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身边的时政

1.12 月 20 日，由白山市人民政府和省旅游发展委员会共同主办的 2017 中国·白山“长白

山之冬”冰雪旅游节开幕式在长白山鲁能胜地盛装启幕。本届“长白山之冬”冰雪旅游节

以“嬉雪、浴泉、赏凇”为主题，从 2017 年 12 月 20 日持续至 2018 年 3 月 25 日。采用“资

源整合、产业融合、力量聚合”的办节模式，将白山市六个县(市、区)的旅游资源整合，将

旅游产业与体育、文化、经贸等各类相关产业融合，进一步释放白山冰雪产业优势和旅游节

庆品牌活力。旅游节期间，白山市将围绕“七大板块”，即冰雪旅游节开幕式，宣传推介系

列活动，“唯白山、最‘冬’北”民俗文化活动，长白山冰雪文化艺术，体育赛事，经贸活

动等，共策划举办系列活动 30 项，涵盖了冰雪观光、冰雪体验、特色民俗、体育竞技、商

贸洽谈等多个领域，将全方位展示白山得天独厚的冰雪资源优势和厚重的长白山民俗文化。

2.民政部自 2016 年 8 月起启动了全国农村社区建设示范创建活动。现将首批全国农村幸福

社区建设示范单位名单向社会公示，公示期为 2017 年 12 月 22 日至 12 月 28 日（公示期为

一周）。吉林省长春市绿园区、梅河口市李卢乡永强社区、通化市柳河县安口镇烧锅社区、

白山市江源区石人镇榆木桥子社区、延吉市小营镇仁坪社区 5个地方入选。

3.2017 年 12 月 24 日，“长白山人参”品牌新形象发布会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举行。“长

白山人参”品牌发展 8年多来，通过调控产业规模、规范种植业、培育加工业、实施品牌战

略、提高人参质量等一系列措施，目前，吉林人参产业发展呈现出历史最好态势。

4.关于中国第一汽车集团公司变更为中国第一汽车集团有限公司的通知：根据《国务院办

公厅关于印发中央企业公司制改制工作实施方案》（国办发〔2017〕69 号）的要求，经国

务院国资委批准，中国第一汽车集团公司进行了公司制改制，并于 2017 年 12 月 14 日完成

工商变更登记。

更名后的公司名称:

中文全称：中国第一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英文全称：China FAW Group Co.,Ltd

中文简称：延用“中国一汽”

英文简称：FAW

5.12 月 20 日，中国中车核心企业中车长客股份公司与西安地铁公司合资设立的子公司——

西安中车长客公司正式成立，与此同时，西安地铁 4号线首列车也在此成功交付。从此，西

安市迈入了城市轨道交通装备本地化制造行列。

6.近日，人社部、财政部联合印发《企业年金办法》。《办法》将自 2018 年 2 月 1 日起施

行。企业年金是指企业及其职工在依法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基础上，自主建立的补充养老保

险制度。只要参加了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用人单位及其职工，都可以建立企业年金制度。

