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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密警示教育案例 

1.【举案说法】一个“小举动”引发的“大案件” 

网站链接：http://db.suda.edu.cn/d3/85/c15500a512

901/page.htm 

 

2.【举案说法】保密须警惕“心中贼” 

网站链接：http://db.suda.edu.cn/ee/87/c15500a519

815/page.htm 

 

3. 披露要案细节：国家安全就是安邦基石 

网站链接：http://db.suda.edu.cn/ee/89/c15500a519

817/page.htm 

 

（来源：苏州大学党委办公室、保密委员会办公室网站，

保密工作—保密教育—警钟长鸣栏目） 

 

 

 

 

http://db.suda.edu.cn/d3/85/c15500a512901/page.htm
http://db.suda.edu.cn/d3/85/c15500a512901/page.htm
http://db.suda.edu.cn/ee/87/c15500a519815/page.htm
http://db.suda.edu.cn/ee/87/c15500a519815/page.htm
http://db.suda.edu.cn/ee/89/c15500a519817/page.htm
http://db.suda.edu.cn/ee/89/c15500a519817/page.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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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论述及解读 

（一）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

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 

——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节选） 

（2022 年 10月 16 日） 

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意

识形态工作是为国家立心、为民族立魂的工作。牢牢掌握党

对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全面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巩

固壮大奋进新时代的主流思想舆论。健全用党的创新理论武

装全党、教育人民、指导实践工作体系。深入实施马克思主

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

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培育壮大哲学社会科学人才

队伍。加强全媒体传播体系建设，塑造主流舆论新格局。健

全网络综合治理体系，推动形成良好网络生态。 

 

《党的二十大报告学习辅导百问》丨 62.怎样理解建设具有

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建设具有强

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这一战略部署，对

于我们深刻领会和把握意识形态工作的极端重要性，大力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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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壮大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

的共同思想基础，具有重大意义。意识形态决定文化前进方

向和发展道路。意识形态工作是为国家立心、为民族立魂的

工作，事关党的前途命运，事关国家长治久安，事关民族凝

聚力和向心力。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立破并举、激浊扬清，就意识形态领域的许多方向性、

战略性问题作出部署，从根本上扭转了意识形态领域一度出

现的被动局面，使我国意识形态领域形势发生了全局性、根

本性的转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文化自信明显增强，全社会

凝聚力和向心力极大提升，为新时代开创党和国家事业新局

面提供了坚强思想保证和强大精神力量。新时代新征程上，

我们要持续巩固发展意识形态领域良好态势，不断建设具有

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更好服务党和国

家中心工作，更好统一思想、凝魂聚力。要着力抓好以下几

个方面。 

第一，牢牢掌握党对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新时代做好

意识形态工作，必须坚持和加强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全面领

导，把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牢牢抓在手里，不断增强意识形

态领域主导权和话语权，以立为本、立破并举，推进社会主

义意识形态建设，巩固壮大奋进新时代的主流思想舆论，使

全体人民在理想信念、价值理念、道德观念上紧紧团结在一

起。要全面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压紧压实做好意识形

态工作的政治责任、领导责任，加强阵地建设和管理，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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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使各类意识形态阵地始终

成为传播先进思想文化的坚强阵地，决不给错误思想观点提

供传播渠道。 

第二，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

制度。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兴党兴国的根本指导思

想，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旗帜和灵魂。要把马克思主义在

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贯穿到文化建设各方面，

体现到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舆论导向、价值取向上。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

世纪马克思主义，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是新

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行动指南。要持续加强

理论武装工作，健全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全党、教育人民、

指导实践工作体系，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深入人心，转化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强大力量。 

第三，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哲学社会科学

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属性，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深入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加快构建中国特

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繁荣中国

学术、发展中国理论、传播中国思想，培育壮大哲学社会科

学人才队伍，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提供有力支撑。 

第四，塑造主流舆论新格局。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凝聚

力和引领力，既取决于富有说服力、感召力的内容，也取决

于广泛有效的传播。新闻舆论工作处在意识形态斗争最前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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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坚持党管宣传、党管意识形态、党管媒体，把握正确舆论

导向，加快推进媒体深度融合，加强全媒体传播体系建设，

塑造主流舆论新格局，不断提高新闻舆论传播力、引导力、

影响力、公信力。 

第五，推动形成良好网络生态。互联网是意识形态工作

的主阵地、主战场、最前沿。要掌握互联网这个意识形态战

场的主动权，加强互联网内容建设，唱响网上主旋律，加强

网上正面宣传，发展积极向上的网络文化，创新改进网上宣

传，形成网上正面舆论强势。健全网络综合治理体系，提高

网络综合治理能力，依法依规加强网络空间治理，加强网络

文明建设，推动形成良好网络生态。 

 

