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选择华图 赢在“事”途 

通用知识 考前三十分 

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 

2、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变化 

习近平总书记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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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4、形成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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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从二〇二〇年到本世纪中叶可以分两个阶段来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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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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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2018 年两会 

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3 月 5 日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开幕。李克强在报告中提出了 2018

年发展主要预期目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 6.5%左右；居民消费价格涨幅 3%左右；城镇新增就业 1100 万人

以上，城镇调查失业率 5.5%以内，城镇登记失业率 4.5%以内；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基本同步；进出口

稳中向好，国际收支基本平衡；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下降 3%以上，主要污染物排放量继续下降；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取得实质性进展，宏观杠杆率保持基本稳定，各类风险有序有效防控。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 3 月 3 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开幕。人民政协要

把学习贯彻中共十九大精神作为重大政治任务，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统揽政协工作

的总纲，把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巩固共同思想政治基础的主轴，把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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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计出力作为工作主线，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新发展理

念，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团结和民主两大主题，围绕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

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认真履行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职能，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

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作出新的贡献。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新时代“三农”工作的总抓手，要抓好“三个重大”：制定重大规划，从产业发

展、乡村布局、土地利用、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等方面进行科学谋划，一张蓝图干到底；出台重大政策，

推动体制机制创新；实施重大行动，真金白银地投，真刀真枪地干。韩长赋表示，农村宅基地属于农村集

体所有，在现行政策下不允许买卖。 

三、《关于在一定期限内适当限制特定严重失信人乘坐火车推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意见》  



 

 

国家发改委网站发出《意见》指出，严重影响铁路运行安全和生产安全有关的行为责任人被公安机关

处罚或铁路站车单位认定的 7 种行为，可对行为责任人采取限制乘坐火车的举措： 

扰乱铁路站车运输秩序且危及铁路安全、造成严重社会不良影响的；在动车组列车上吸烟或者在其他

列车的禁烟区域吸烟的；查处的倒卖车票、制贩假票的；冒用优惠（待）身份证件、使用伪造或无效优惠

（待）身份证件购票乘车的；持伪造、过期等无效车票或冒用挂失补车票乘车的；无票乘车、越站（席）

乘车且拒不补票的；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应予以行政处罚的。 

《意见》规定，行为责任人发生严重影响铁路运行安全和生产安全有关行为第 1～3、7 条的，各铁路

运输企业限制其购买车票，有效期为 180天，自公布期满无有效异议之日起计算。 

四、马克思诞辰 200 周年  

2018年是马克思诞辰 200 周年。马克思，1818年 5月 5日-1883 年 3 月 14日，是伟大的思想家、政

治家、哲学家、经济学家、革命理论家、社会学家、社会学三巨头之一、千年第一思想家。他的主要著作

有《资本论》 、《共产党宣言》。他是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第一国际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全世界无产阶

级和劳动人民的伟大导师。 无产阶级的精神领袖，当代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1848年《共产党宣言》的

发表，标志着马克思主义思想的诞生。因此，2018年为马克思主义思想诞生 170 周年。 

五、改革开放 40 周年 

1978 年 十一届三中全会 邓小平提出了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 

1980 年 经济特区 深圳、珠海、汕头、厦门 

1988 年 经济特区 海南 

改革的性质 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 

改革、发展、稳定关系 改革是动力、发展是目的、稳定是前提 

改革开放地位 强国之路-十三大 

1992 年 十四大 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为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2013 年 十八届三中全会 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

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的现代化；五位一体和军队改革 

2017 年 十九大 全面深化改革纳入习近平新时代中特思想并写入党章 

2018 年 两会 国家机构改革 

六、周年大事记 

1898 年 戊戌变法、北大建校 120 周年 

1908 年 钦定宪法大纲 110 周年 

1918 年 一战结束 狂人日记发表 100 周年 

1928 年 工农武装割据思想 东北易帜 90 周年 

1938 年 台儿庄大捷 《论持久战》 80 周年 

1948 年 三大战役 长春解放  五一口号 70 周年 

1958 年 广西壮族、宁夏回族自治区 60 周年 

1968 年 因特尔公司成立 50 周年 

1978 年 十一届三中 改革开放 《中日和平友好条约》 

《中美建交公报》 

40 周年 

1988 年 海南经济特区成立 30 周年 

1998 年 中国与南非建交 20 周年 



 

 

2008 年 汶川地震、奥运会 10 周年 

七、近期航天成就 

时间 航天器 发射地 意义 

2018.1.19 吉林一号 07 星、08 星 酒泉 该组卫星将与此前发射的 8 颗吉林一号卫星组网，为政府部门、

行业用户等提供遥感数据和产品服务。 

2018.2.2 张衡一号 酒泉 这标志我国成为世界上少数拥有在轨运行高精度地球物理场探

测卫星的国家之一｡ 

2018.4.26 珠海一号 02 组卫星 酒泉 一箭五星 

2018.5.21 鹊桥号中继星 西昌 鹊桥号中继星是世界首颗运行于地月拉格朗日 L2 点的通信卫

星，将为年底择机实施的嫦娥四号月球探测任务提供地月间的

中继通信。 

八、2018 年重要会议及主题 

时间 会议及大事 主题 

2018.5.16 第二届世界智能大会 智能时代：新进展、新趋势、新举措 

2018.4.24 首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 以信息化驱动现代化，加快建设数字中国 