企业年金所需费用由企业和职工个人共同缴纳。

7. “中原”之外首次发现国家“山祭” ——长白山千年前宝马城遗址露真容。经过近 4

年的考古发掘，考古人员基本摸清了吉林长白山宝马城遗址的基本形制和建筑布局。通过发

现的玉册等文物，考古人员基本确认该遗址为金代长白山神庙故址，这是我国中原地区之外

首次发现的国家“山祭”遗存。宝马城遗址位于吉林省安图县二道镇西北 4 公里处的丘陵南

坡上，与长白山主峰相距约 50 公里。相传唐代一将军在此地得宝马，因此得名。唐宋时期

皇帝册封山岳多用玉册，泰山就曾出土过唐宋时期的禅地玉册。“癸丑”干支对应公元 1193

年，即金章宗明昌四年，根据《金史•礼记》的记载，这一年章宗册封长白山为“开天宏圣

帝”，出土玉册和文献两相印证，加之宝马城选址考究，建筑组群中轴线正对长白山主峰，



因此可以确认宝马城为金代皇家修建的祭祀长白山的神庙。

8.9 月 25 日，2017 中国森林旅游节在上海市开幕。森林旅游节上举行了“全国森林旅游示

范市县”和“中国最美林场”的授牌仪式。吉林省敦化市、临江市获“全国森林旅游示范

县”称号，吉林省蛟河林业实验区管理局、吉林省磐石市江南林场、吉林省通化县石湖林

场、吉林森工集团露水河林业局四湖林场、吉林长白山森工集团八家子林业局先锋林场、

吉林长白山森工集团和龙林业局广坪林场获“中国最美林场”称号。“全国森林旅游示范

县”由国家林业局命名和管理，评选出具备良好的森林风景资源，在森林旅游发展中取得了

显著成绩，对各地森林旅游发展具有重要示范意义的县区级行政区。要求行政区域范围内森

林覆盖率不低于 50%，森林风景资源类型多，生态环境良好，区域内省级及以上森林旅游地

数量不少于 2 处，且至少有 1 处国家级森林旅游地，具有较大的年游客接待量。全国共 33

个县(区)被国家林业局命名为“全国森林旅游示范县”，吉林省敦化市、临江市获“全国

森林旅游示范县”称号。

二、大国外交

1.巴拿马共和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

巴拿马时间 6 月 12 日晚 8 时，巴拿马总统胡安.卡洛斯.巴雷拉(Juan Carlos Varela

Rodriguez)，在国家电视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上，正式向全世界宣布：巴拿马共和国与中华

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任命魏强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巴拿马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

2.特朗普访华

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 11 月 8 日下午抵达北京，开始对中国进行国

事访问。这是特朗普今年初就任美国总统以来首次访华，也是中共十九大胜利闭幕后中方接

待的第一起国事访问。中美两国领导人将就共同关心的重大问题再次进行战略性沟通，在海

湖庄园会晤、汉堡会晤基础上达成新的重要共识，加深相互了解和友谊，促进两国各领域交

流与合作，为新时代中美关系发展描绘蓝图。

三、十九大内容梳理

内容

中美外交破冰之旅 1971 年中美乒乓球团互访

中美关系正常化 1972 年尼克松访华；《中美联合公报》

中美建交 1978 年《中美建交公报》发表，与 1979 年 1 月 1 日正式建交

中首次访美 1985 年国家主席李先念访美

最新美国总统访华 2017 年 11 月美国新任总统特朗普访华

历届访华的美国总统 尼克松、福特、里根、老布什、克林顿、小布什、奥巴马



大会主题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决胜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中国梦不懈奋斗

初心和使命 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

新时代 意味着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

大飞跃，迎来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

意味着科学社会主义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在世界上高

高举起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不断发展，拓展了发展中

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

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

案

主要矛盾 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

盾

四个伟大 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党的建设

新的伟大工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其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党

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七大战略 科教兴国战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可持续发展战略；创新

驱动发展战略；军民融合发展战略；乡村振兴战略

14 条基本方

略

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全面深化改革；坚持新

发展理念；坚持人民当家作主；坚持全面依法治国；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体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坚持总体国

家安全观；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坚持“一国两制”和推进祖国统

一；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坚持全面从严治党

两个重要时

期

从现在起到二〇二〇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期；从十九大到二十大：两

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

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从二〇二〇年到二〇三五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

再奋斗十五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第二个阶段：从二〇三五年到本

世纪中叶，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基础上，再奋斗十五年，把我国建成富强、

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确立

2017 年 10 月 24 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中国共

产党章程（修正案）》的决议，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写入党

章

主要内容

明确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任务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分两步走在本世纪中叶建成富

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明确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

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促进人的

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是“五位一体”、战略布局是“四个全

面”，强调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

明确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

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明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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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确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是建设一支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人

民军队，把人民军队建设成为世界一流军队；

明确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要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

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提出新时代党

的建设总要求，突出政治建设在党的建设中的重要地位

重大意义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

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

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是党和人民实践经验和集体智慧的结晶，是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全党全国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而奋斗的行动指南，必须长期坚持并不断发展

四、新法速递

1.《民法总则》

2017 年 3 月 15 日，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闭幕会高票表决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

