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馆藏索书号

D2-0
X151B

基本信息：习近平. 外文出版社，2014

内容简介：本书收入了习近平总书记在 2012 年 11 月

15 日至 2014 年 6 月 13 日这段时间内的讲话、谈话、

演讲、答问、批示、贺信等 79 篇，分为 18 个专题。为

帮助各国读者了解中国社会制度和历史文化，本书作了

必要注释。该书还收入了习近平总书记各个时期的照片

45 幅，帮助读者了解他的工作和生活。党的十八大以

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带领全党全国各

族人民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征程。在治国

理政新的实践中，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

述，提出了许多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深刻回答了新的

时代条件下党和国家发展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集中

展示了中央领导集体的治国理念和执政方略。

《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

本:2016年版》

馆藏索书号

D2-0 Z547
F-16

基本信息：中共中央宣传部. 学习出版社， 2016

内容简介：《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2016 年

版）》，围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坚持和发

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围绕协调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四
个全面”战略布局，围绕牢固树立创新、协调、绿色、

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统筹推进经济、政治、文化、

社会、生态文明五位一体建设，围绕加强国防和军队建

设，推动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学习

掌握科学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等十六个专题，全面准

确深入阐释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治国理

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档

案文献选编》

馆藏索书号

D220
L342

基本信息：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

中共党史出版社 2015

内容简介：本书分四个部分：中共一大文件，收录了中

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第一个决议等共 6 篇；中共一大

相关文献，收录了中国共产党宣言、中国共产党第二次

大会宣言、中国共产党中央局通告等文献 19 篇；中共

一大的有关回忆资料，收录了李达、董必武、陈潭秋等

http://opac.lib.dlut.edu.cn/opac/item.php?marc_no=2015046465
http://opac.lib.dlut.edu.cn/opac/item.php?marc_no=2016026000
http://opac.lib.dlut.edu.cn/opac/item.php?marc_no=2016026000


的回忆 29 篇；国外有关一大资料，收录了俄罗斯新发

现的有关中共建党的文件等 5 篇。

《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

馆藏索书号

D23
Z661

基本信息：中国中共党史研究室著. 中共党史出版社，

2016

内容简介：2010 年 7 月，习近平同志提出编写《中国

共产党的九十年》的任务，并在编写工作启动后亲自审

定编写工作方案，作出长篇重要批示，给予重要指导。

本书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室务委员会具体领导下，历

时六年编写完成。在编撰过程中，注意吸收《中国共产

党历史》第一卷、第二卷和《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的

精华，并积极吸收党史研究最新成果。

在本书编撰过程中，恰逢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

大会召开，为了记述内容的完整性，将时间下限向后顺

延，反映了 1921—2012 年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全书分

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

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三册，共 60 余万

字。本书随文插图 400 余幅，图文并茂、准确生动地展

现了中国共产党 90 余年的奋斗历程、光辉业绩和取得

的伟大成就。

这部权威通史类党史基本著作的出版，是党史学界取得

的重大研究成果，也为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和青少年

学习党史提供了一部重要的教科书。

《党的建设永远在路上:全面从严治党

重大问题百问百答》

馆藏索书号

D26

W762

基本信息：吴德慧主编. 中国言实出版社，2016

内容简介：本书全面从严治党出发, 以培养造就一支具

有铁一般信仰、铁一般信念、铁一般纪律、铁一般担当

的党员队伍为目标, 要求党员做到清正廉洁, 要敬畏权

力、管好权力、慎用权力, 守住自己的政治生命, 保持

拒腐蚀、永不沾的政治本色。

http://opac.lib.dlut.edu.cn/opac/item.php?marc_no=2016021834
http://opac.lib.dlut.edu.cn/opac/item.php?marc_no=2016059375
http://opac.lib.dlut.edu.cn/opac/item.php?marc_no=2016059375
http://opac.lib.dlut.edu.cn/opac/item.php?marc_no=2014073781