2018.4.22 世界地球日 珍惜自然资源 呵护美丽国土——讲好我们的地球故事 

2018.4.8 博鳌亚洲论坛 开放创新的亚洲，繁荣发展的世界 

2018.3.26 “新时代上海合作组织新发

展”国际智库论坛 

围绕“新时代”和“新发展”两大主题 

2018.2.2 世界湿地日 湿地——城镇可持续发展的未来 

九、中国品牌日标识出炉 

3 月 21 日，中国品牌日标识正式对外发布，该标识为一枚由篆书“品”字为核心的三

足圆鼎形中国印，象征品牌引领经济向高质量发展。首届中国自主品牌博览会和中国品牌

发展国际论坛将于 5 月 10 日在上海举行。 

十、2018 年宪法修正案 

章节 位置 原内容 修改为 

序言 
第 十 一

自然段 

平等、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已

经确立，并将继续加强。 

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已经确立，并将继

续加强。 

第一条 第二款 
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

制度。 

后增写一句内容为：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最本质的特征。 

第三条 第三款 
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都由

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对它负责，受它监督。 

国家行政机关、监察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都由人民

代表大会产生，对它负责，受它监督。 

第六十七条 
增 加 一

项 

作为第十一项，第十一项至第二十一项，

相应改为第十二项至第二十二项。 

（十一）根据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的提请，任免国家监

察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第七十九条 第三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副主席每届任期同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每届任期相同，连续任职不

得超过两届。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副主席每届任期同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每届任期相同。 

  

第一百二十三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各级监察委员会是国家的监察机关。 

第一百二十五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监察委员会是最高监察机关。 

国家监察委员会领导地方各级监察委员会的工作，上级监

察委员会领导下级监察委员会的工作。 



 

 

第一百二十六条 

国家监察委员会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负责。地方各级监察委员会对产生它的国家权力

机关和上一级监察委员会负责。 

第一百二十七条 

监察委员会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监察权，不受行政机

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 

监察机关办理职务违法和职务犯罪案件，应当与审判机

关、检察机关、执法部门互相配合，互相制约。 

十六、省情概况  

吉林省：简称“吉”，位于中国东北地区的中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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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连辽宁省，西接内蒙古自治区，北邻黑龙江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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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辽源市：辽源市位于吉林省中南部，地处东辽河、辉发河上游。因东辽河发源于此而得名，地理概貌

为“五山一水四分田”。 下辖东丰、东辽两县，龙山、西安两区和一个省级经济开发区。辽源历史比较悠

久，文化底蕴丰厚。青铜器时代就有人类活动，是满族重要发祥地之一，清代被辟为皇家“盛京围场”。辽

源因首开中国人工驯养梅花鹿之先河，被誉为“中国梅花鹿之乡”。国内袜业也是最大项目的东北袜业纺织

工业园在辽源正式开工建设，成为“中国棉袜之乡”。以其浓郁的东北黑土地文化，亦享有中国民间文化艺

术（剪纸）之乡，中国民间艺术（二人转）之乡，中国农民画之乡，中国琵琶之乡等美誉。全市属于半湿

润中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一年四季分明，春季干燥多风，夏季湿热多雨，秋季气爽温凉，冬季严寒低温

长。 辽源市地域早在新石器时代已有人类劳动、繁衍、生息。 

十九、吉林省重要新闻（2018 年） 

1.在 2 月 22 日晚结束的平昌冬奥会短道速滑男子 500 米的决赛中，我省选手武大靖以 39 秒 584 创世

界纪录成绩夺得冠军。。 

2.景俊海省长《求是》发文：东北振兴人是关键 

3.4 月 23 日下午，省党政代表团抵达宁波市进行学习考察，并举行吉林省-宁波市交流合作暨推进延边

州-宁波市扶贫协作座谈会。省委书记巴音朝鲁出席会议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景俊海介绍吉林省经济

社会发展情况。 

4.1 月 19 日 12 时 12 分，我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用长征十一号运载火箭成功发射“吉林一号”视频

07、08 星（“德清一号”和“林业二号”），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至此，“吉林

一号”星座在轨运行卫星数量达到 10 颗。由于“德清一号”主要为浙江省德清县、湖州莫干山高新技术产

业开发区提供遥感应用服务，意味着“吉林一号”星座合作首次突破地域限制。“德清一号”“林业二号”

卫星是由长光卫星技术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的商用高分辨率光学遥感卫星，同属“吉林一号”卫星工程，该

工程由 60 颗卫星组成。 

5.吉林省万晓白、武大靖日前被团中央、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联合授予第 22 届“中国青年五四奖章”

荣誉称号。 

6.2018 吉林大米文化浙江宣传月启动仪式暨“吉田众筹”私人订制认购推介会在杭州大剧院盛装揭幕。

这是继 2017 吉林大米文化节后，吉浙两省粮食部门落实两省对口合作的又一重大举措，也是吉林大米品牌

建设工作的又一亮点。副省长李悦出席启动仪式。 

7.为深入开展吉浙两省旅游对口合作，夯实“千万游客互换行动”，“浙里出发·去吉林”吉林旅游大



 

 

型交流推广活动将于 22 日在杭州全面启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