总则，并予以公布。《民法总则》将于 2017 年 10 月 1 日实施。

看点一：民事主体——下调了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年龄标准，从 10 周岁降为 8周岁；其中

明确表示，涉及遗产继承、接受赠与等胎儿利益保护的，胎儿视为具有民事权利能力。法人

新分类：营利性法人和非营利性法人；新增民事主体“非法人组织”

看点二：监护制度——老人纳入监护制度保护范围

看点三：民事权利——个人信息和网络虚拟财产受保护

看点四：民事责任——见义勇为鼓励被救者补偿

看点五：诉讼时效——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为三年

2.国歌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法（部分）

奏唱国歌场

合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会议的开幕、闭幕；中国人

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会议和地方各级委员会会议的开幕、闭幕

各政党、各人民团体的各级代表大会等

宪法宣誓仪式；升国旗仪式

各级机关举行或者组织的重大庆典、表彰、纪念仪式等

国家公祭仪式；重大外交活动；重大体育赛事；其他应当奏唱国歌的场合

条 款 奏唱国歌时，在场人员应当肃立，举止庄重，不得有不尊重国歌的行为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A9%AC%E5%85%8B%E6%80%9D%E5%88%97%E5%AE%81%E4%B8%BB%E4%B9%89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AF%9B%E6%B3%BD%E4%B8%9C%E6%80%9D%E6%83%B3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82%93%E5%B0%8F%E5%B9%B3%E7%90%86%E8%AE%BA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A7%91%E5%AD%A6%E5%8F%91%E5%B1%95%E8%A7%82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A9%AC%E5%85%8B%E6%80%9D%E4%B8%BB%E4%B9%89%E4%B8%AD%E5%9B%BD%E5%8C%96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A9%AC%E5%85%8B%E6%80%9D%E4%B8%BB%E4%B9%89%E4%B8%AD%E5%9B%BD%E5%8C%96


国歌不得用于或者变相用于商标、商业广告，不得在私人丧事活动等不适宜

的场合使用，不得作为公共场所的背景音乐等

在公共场合,故意篡改国歌歌词、曲谱,以歪曲、 贬损方式奏唱国歌，或者

以其他方式侮辱国歌的，由公安机关处以警告或者十五日以下拘留；构成犯

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3.刑法修正案（十）

刑法修正案（十）

国旗国徽
在公共场合，故意以焚烧、毁损、涂划、玷污、践踏等方式侮辱中华人民共

和国国旗、国徽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

国歌
在公共场合，故意篡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歌词、曲谱，以歪曲、贬损方式

奏唱国歌，或者以其他方式侮辱国歌，情节严重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

五、科技成就

时间 航天器 发射地 意义

2016.8.16 墨子号 酒泉 世界首颗量子科学实验卫星。

2016.9.15 天宫二号 酒泉 我国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太空实验室

2016.9.25 超级天眼 贵州

平塘

全球最大口径射电望远镜 FAST，味着中国可以正式开始收

听来自太空深处的无线电波，探秘宇宙变迁、地外新星和生

命体。

2016.11.3 长征五号 文昌 我国最大推力新一代运载火箭，运载能力进入国际先进行

列。

2017.1.9 林业一号 酒泉 我国首颗林业卫星卫星发射成功，标志着吉林省乃至我国

林业管理开始进入了“空天地”一体化的新时代。

2017.4.12 实践十三

号

西昌 我国首颗高通量通信卫星，也是我国技术试验和示范应用

成功结合的典范。

2017.4.20 天舟一号 文昌 我国首个货运飞船

2017.6.15 慧眼 酒泉 我国首颗硬 X 射线调制望远镜卫星“慧眼”在酒泉成功发

射，人类第一次直接探测到来自双中子星合并的引力波

2017.6.19 中星 9A 西昌 中星 9A 卫星，是我国首颗国产广播电视直播卫星

2017.9.29 遥感三十

号

西昌 遥感三十号卫星采用多星组网模式，主要用于开展电磁环境

探测及相关技术试验。

2017.11.5 北斗三号 西昌 是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后实施的首次航天发射，标志着中

