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选择华图 赢在“事”途  

通用知识 考前三十分 

一、十九大 

（一）、新提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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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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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大会的主题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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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中国将成立组建四大新机构 

1、就是成立中央全面依法治国领导小组。2、成立国有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和自然生态监管机构。

3、组建退役军人管理保障机构。4、就是组建国家省市县监察委员会。 

（四）《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 

1、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写入党章 

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写入党章 

3、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写入党章 

4、党章根据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作出相应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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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写入党章 

6、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写入党章 

7、人类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写入党章 

坚持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兴军、依法治军，建设一支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人

民军队，切实保证人民解放军有效履行新时代军队使命任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坚持正

确义利观，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遵循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等内容写

入党章。 

8、全面从严治党、四个意识写入党章 

9、“党是领导一切的”写入党章 

大会认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

大优势。 

10、实现巡视全覆盖、推进“两学一做”写入党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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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

协第十二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向大会作的工作报告提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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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  

3 月 23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监察委员会在北京揭牌，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宪

法修正案和监察法，产生国家监察委员会及其领导人员，标志着中国特色国家监察体制已经形成。 

人员 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县级以上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选举或者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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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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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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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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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持伪造、过期等无效车票或冒用挂失补车票乘车的； 

五、无票乘车、越站（席）乘车且拒不补票的；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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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任命的国家工作人员，以及各级人民政府、监察委员会、人民法院、人

民检察院任命的国家工作人员，在就职时应当公开进行宪法宣誓 

誓词 

我宣誓：忠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维护宪法权威，履行法定职责，忠于

祖国、忠于人民，恪尽职守、廉洁奉公，接受人民监督，为建设富强民主

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努力奋斗 

单独宣誓 宣誓人应当左手抚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右手举拳，诵读誓词 

集体宣誓 
集体宣誓时，由一人领誓，领誓人左手抚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右

手举拳，领诵誓词；其他宣誓人整齐排列，右手举拳，跟诵誓词。 

形式要求 

宣誓场所应当庄重、严肃，悬挂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或者国徽。宣誓仪式

应当奏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负责组织宣誓仪式的机关，可以根据本决

定并结合实际情况，对宣誓的具体事项作出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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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逢 8 的大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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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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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遥感三十号02

组星 

西昌 进一步提高了相关预测的准确度 

2017.12.11 阿尔及利亚通

信 1 号卫星 

西昌 长征三号乙运载火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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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酒泉 一箭五星 



 

 

组卫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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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春国际马拉松 

《奔跑中国·将改革进行到底》系列主题赛 2018长春国际马拉松第一次新闻发布会在

长春体育中心新闻发布厅举行。以“北国春城，幸福奔跑”为主题的本届赛事于 5月 27日

鸣枪开赛。2018长春国际马拉松继续沿用上一届“北国春城 幸福奔跑”的主题以及赛事 Logo，

充分展现长春改革蒸蒸日上、人民安居乐业、健康向上的精神风貌。 

十一、2018 年宪法修正案 

章节 位置 原内容 修改为 

序 

言 

第七自然

段 

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

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指引下 

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

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

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指引下 

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

精神文明协调发展，把我国建设

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

义国家 

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

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把我国建

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

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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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国人

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

员会行使

下 列 职

权”中第

六项 

（六）监督国务院、中央军

事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

人民检察院的工作 

（六）监督国务院、中央军事委员会、

国家监察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

民检察院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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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零

一条 

第二款 

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

代表大会选举并且有权罢免本

级人民法院院长和本级人民检

察院检察长。 

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

举并且有权罢免本级监察委员会主任、本

级人民法院院长和本级人民检察院检察

长。 

第一

百零

三条 

第三款 

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组成人

员不得担任国家行政机关、审判

机关和检察机关的职务。 

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的组成人员不得担任国家行政机

关、监察机关、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的职

务。 

第一

百零

四条 

 
监督本级人民政府、人民法

院和人民检察院的工作 

监督本级人民政府、监察委员会、人

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的工作 

十二、快递暂行条例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快递暂行条例》，自 2018 年 5 月 1 日起施行。 

重要条款 

第四章 快递服务 

第二十一条 经营快递业务的企业在寄件人填写快递运单前，应当提醒其阅读快递服务合同

条款、遵守禁止寄递和限制寄递物品的有关规定，告知相关保价规则和保险服务项目。 

寄件人交寄贵重物品的，应当事先声明；经营快递业务的企业可以要求寄件人对贵重物品



 

 

