导到
“市场”发力

“过去30多年，中国等国家开始更
深度融入全球贸易体系，这一进程产生
了深远影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
总裁拉加德在11日的讲话中这样说。这
家世界经济权威机构今年已经四次调
高对中国经济增长的预测。

曾经，“世界工厂”意味着中国在全
球价值链的低端生产。如今，它早已有
了新内涵。 在生产不断升级的同时，中
国自身市场的力量越来越让世界惊叹。

世界经济论坛最新发布的《2017年
全球竞争力报告》显示，中国在“市场规
模” 指标上的竞争力位居全球首位。该
论坛经济学家盖格尔说，这一指标涵盖
中国国内市场和出口市场。其中，国内
市场需求拉动明显。

过去5年， 中国进口总额居世界第
二位， 在整体下行压力较大背景下，为
世界经济复苏作出了突出贡献。预计未
来5年， 中国将进口8万亿美元商品，出
境旅游将达7亿人次， 如此市场对世界

经济增长的意义不难想象。
———投资关系：从“引进为主”到

“双向并重”
吸引和利用外资曾是中国面向世

界经济的一个重点。近年来，在继续保
持引资优势同时，中国资本正向世界稳
步迈进。

数量从小到大，质量从低到高，领
域从窄到宽，预计未来5年，中国将吸
收6000亿美元外来投资，对外投资总
额将达7500亿美元……中国已经从
注重“招商引资” 过渡到“引投资并
重”，充分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
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过去几年，中国经济开放层次不断
跃升，中国政府积极利用外资，减少准
入限制，缩减负面清单。吸引外资的结
构和质量也持续优化，外商投资向高端
产业集聚。2016年， 中国高技术服务业
实际使用外资比上年增长86%。

同时，中国对外投资也在快速增长，
由单一的绿地投资向跨国并购、参股、境
外上市等多种方式扩展， 中国正通过投
资为全球经济输送能量。 据联合国贸发
会议数据，2016年， 全球对外投资下滑
2%， 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劲升44%，达
1830亿美元，是世界第二大对外投资国。

———创新关系：从“模仿跟从”到
“争先领跑”

5年来， 中国日益崛起为世界创新
版图中的“重要一极”。

从过去长期引进模仿先进技术，到

如今推动原创、强化创新驱动、优化创
新环境、集聚创新资源，“中国智造”方兴
未艾，中国在创新领域与国际竞技中从
“跟跑”到“并跑”，甚至在一些领域实现
了“领跑”。

美国伊利诺伊理工大学斯图尔特
商学院教授哈伊里·图尔克看到了创新
领域的“中国之变”。他说，中国大力提倡
企业家精神，并通过巨额财政引导资金
帮助企业家发展。“在全球看，没有哪个
国家能有这样的力度”。

———理念关系：从“吸纳学习”到
“合作互鉴”

创设亚投行、推进“一带一路”建设、
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提出共商共建共
享的全球经济治理理念， 倡导开放、包
容、普惠、平衡、共赢的经济全球化……
近年来， 中国提出的一系列新思想、新
理念，备受世界瞩目，很多发展中国家
从“向西方取经”转向“到东方探宝”。

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
展理念， 是对中国发展实践的科学指
引，也为推动世界经济合作贡献了中国
方案。

海外观察人士指出，中国经济的发
展经验、中国经济的治理理念既融入国
际社会，又不依附于西方；既借鉴人类
优秀文明成果，又坚持独立自主；既促
进顺势的发展， 又显现承压的韧性。展
望未来，中国经济与世界的互动交融必
将不断走向深入并带来累累硕果。

（据新华社北京10月15日电）

《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
论述摘编》出版发行

改变世界的“融”与“合”
———中国与世界经济关系的四大变化

� � � �据新华社北京10月15日电 15日9时许， 北京首都国际
机场。沐浴着金色的阳光，一架白色的国航飞机稳稳降落在
停机坪上。

“我们是第一个抵达北京的京外代表团，马上就要参加
党的十九大，心情很激动，感到很光荣！”来自内蒙古巴彦淖
尔的女教师李凤娥代表健步走下舷梯，欣悦振奋的神情洋溢
在她的脸上，“这次大会是一次承前启后、 继往开来的大会，
是一次在党的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会。”