国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步入全球组网新时代。

2017.11.15 风云三号

D 星

太原 作为我国第二代极轨气象卫星“风云三号”系列的第四位成

员，风云三号 D 星将帮助人们更早获知未来天气状况，降低

自然灾害对经济社会的影响。

2017.11.25 遥感三十 西昌 进一步提高了相关预测的准确度



号 02 组

星

六、祖国骄傲

1、港珠澳大桥：是东亚建设中的跨海大桥，连接香港大屿山、澳门半岛和广东省珠海市，

全长为 49.968 公里，主体工程“海中桥隧”长 35.578 公里。2017 年 5 月 2日，港珠澳大

桥沉管隧道顺利合龙。7 月 7 日，港珠澳大桥海底隧道段的连接工作顺利完成。是世界上最

长的海底沉管隧道。

2、由中国铁路总公司牵头组织研制、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的中国标

准动车组有了一个响亮的名号—— “复兴号”。

3、C919 飞机： C919 中型客机（COMAC C919）是中国首款按照最新国际适航标准研制的干

线民用飞机，C 是 China 的首字母，也是商飞英文缩写 COMAC 的首字母，第一个“9”的寓

意是天长地久，“19”代表的是中国首型中型客机最大载客量为 190 座。C919 中型客机是

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标志性工程，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2017 年 5 月 5 日，C919 在浦东机

场首飞。

4、11 月 25 日，从教育部网站获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网站发布消息，我国申报的甲骨文

顺利通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工程国际咨询委员会的评审，成功入选《世界记忆名

录》。

5.中国天眼：2017 年 10 月 10 日，中科院国家天文台宣布，“中国天眼”发现 2 颗新脉冲

星，距离地球分别约 4100 光年和 1.6 万光年。这是中国射电望远镜首次发现脉冲星。南仁

东，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研究员，FAST 工程总工程师兼首席科学家，吉林辽源人。1994

年始，主持完成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项目——500 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的选

址、立项、可行性研究及初步设计，主编科学目标，指导各项关键技术的研究及其模型试验。

2017 年 10 月因病逝世。

6.长客股份有限公司：中车长春轨道客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客股份公司）前身长春

客车厂始建于 1954 年，是国家“一五”期间重点建设项目之一。2002 年 3 月改制为股份公

司。目前，中车长客已成为行业内唯一一家同时拥有高速列车系统集成国家工程实验室、

国家轨道客车系统集成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国家级技术中心、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和技能大

师工作室 5 个国家级研发试验机构的企业。以自主研发的 CRH5 型动车组网络控制系统为标

志，中国高铁核心技术完成了从“国产化”向“自主化”的转变，中车长客带着它的标准动

车组从此走上了世界大舞台的中央。

统计显示，凭借公司自主研发的“复兴号”中国标准动车、CRH380BL、CRH380CL、CRH380BG

高寒动车组等铁路客车产品以及不锈钢地铁车、铝合金轻轨车、单轨列车、无人驾驶地铁车

等 60 多种城市轨道车辆产品，中车长客各项关键指标再创历史新高，由国内走向国际。

2017年10月由中车长春轨道客车股份有限公司研制的首批美国波士顿橙线地铁车顺利

下线。该车是国内首批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美标地铁车，计划今年 12 月运抵美国。

服务 2022 年北京冬奥会的“奥运高铁”设计方案 5 日对外披露。京张高铁智能动车组

设计方案中选单位——中车长客股份公司当日称，列车在智能、绿色、环保、节能等方面均

较“复兴号”动车组有提升。

一款能够适应高寒地区检测需求的“高铁医生”——时速 350 公里高寒综合检测列车在

中车长春轨道客车股份有限公司下线。

https://baike.so.com/doc/553962-586545.html
https://baike.so.com/doc/5797181-6009976.html