《聚焦中共一大到十八大》

馆藏索书号

D23

L692

基本信息：刘相, 刘德军主编. 济南出版社，2015

内容简介：本书溶思想性、现实性、可读性与启迪性于

一体，是一部中国共产党历史的缩影，更是一部生动的

资政育人教科书。《聚焦中共一大到十八大》能帮助人

们特别广大党员尤其是多数领导干部增强学习、宣传、

研究和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的自觉性和坚定性，从而为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早日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理想

而不懈奋斗。

《从严从实加强党的建设:全面从严治

党重大问题教育读本 》

馆藏索书号

D26

H447

基本信息：忽培元主编. 中国言实出版社，2016

内容简介：从严管党治党，首先就要坚定党员干部的理

想信念。理想信念是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习总书记

反复强调，“理想信念坚定，骨头就硬，没有理想信念，

或理想信念不坚定，精神上就会‘缺钙’，就会得‘软骨

病’”，“就可能导致政治上变质、经济上贪婪、道德上堕

落、生活上腐化”。
《从严从实加强党的建设：全面从严治党重大问题

教育读本》从全面从严治党出发，以培养造就一支具有

铁一般信仰、铁一般信念、铁一般纪律、铁一般担当的

党员队伍为目标，要求党员做到清正廉洁，要敬畏权力、

管好权力、慎用权力，守住自己的政治生命，保持拒腐

蚀、永不沾的政治本色。

《高校党的思想建设研究》

馆藏索书号

D267.6

Y244

基本信息：杨泉明主编.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2

内容简介：本书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 全面

总结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
中国高校党的思想建设的发展历程、重要成就和基本经

验等。

http://opac.lib.dlut.edu.cn/opac/item.php?marc_no=2016026014
http://opac.lib.dlut.edu.cn/opac/item.php?marc_no=2016059374
http://opac.lib.dlut.edu.cn/opac/item.php?marc_no=2016059374
http://opac.lib.dlut.edu.cn/opac/item.php?marc_no=2013054245


《八项规定改变中国:2013-2014 中国

印象年鉴 》

馆藏索书号

D26

L415

基本信息：梁相斌, 祝捷著. 湖北人民出版社，2014

内容简介：本书以八项规定为切入口，对八项规定出台

的背景，八项规定给党风政风社会风气带来的变化、八

项规定昭示的执政党的执政理念治国方略以及中国梦

蓝图进行了梳理和论述，力图从实践到理论层面引导全

党同志对加强党的作风建设的共识，增强全党同志的理

论自觉和制度自信。

《八项规定改变中国》一书，既是一本党的群众路

线教育实践活动的生动教材，也是一本在党的建设方面

起教育、普及作用的通俗理论读物。

《新媒体时代政治环境与执政方式研

究》

馆藏索书号

D25

H144

基本信息：郝宇青, 刘笑言等编著.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

社， 2017

内容简介：新媒体时代的来临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和

交往方式，拓展了人们的政治生活空间，这些变化形成

了不同于过去的全新的政治环境，并在很大程度上改变

着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政治环境的变化在客观上要求党

的执政方式作出相应的调适，以回应时代提出的挑战。

本书围绕这些问题试图做一些梳理。

《做政治的明白人:与党员干部谈守纪

律讲规矩》

馆藏索书号

D262.6

G937A

基本信息：国家行政学院著. 人民出版社，2016

http://opac.lib.dlut.edu.cn/opac/item.php?marc_no=2014036565
http://opac.lib.dlut.edu.cn/opac/item.php?marc_no=2014036565
http://opac.lib.dlut.edu.cn/opac/item.php?marc_no=2017015216
http://opac.lib.dlut.edu.cn/opac/item.php?marc_no=2017015216
http://opac.lib.dlut.edu.cn/opac/item.php?marc_no=2016026074
http://opac.lib.dlut.edu.cn/opac/item.php?marc_no=2016026074


内容简介：本书书围绕守纪律讲规矩这一重大问题，重

点对为什么要做“政治的明白人”，什么是“政治的明

白人”，以及怎样做“政治的明白人”进行了论述，对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讲话，帮助广大党员干