予以保价。 

第二十二条 寄件人交寄快件，应当如实提供以下事项： 

（一）寄件人姓名、地址、联系电话；（二）收件人姓名（名称）、地址、联系电话； 

（三）寄递物品的名称、性质、数量。 

除信件和已签订安全协议用户交寄的快件外，经营快递业务的企业收寄快件，应当对寄件人

身份进行查验，并登记身份信息，但不得在快递运单上记录除姓名（名称）、地址、联系电话以

外的用户身份信息。寄件人拒绝提供身份信息或者提供身份信息不实的，经营快递业务的企业

不得收寄。 

十三、重要纪念日 

（一）中国宪法日——12 月 4 日。2014 年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

会议通过。 

（二）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12 月 13 日。2014 年，首次公祭仪式在南京举行。 

（三）烈士纪念日——9 月 30 日。2014 年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

议通过。 

（四）中国航天日——4 月 24 日。国务院批复自 2016 年起设立，1970 年 4 月 24 日，中国

酒泉，“东方红”一号发射升空。 

（五）中华慈善日——9 月 5 日。2015 年，慈善法规定。 

（六）中国品牌日——5 月 10 日。国务院 2017 年批准设立。 

（七）中国医师节——8 月 19 日。国务院同意自 2018 年起设立。 

    十四、2017《感动中国》致敬团体——塞罕坝林场建设者 

    56 年来，河北塞罕坝林场的建设者们听从党的召唤，在“黄沙遮天日，飞鸟无栖树”

的荒漠沙地上艰苦奋斗、甘于奉献，创造了荒原变林海的人间奇迹，用实际行动诠释了绿水

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铸就了牢记使命、艰苦创业、绿色发展的塞罕坝精神。他们的事

迹感人至深，是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一个生动范例。  

十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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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六、党建治国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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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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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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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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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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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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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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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72/6317493.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893.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893.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256.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203568.htm
http://baike.baidu.com/subview/507061/5110226.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5073.htm


 

 

 

十八、省情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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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平市：四平地处东北亚区域中心地带，位于东北振兴哈大一级发展轴上,是哈长城市群向南

开放的桥头堡,吉林省中部创新转型核心区主要支点城市。全市幅员 1.4 万平方公里，人口 341 万，

其中市区面积 1100 平方公里，人口 62.5 万。辖公主岭（省直管）、梨树、双辽、伊通四个县（市），
铁东、铁西两个区，辽河农垦管理区，1 个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5 个省级经济开发区。四平

是一座英雄的城市，解放战争期间，“四战四平”战役名遐中外，四平被史学家誉为“东方马德

里”，是全国红色旅游第 26条线路的第 1站。四平先后获得国家卫生城市、全国双拥模范城、国

家可持续发展实验区、全国首批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和国家地下综合管廊试点城市，正在全力打
造宜居宜业的百万人口区域中心城市。远在殷、周时代就有先民在这里生活，距市区 50 公里的

二龙湖畔燕国古城遗址，是汉民族最早开发东北的见证。历史上的夫余、高句丽、契丹、女真、

蒙古、满族、朝鲜族在这里留下了诸如辽代韩州、金代信州、明代叶赫部落等文化古迹，现存有
大青山村文化遗址，叶赫古城遗址,辽、金时代的昭苏城遗址等古迹多处。距市区 30 公里的叶赫

满族镇，是清代孝慈高皇后的出生地，慈禧、隆裕两皇后的祖籍地。清末著名爱国将领依克唐阿

将军、打响中华民族抗战第一枪的马占山将军、著名爱国人士杜重远先生、张学良将军的夫人于
凤至女士都出生于这块土地。这里的气候和肥沃的黑土地适于农作物的生长，素有东北三大粮仓

之一的美誉，是全国重点商品粮生产基地。四平市已有一百多个国家建立了各种联系，并与俄罗

斯白山市、日本须坂市、美国沃索市结为友好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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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 非

（集大
成者） 

战国 《商君书》、 
《韩非子》 

以法治国。经济上主张废井田，重农抑商、奖励耕战；
政治上主张废分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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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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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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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清一号”“林业二号”卫星充分继承了“吉林一号”视频星的成熟单机及技术基

础，卫星地面分辨率为 1 米，幅宽 19 公里，具备常规推扫成像、凝视视频成像以及微光成

像等多种成像模式。两颗卫星入轨后与在轨的 8颗“吉林一号”卫星组网，将极大提高“吉

林一号”卫星星座的服务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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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美国东部时间 10 日 11 时，由美国纽约大都会交通局（MTA）组织发起，面向全球轨

道车辆研发机构的技术创意天才挑战赛落下帷幕。中车长客美国分公司“借力创新技术，

全面提速纽约新型轨道交通车辆产品部署”的创意，在全球 438 份创意提案中脱颖而出，

获得车辆领域创意大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