李万君，中车长客股份公司高级技师。2016 年被中组部授予“全国优秀共产党员”荣

誉称号。为了在外国对我国高铁技术封锁面前实现“技术突围”，李万君凭着一股不服输的

钻劲儿、韧劲儿，一次又一次地试验，取得了一批重要的核心试制数据，积极参与填补国内

空白的几十种高速车、铁路客车、城铁车转向架焊接规范及操作方法，先后进行技术攻关

100 余项。

七、重要会议

1.2017 年亚太经合组织峰会（APEC 峰会），于 2017 年 11 月在越南中部城市岘港举行，会

议的主题为“打造全新动力，开创共享未来”。

2. 第四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于 2017 年 12 月 3 日至 5 日在浙江乌镇举办，本届大会的主题为

“发展数字经济，促进开放共享——携手共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

八、杨利伟荣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空间科

学奖章”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10 月 27 日在巴黎总部首次将评选出“空间科学奖章”授予包括中国

航天员杨利伟在内的 4 名宇航员，以表彰其在推动空间科学发展所作出的卓越贡献。

与杨利伟一起获得此项殊荣的还有：世界首位进入太空的女性、苏联宇航员瓦莲京娜·捷列

什科娃、古巴首位进入太空的宇航员阿纳尔多·塔马约·门德斯以及国际空间站首位日本宇

航员若田光一。

九、吉林省 5A 级风景区（6 个）

伪满皇宫博物院、长白山、净月潭景区、长影世纪城、敦化六鼎山，2017 年确认的第

六家是长春世界雕塑公园。

十、第十一届中国—东北亚博览会在长春成

功举办

9 月 1 日，第十一届中国—东北亚博览会在长春国际会展中心开幕。本届博览会将历时



5 天，共设智能制造馆、金融创新馆、香港商品馆、台湾商品馆、国际商品馆、对外开放合

作展示馆、食品医药馆、文化旅游馆等 9个展馆，展馆总面积达到 6.24 万平方米。本次东

北亚博览会主题为“创新、开放、包容、合作”，突出智能制造，围绕机器人、3D 打印等

前沿技术，聚焦制造业的服务化问题、“互联网+”问题等，开展一系列的展览展示、会议

论坛和经贸洽谈活动。

本届东北亚博览会的圆满结束，标志着下一届东北亚博览会筹备工作开始。第十二届中

国—东北亚博览会将于 2019 年在长春市举办。

十一、历史人文

1.古代重要战争

★西周与商朝：牧野之战

★春秋战国时期：桂陵之战（魏赵之间）、马陵之战（齐魏）、长平之战（秦赵）

★项羽和秦军：巨鹿之战（历史上以少胜多的战役）

★曹操与袁绍：官渡之战（历史上以少胜多的战役）

★孙权刘备与曹操：赤壁之战（历史上以少胜多的战役）

★东晋与前秦：淝水之战 （历史上以少胜多的战役）

2.太平盛世

★西汉：文景之治

★东汉：光武中兴

★隋朝：开皇之治

★唐朝：贞观之治、永徽之治、开元盛世、

★宋朝：咸平之治（北宋真宗）

★明朝：永乐盛世、仁宣之治、弘治中兴

★清朝：康乾盛世、同光中兴

3. 诸子百家

学派 人物 时

代

著作 观点

儒家

孔子 春

秋

编纂《春秋》，

修订“五经”

有教无类。主张“德治”、“礼”、“仁”、“中庸之道”

的思想。其弟子作《论语》，记叙其言行。创立私学四书：

《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五经：《诗》《书》

《礼》《易》《春秋》

孟子 战

国

《孟子》 性善论；“仁政”；民贵君轻；“亚圣”

荀子 战

国

《荀子》 性恶论。朴素唯物主义。“舟水之喻”——君者,舟也;庶

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

道家 老子 春

秋

《道德经》朴

素的辩证法

、“道”是天地万物的根源；无为而治、小国寡民的政治

思想；“愚民政策”；“无为而治”“上善若水”；

庄子 战

国

《庄子》，又

称《南华经》

“天人合一”“清静无为”“庖丁解牛”“庄周梦蝶”“鹏

程万里”《齐物论》《逍遥游》；“绝对精神自由”