部清楚认识上述问题很有帮助。该书体例有创新，教材

特色鲜明，语言通俗易懂，可读性强。

《把规矩立起来 》

馆藏索书号

D261.42

B105

基本信息：本书课题组编著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

社， 2016

内容简介：本书严格按照中办印发的学习教育方案要

求，结合习近平总书记系列讲话精神和中央会议精神，

生动诠释了如何做一名“讲政治、有信念，讲规矩、有

纪律，讲道德、有品行，讲奉献、有作为”的合格党员。

《办好中国的事情, 关键在党》

馆藏索书号

D26

L185

基本信息：李君如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

内容简介：本书围绕“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这一

主题，从“治国”与“治党”的关系讲起，首先强调“治国必

先治党”，根据国情和党情强调“治党务必从严”，研究

反腐败斗争和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这两场斗争经验，

并回答了“在我们的体制下能否坚持全面从严治党”这
个重大问题。其次指出从严治党的关键在从严治吏，最

重要的是要抓好中央最高领导层的建设。最后把坚持全

面从严治党问题和价值观建设、政治体制改革、协调推

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联系起来，落到“提高党的领导

和执政能力，增强党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能力”这两

个方面的“能力”建设上。即要“以共产党人价值观建设

为重点增强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能力”“在深化政治

体制改革中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在‘四个全面’战略布局

下提高党的领导能力”。

http://opac.lib.dlut.edu.cn/opac/item.php?marc_no=2016026055
http://opac.lib.dlut.edu.cn/opac/item.php?marc_no=2016015849


《再学党章》

馆藏索书号

D219

Z150

基本信息：张荣臣, 谢英芬著.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2016

内容简介：本书共分为十章, 共内容包括: 为什么要再

学党章 ; 再学党章学什么 ; 坚持党的性质、宗旨和指

导思想 ; 坚定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 ; 坚持党的制度

和各级党组织的行为规范 ; 坚持党员标准、履行党员

义务等。

《新时期高校共青团青年工作理论与

实践研究》

馆藏索书号

D297.6

L630

基本信息：刘佳著. 人民日报出版社， 2016

内容简介：本书从高校共青团的组织功能、价值导向、

工作对象、理念重塑、方法变革等维度，围绕高校共青

团引领青年坚定“中国梦”的理想信念、帮助青年培育

“向上向善”青年文化、引导青年构筑网络理性秩序、激

发高校青年组织内在凝聚力和向心力等议题。

《中共党史重大争议问题研究》

馆藏索书号

D23

L952

基本信息：罗平汉, 卢毅, 赵鹏著.人民出版社， 2013

内容简介：本书分九章, 主要包括大革命时期的“左”、
右倾错误; 国共两党在抗日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 延安

整风的起因、过程及其影响; 老解放区的土地改革; 社

会主义改造的历史评价; 1957 年全党整风与反右派运

动; “大跃进”运动和“三年暂时困难”等内容。

http://opac.lib.dlut.edu.cn/opac/item.php?marc_no=2016026004
http://opac.lib.dlut.edu.cn/opac/item.php?marc_no=2016026085
http://opac.lib.dlut.edu.cn/opac/item.php?marc_no=2016026085
http://opac.lib.dlut.edu.cn/opac/item.php?marc_no=2014048838