中国进入高光时刻，世界进入北京时间。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将于10月18日在京

召开。今明两天，2200多名代表将陆续乘飞机、火车和汽车
抵达北京，肩负着450多万个基层党组织和8900多万名党员
的重托，参加这次举国关注、举世瞩目的大会。

贵州、福建、河南、辽宁……多个代表团从祖国的四面八
方汇聚北京。一路上，代表们谈得最多的，是党的十八大以来
自己家乡发生的喜人变化。

“太快了！以前从我们麻怀村到贵阳，得七、八个小时。这
些年来，麻怀隧道、惠罗高速修通了，麻怀到贵阳只要两个半
小时。我们到北京开会的行程在提速，中国的发展、变化、进
步也在提速。”当代“女愚公”、贵州省罗甸县麻怀村党支部书
记邓迎香代表感言。

代表们纷纷表示， 过去5年是党和国家发展进程中极不
平凡的5年，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
国人民砥砺奋进，推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
了历史性成就，引领中国发展站上了新的历史起点。

在赴京前，代表们普遍深入基层开展调查研究，充分听
取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的意见建议，把他们的所期、所想、所
盼带到会上。

“大家期盼全面发展各项社会事业，在教育、就业、社保等方
面进一步体现社会公平，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幸福感和获得感
不断增强。”来自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三十八研究所的李莹代表
说，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

深秋的渐浓寒意掩不住代表们火热的心情。 展望未来，
他们豪情满怀、信心倍增。

代表们认为，中国正处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两个
一百年” 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关键期。在
这样一个重要历史时刻召开的党的十九大，必将推动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继续前进。

截至15日20时，已有10多个京外代表团陆续抵京。

十九大代表陆续抵京

� � � � 10月15日， 来自吉林省的党的十九大代表乘飞机抵达
首都国际机场。 新华社发

� � � � 湖南日报10月15日讯 （记者 周倜）2017
“徒步穿越大湘西”系列活动（溆浦站）挑战组
今日在溆浦县枫香瑶寨收官，约130名选手在
24小时内完成55公里的徒步挑战。

根据赛程， 选手于14日10点从溆浦县思
蒙乡出发，途经花园村、军田湾村部、刚膀岭
等11个赛点最终到达位于枫香瑶寨的终点
处，全程共计55公里。

与以往不同的是， 此次活动采用了湖南首
创最新的24小时昼夜不间断赛制， 徒步时间持
续到15日上午10点，由此带来的“日夜兼程”模
式也对选手的身心、意志产生更大更新的挑战。
最终，经过11小时43分42秒，由刘小林、曾明、陈
亮友组成的“海维梦1队”于14日晚9点43分42秒
首个到达，“这个成绩比预期的15个小时要好很
多，第一次夜间徒步，很过瘾，希望下次还有这样
的比赛模式。”队长刘小林告诉记者。

此次活动是2017年“穿越大湘西”溆浦站
首场活动，下一场徒步挑战（健行组）将于10月
20日至22日举行，越野赛将于10月29日进行。

“穿越大湘西”
溆浦站挑战组收官

� � � � 湖南日报10月15日讯 （记者 王亮 通讯
员 孙萌萌）昨天，“全民健身挑战日———健康
湖南动起来” 湖南区株洲站和永州站活动进
行，广场舞挑战赛、颠球王、跳绳王等百姓喜
闻乐见的项目分别上演， 数千民众激情参与
其中，现场成为全民健身的大舞台。

株洲市“全民健身挑战日”活动最大的亮
点在于健身节目群众展现与竞技比赛结合进
行，群众展现包括广场舞、柔力球、轮滑、航模
等项目，这些项目贯穿活动全程，大大提高了
活动的参与度。 永州市活动在永州市体育中
心同时举行，活动现场人头攒动，除了观看群
众体育展演外， 市民也都积极参加到各单项
“挑战王”的比拼中，现场加油声此起彼伏，热
闹异常。

接下来，2017“全民健身挑战日”湖南区
活动将分别在湘潭、邵阳等市州展开。各单项
城市优胜队将代表所在城市参加12月3日在
益阳举行的湖南省总决赛。

全民健身挑战日

株洲永州数千民众参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