法家 商鞅、 战 《商君书》、 以法治国。经济上主张废井田，重农抑商、奖励耕战；政



十二、省情概况

吉林省：简称“吉”，位于中国东北地区的中部。吉林省在全国的位置主要体现为三个

大约 2%：面积 18.74 万平方公里，占全国的 1.95%；人口 2739.55 万人，占全国的 2.05%；

2010 年 GDP 达到 8577.06 亿元，占全国的 2.14%。现辖 1 个副省级市、7 个地级市、延边

朝鲜族自治州和长白山管委会，60 个县(市、区)。省会长春市，是全省政治、经济、科教、

文化和金融、交通的中心，中国特大城市之一，是著名的“汽车城”、“电影城”、“文

化城”、“森林城”和“雕塑城”。

吉林省处于日本、俄罗斯、朝鲜、韩国、蒙古与中国东北部组成的东北亚的中心地带，

东部与俄罗斯接壤，东南部以图们江、鸭绿江为界，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相望，边境

线总长 1 438.7 千米。其中中俄边境线 232.7 千米，中朝边境线 1 206 千米。南连辽宁省，

西接内蒙古自治区，北邻黑龙江省。全省共有 8 个市、1 个自治州，共 60 个县（市）、区。

吉林省属于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四季分明。春季干燥多风，夏季温暖多雨，秋季晴凉

温差大，冬季寒冷漫长。吉林省地貌形态差异明显。地势由东南向西北倾斜，呈现明显的东

南高、西北低的特征。地貌类型主要有火山地貌、侵蚀剥蚀地貌、冲洪积地貌和冲积平原地

貌。吉林省是著名的“东北三宝”的主产地。“东北三宝”即人参、貂皮、鹿茸。

十三、吉林八景

一、长白仰雪：白山市（抚松县、长白县）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安图县）长白山自然保护区

——长白飞瀑

二、王城遗韵：通化市（集安市）高句丽古代贵族陵墓和王城

三、向海舞鹤：白城市（通榆县）向海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四、鸡鸣三疆：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珲春市）防川风景区——一眼望三国

韩 非

（集大

成者）

国 《韩非子》 治上主张废分封，设郡县，实行君主专制，加强中央集权。

富国强兵。不法古、不循今。主张“法术势”兼用的法治。

墨家 墨子 战

国

《墨子》 十大主张：兼爱、非攻；“尚贤、尚同”；“节用，节葬，

非乐”；尊天、事鬼、非命；科学：小孔成像、力学、光

学、几何学等，墨守成规

兵家 孙武、

孙膑

春

秋

战

国

《孙子兵法》

《孙膑兵法》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三十六计；兵家鼻祖；世界第一部

兵书

名家 公孙龙 战

国

《公孙龙子》 逻辑学

杂家 吕不韦 战

国

《吕氏春秋》 “兼儒墨、合名法”集合众说，兼收并蓄

阴阳

家

邹衍 战

国
"五德终始" "五德"指五行的属性，即土德、木德、金德、水德、火德。

按阴阳家的说法，宇宙万物与五行对应，各具其德。



五、深宫尘史：长春市伪满皇宫博物院

六、寒江雪柳：吉林市松花湖景区及雾凇

七、净月神秀：长春市净月潭风景区

八、冰湖腾鱼：松原市（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查干湖冬捕景区

十四、白山市情

白山市，位于吉林省长白山西侧，东经 126°7'至 128°18',北纬 41°21'至 42°48'。

东与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相邻；西与通化市接壤；北与吉林市毗连；南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

和国惠山市隔鸭绿江相望。山市境内著名旅游景点主要有长白山天池、杨靖宇将军陵园等。

白山市属北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是吉林省最寒冷地区。春季昼夜温差大；夏季短，温热多

雨；秋季凉爽，多晴朗天气；冬季长，干燥寒冷。

全市有林地面积 14761 平方公里，境内森林覆盖率达 83%，人均森林蓄积量 167 立方米，

相当于全国人均森林蓄积量的 19 倍，是中国的主要木材产区之一。联合国“人与生物圈”