《学党章党规 学系列讲话 做合格党

员讲座》

馆藏索书号

D261.42

Q781

基 本 信 息 ： 曲 风 , 韩 宇编 著 .北 京联 合 出 版公

司， 2016

内容简介：本书根据“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方案，着眼党

和国家事业的新发展对党员的新要求，阐述如何坚持以

知促行，做讲政治、有信念，讲规矩、有纪律，讲道德、

有品性，讲奉献、有作为的合格党员；引导党员强化政

治意识，保持政治本色，把理想信念时时处处体现为行

动的力量；坚定自觉地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

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经常主动向党

中央看齐，向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看齐，做政治上

的明白人；践行党的宗旨，保持公仆情怀，牢记共产党

员永远是劳动人民的普通一员，密切联系群众，全心全

意为人民服务；加强党性锻炼和道德修养，心存敬畏、

手握戒尺，廉洁从政、从严治家，筑牢拒腐防变的防线；

始终保持干事创业、开拓进取的精气神，平常时候看得

出来，关键时刻冲得上去，在“十三五”规划开局起步、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中奋

发有为、建功立业。

《如何做合格党员:共产党员的人格风

范》

馆藏索书号

D261.42

W883

基本信息：吴文珑著.人民日报出版社， 2016

内容简介：本书从主要论述了如何做一名合格党员，即

中国共产党员具有哪些优良品质和人格风范。全书共分

为六部分，分别为导论、理想信念、使命意识、大局观

念、公仆意识、道德情操等，同时例举了**共产党员的

典型事迹，给广大党员和读者以指导。

《党员姓党:牢记共产党人的第一身份

和第一职责 》

馆藏索书号

D261.42

Z125

基本信息：张娟, 高洪涛著.红旗出版社， 2015

http://opac.lib.dlut.edu.cn/opac/item.php?marc_no=2016026045
http://opac.lib.dlut.edu.cn/opac/item.php?marc_no=2016026045
http://opac.lib.dlut.edu.cn/opac/item.php?marc_no=2016015603
http://opac.lib.dlut.edu.cn/opac/item.php?marc_no=2016015603
http://opac.lib.dlut.edu.cn/opac/item.php?marc_no=2016026093
http://opac.lib.dlut.edu.cn/opac/item.php?marc_no=2016026093


内容简介：党员干部的第一身份是共产党员，第一职责

是为党工作，党的先进性要靠党员的先进性来体现。因

此，广大共产党员只有牢记第一身份和第一职责，努力

为党工作，才能实现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

领导。当前，一部分党员干部受“四风”影响，理想信

念动摇，宗旨意识淡薄，忘记了共产党人的身份和职责，

成了金钱美色的俘虏，走向犯罪的深渊，严重损害了党

和人民的利益。本书通过对领导人讲话、理论、实例的

解读，让广大共产党员强化党的意识，牢记第一身份和

第一职责，让广大党员干部心中牢记“党员姓党”。

《时间都去哪儿了:党员干部时间管理

八讲》

馆藏索书号

D261.42

S560

基本信息：本书编写组.中国言实出版社， 2015

内容简介：一首《时间都去哪了》曾牵动千家万户。习

近平总书记在接受俄罗斯电视台著名主持人专访时曾

说：“对我来说，问题在于我个人的时间都去哪儿了？

当然是都被工作占去了。”尽管他个人爱好阅读、看电

影、旅游、散步。但现在他没有多少自己的时间，经常

能做到的就是读书，读书成了他的一种生活方式。

“一寸光阴一寸金。”当今世界，正处于大发展、

大变革、大调整中，为此，党员干部一方面要学会珍惜

时间，科学合理地安排和利用时间。另一方面，党员干

部还要善于管理时间，要主动从文山会海中解脱出来，

同时更要善于利用时间，改进工作技巧，有效管理时间，

真正把时间节省下来，用在真抓实干上，用在为百姓谋

福祉上。

本书主要从以下八个方面对党员干部如何有效管

理时间、高效利用时间进行阐述：党员干部都是“大忙

人”；为人民服务是党员干部的使命；党员干部要做时

间的主人；党员干部如何提升工作有效性；党员干部应

懂得合理分配时间；党员干部不做时间的“吞噬者”；

党员干部要与时间同行；汇聚正能量，共筑中国梦。

《做合格的共产党员 》

馆藏索书号

D261.42 Z998B

基本信息：本书编写组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2016

内容简介：2016 年 2 月，中共中央印发《关于在全体

党员中开展“学党章党规 学系列讲话 做合格党员”学

http://opac.lib.dlut.edu.cn/opac/item.php?marc_no=2016026033
http://opac.lib.dlut.edu.cn/opac/item.php?marc_no=2016026033
http://opac.lib.dlut.edu.cn/opac/item.php?marc_no=2016015845