长白山自然保护区有 60%的面积在白山市。古老茂密的原始森林为野生动植物提供了优越的

繁衍生息的条件，是东北“三宝”―人参、貂皮、鹿茸角的故乡。

 境内野生动物 350 余种，其中国家规定的保护动物东北虎、棕熊、马鹿、猞猁、香獐等珍

禽异兽有 37 种之多。还有 2300 多种野生植物中，经济植物 1500 余种，其中人参、灵芝、

高山红景天、五加参、天麻、月见草等药用植物 900 多种，白丁香、铃兰、夜来香、天女木

兰等芳香植物 200 余种，绿色食用植物有木耳、山芹菜、蕨菜、薇菜、松籽、蘑菇等 200

余种。经济植物以野山参、园参最为着名，人工种植园参已有 300 多年历史，是全国重要的

人参种植、加工、销售集散地。丰富的特产资源造就了一批“名乡”，抚松县被国家评为“中

国人参之乡”、靖宇县被评为“中国西洋参之乡”和“中国长白山矿泉城”、八道江区被

评为“中国林蛙之乡”、临江市被评为“中国红景天之乡”。

白山地区已发现煤、铁矿石、石英砂、硅石、滑石、硅藻土、膨润土、石膏、水晶浮石、

火山渣、大理石、高岭石、玛瑙、铅、锌、铜、镁、金、锑、银、磷等金属和非金属矿 100

多种，占全省发现矿产的 73%。目前已探明储量的有 36 余种，矿产储量大、品位高，成矿

条件好。境内临江市硅藻土产品远销亚太地区，江源区、浑江区列入全国 60 个重点产煤县

之列，白山矿产资源开发前景十分广阔。

十五、“八一勋章”

2017 年 6 月，经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批准，中国军队新设立“八一勋章”，并组织开

展首次评选。授予在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中建立卓

越功勋的军队人员。

2017 年 7 月 28 日，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命令，授予在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

利益，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中建立卓越功勋的原 91708 部队副部队长麦贤得、海军工

程大学电气工程学院电力电子技术研究所主任马伟明、空军指挥学院原训练部副部长李中

华、96722 部队 71 分队班长王忠心、解放军航天员大队航天员景海鹏、原国防科工委科学

https://baike.so.com/doc/2563913-2707673.html
https://baike.so.com/doc/5339595-5575037.html
https://baike.so.com/doc/4733236-4948168.html
https://baike.so.com/doc/6534588-6748326.html
https://baike.so.com/doc/7020901-7243803.html
https://baike.so.com/doc/5411176-564927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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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baike.so.com/doc/431451-456893.html


技术委员会正军职常任委员程开甲、山东省枣庄军分区政治委员韦昌进、武警新疆维吾尔自

治区总队某支队支队长王刚、原 81032 部队副军职调研员冷鹏飞、云南省公安边防总队普洱

市支队支队长印春荣等同志“八一勋章”。

“八一勋章”采用了八一军徽、五角星、利剑、旗帜、光芒和长城、橄榄枝等设计元

素。五角星衬托八一军徽，表明中国人民解放军从红军走来，并象征军队至高荣誉；五个利

剑组合与五角星相呼应，象征我军是听 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人民军队，具有坚

不可摧的向心力凝聚力战斗力；旗帜、光芒，象征受勋者在 党的旗帜引领下取得辉煌成绩，

其事迹和精神也具有旗帜般导向作用，是全军官兵学习的榜样；长城，象征人民军队忠实履

行 党和人民赋予的神圣使命，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橄榄枝，象征中国坚

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以及人民军队为捍卫世界和平做出的突出贡献。一般每五年授予一

次。

十六、2017 年新设立的纪念日

4.21 世界创新日

5.10 中国品牌日

5.30 全国科技工作者日

6 月第二个星

期六

自然和文化遗产日

8.25 预防残疾日

十七、党建治国理念

新民主主义革命

及社会主义建设

初期

“两个务必”：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

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群众路线：群众路线是实现党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的根本的

工作路线。“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三大作风”：理论联系实践、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大法宝”：武装斗争、统一战线、党的建设

三大外交方针：“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一边倒”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

平等互利、和平共处

改革开放及社会

主义现代化建设

时期

社会主要矛盾：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

盾

基本路线：“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

社会主义本质：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

终达到共同富裕

https://baike.so.com/doc/748606-792381.html
https://baike.so.com/doc/854768-903783.html
https://baike.so.com/doc/6524902-6738634.html
https://baike.so.com/doc/6596018-6809800.html


十八、2017 年诺贝尔奖

奖项 简介 2017

物理学奖 是 1900 年 6 月根据诺贝尔的

遗嘱设立的，属诺贝尔奖之

北京时间 10 月 4日，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将

2017年度诺贝尔物理学奖授予美国麻省理工

“和平统一、一国两制”：一个中国，两制并存，高度自治，尽最大努力

争取和平统一，但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

“真正的不结盟”：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韬光养晦、有所作

为、善于守拙、决不当头的外交方针

改革开放：1978 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

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重大历史性决策

20 世纪 90 年代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中国共产党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

求，中国共产党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中国共产党要始终

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三讲运动”：1995 年，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

第四代领导集体

科学发展观：核心，以人为本；基本要求，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

统筹兼顾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

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

社会主义荣辱观：八荣八耻

十八大以来

“四个全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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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个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理论自信、文化自信

四个意识：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

三严三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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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学一做”：“1. 学习共产党党章党规，2.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

列重要讲话精神，3. 做合格党员”

“十三五”发展理念：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

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中国梦：2012 年 11 月 29 日。习总书记把“中国梦”定义为“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梦想”，并且表示这个梦“一

定能实现”。“中国梦”的核心目标也可以概括为“两个一百年”的目标，

也就是：到 2021 年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和 20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 100 周年时，逐步并最终顺利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具体表现是国

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实现途径是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弘扬民族精神、凝聚中国力量，实施手

段是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文明五位一体建设

新型民族关系：平等、团结、互助

http://baike.baidu.com/view/1893.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61891.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6759.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5197371.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5197371.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98530.htm
http://baike.baidu.com/subview/9440/5063341.htm
http://baike.baidu.com/subview/9440/5063341.htm
http://baike.baidu.com/subview/9440/506334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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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由瑞典皇家科学院颁发奖

金

学院教授雷纳·韦斯、加州理工学院教授基

普·索恩和巴里·巴里什，以表彰他们在 LIGO

探测器和引力波观测方面的决定性贡献

化学奖 由瑞典皇家科学院评定 2017 年诺贝尔化学奖颁给雅克·杜波切特、

阿希姆·弗兰克和理查德·亨德森，表彰他

们发展了冷冻电子显微镜技术，以很高的分

辨率确定了溶液里的生物分子的结构

生理学或医

学奖

由瑞典皇家卡罗林医学院评

定

2017 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揭晓，杰弗

里·霍尔， 迈克尔·罗斯巴什和迈克尔·杨

共同获奖。以表彰他们发现了控制昼夜节律

的分子机制；2015 年 10 月，屠呦呦获得诺

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理由是她发现了如何

将青蒿素从青蒿中更高效率地提取出来，这

种药品可以有效降低疟疾患者的死亡率

文学奖 由瑞典文学院评定 2017 年 10 月 5 日，日裔英国作家石黑一雄

获 2017 年诺贝尔文学奖。中国作家莫言获得

2012 年诺贝尔文学奖

和平奖 诺贝尔和平奖不与其他奖项

一起在瑞典颁发，而是在挪威

首都奥斯陆。和平奖的评奖委

员会是由 5 人组成的挪威诺

贝尔委员会，其成员由挪威议

会任命

2017 年 10 月 6 日，非政府组织（NGO）“国

际废除核武器运动”（ICAN）荣获 2017 年诺

贝尔和平奖

经济学奖 诺贝尔经济学奖是瑞典国家

银行为纪念阿尔弗雷德·诺贝

尔而设立的奖项，也称瑞典银

行经济学奖。1968 年起，奖

项由瑞典皇家科学院每年颁

发一次，颁奖遵循对人类利益

做出最大贡献的原则

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将 2017 年诺贝尔经济

学奖授予芝加哥大学教授理查德·塞勒，表

彰其在行为经济学领域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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