习教育方案》，决定要在全党开展“两学一做”学习教育。

这是继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三严三实”专题教

育之后，推动党内教育从“关键少数”向广大党员拓展、

从集中性教育向经常性教育延伸的重要举措，是加强党

的思想政治建设的重要部署。本书按照“两学一做”学习

教育方案的具体要求，紧密结合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及

中央新近发布的《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和《中国

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深入阐述了如何把学习党章、

遵守党章、贯彻党章、维护党章、尊崇党章作为党员必

须遵守的根本行为规范，如何学习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治

国理政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在各项工作中贯彻

落实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如何在实践中坚持以知促行，

做“四讲四有”的合格党员，是“两学一做”学习教育的权

威辅导读物。

《》

馆藏索书号

D261.42

X862

基本信息：许罡编著 .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 2015

内容简介：本书共十二章内容，分别从“严、实、廉、

清、敢、党、勤、学、思、谦、诚、敬”方面论述塑造

共产党人的精神坐标，不是要画地为牢、故步自封，而

是要使自己的精神领地葆有传统文化元素和当今时代

的先进气息，把有利于民，有利于民族复兴的各项工作

付诸于行动，要用一颗真心，一种真情，重塑自己的精

神坐标，把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结合时代特色和使命

特色，继续发扬传承下去。

《中国的走向,政治体制改革 》

馆藏索书号

D229

C465

基本信息：主编武力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2014

内容简介：本书共分五个部分, 内容包括: 人民代表大

会制度的与时俱进 ; 推进协商民主与基层民政局的发

展 ; 规范和转变政府职能 ; 推进法治中国建设 ; 强

化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

http://opac.lib.dlut.edu.cn/opac/item.php?marc_no=2016059468
http://opac.lib.dlut.edu.cn/opac/item.php?marc_no=2014069195


《向新的历史高度迈进:十八大精神学

生读本:大学生版》

馆藏索书号

D229-49

X281

基本信息：本书编写组 编著.人民出版社， 2012

内容简介：《向新的历史高度迈进:十八大精神学生读本

(大学生版)》结合大学生的知识水平和理解能力，从四

个方面对党的十八大精神进行解读，一是党的十八大会

议情况、报告主要内容和重要意义；二是回顾党的十六

大以来所取得的辉煌成就，三是根据党的十八大提出的

奋斗目标，勾勒党和国家的发展蓝图；四是针对大学生

特点，鼓励大学生践行党的十八大精神，奋斗成才。

《入党教材》

馆藏索书号

D261.42

Z558

基本信息：中共中央组织部组织一局.党建读物出版

社， 2016

内容简介：本书共分八讲，包括：中国共产党的性质、

最高理想和根本宗旨；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中国共

产党的组织、纪律和作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共

产党现阶段的奋斗目标：全面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

平；中国共产党党员的条件；以实际行动争取做一名合

格的共产党员。

《新时期高校学生党建工作研究》

馆藏索书号

D267.6

F145

基本信息：范小强 , 马宁 , 王建利著 .中国林业出版

社， 2015

内容简介：本书针对新时期高校党建工作存在的问题，

阐述了加强和改进高校党建工作应采取的对策和解决

办法，探索高校党建和思想政治工作的新途径和新方

法。

http://opac.lib.dlut.edu.cn/opac/item.php?marc_no=2013055439
http://opac.lib.dlut.edu.cn/opac/item.php?marc_no=2013055439
http://opac.lib.dlut.edu.cn/opac/item.php?marc_no=2016015675
http://opac.lib.dlut.edu.cn/opac/item.php?marc_no=2016026083


《党章知识竞赛 500题.修订本》

馆藏索书号

D219 Z218A-1A

基本信息：张晓燕编著.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2016

内容简介：党章知识竞赛活动是进行党章学习、宣传和

教育工作的重要途径之一。采用党章知识竞赛这种形

式，就是将学习、宣传和智力竞赛有机地结合起来，使

党章知识在较大的范围内迅速普及的一种有效办法。

本书能够使党员和入党积极分子较全面地了解党

章的历史知识，因为任何一部党章都是党的历史发展的

结果，是党在一定发展阶段上思想、理论、政治、组织

上是否进步和成熟的集中反映。

http://opac.lib.dlut.edu.cn/opac/item.php?marc_no=2016026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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