 

（二）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节选）

（2021年 11月 11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

全体会议通过） 

改革开放以后，党坚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抓、两

手硬，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发展，振奋了民族精神，凝聚

了民族力量。同时，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和

历史虚无主义等错误思潮不时出现，网络舆论乱象丛生，一

些领导干部政治立场模糊、缺乏斗争精神，严重影响人们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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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和社会舆论环境。党准确把握世界范围内思想文化相互激

荡、我国社会思想观念深刻变化的趋势，强调意识形态工作

是为国家立心、为民族立魂的工作，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

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最基本、

最深沉、最持久的力量，没有高度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繁荣

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

作导向，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牢牢

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激发全民族文

化创新创造活力，更好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

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 

党着力解决意识形态领域党的领导弱化问题，立破并举、

激浊扬清，就意识形态领域许多方向性、战略性问题作出部

署，确立和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

制度，健全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推动全党动手抓宣传思想

工作，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敢抓敢管、敢于斗

争，旗帜鲜明反对和抵制各种错误观点。党从正本清源入手

加强宣传思想工作，召开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分别召开

文艺工作、党的新闻舆论工作、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哲

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和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就一

系列根本性问题阐明原则立场，廓清了理论是非，校正了工

作导向，思想文化领域向上向好态势不断发展。推动用党的

创新理论武装全党、教育人民、指导实践，深化马克思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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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研究和建设，推进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

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高度重视传播手段建设和创新，推

动媒体融合发展，提高新闻舆论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

公信力。党中央明确提出，过不了互联网这一关就过不了长

期执政这一关。党高度重视互联网这个意识形态斗争的主阵

地、主战场、最前沿，健全互联网领导和管理体制，坚持依

法管网治网，营造清朗的网络空间。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决议>学习辅导百问》丨 68.如

何理解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意识形态领域形势发生全局性、

根本性转变？ 

《决议》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意识形态领域形

势发生全局性、根本性转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文化自信明

显增强，全社会凝聚力和向心力极大提升，为新时代开创党

和国家事业新局面提供了坚强思想保证和强大精神力量。” 

第一，加强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全面领导，旗帜鲜明坚

持党管宣传、党管意识形态、党管媒体，印发《中国共产党

宣传工作条例》，健全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推动全党动手抓

意识形态工作，压紧压实各级党组织和领导干部的政治责任、

领导责任，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有效扭转

了党的领导在意识形态领域一度被忽视、淡化、削弱的状况。 

第二，确立和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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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根本制度，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引领，坚持团结稳定鼓劲、正面宣传为主，广泛开展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和中国梦宣传教育，坚持不懈加强理论武装，巩

固壮大主流思想舆论，大力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建立健全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制度，设立烈士纪念日，开

展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周

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 90 周年、改革开放 40周年和纪念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0 周年、中国

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 70 周年等活动，在全社会唱

响了主旋律、弘扬了正能量，有效扭转了主流思想主导地位

遭受侵蚀的状况。 

第三，敢抓敢管、敢于斗争，坚决向歪理邪说、歪风邪

气说“不”，坚决遏制一度出现的“围攻”正面声音的现象，

持续加强对各种错误思潮的辨析引导，形成敢于亮剑是尽责、

“爱惜羽毛”是失职的健康环境，有效扭转了被动应付、反

击不力的状况。 

第四，坚决贯彻主管主办和属地管理原则，守住守好各

类阵地，特别是在管网治网上出重拳、亮利剑，加快建设网

络综合治理体系，加强对互联网新技术新应用的监管，加大

对各种有害信息和网络谣言的整治，有效扭转了网上乱象丛

生的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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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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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节选） 

（2019年 10月 31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

全体会议通过） 

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

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健全用

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全党、教育人民工作体系，完善党委（党

组）理论学习中心组等各层级学习制度，建设和用好网络学

习平台。深入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把坚持

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全面落实到思想理论建设、哲学社会科

学研究、教育教学各方面。加强和改进学校思想政治教育，

建立全员、全程、全方位育人体制机制。落实意识形态工作

责任制，注意区分政治原则问题、思想认识问题、学术观点

问题，旗帜鲜明反对和抵制各种错误观点。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学习辅导百问》丨 45.为

什么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

度?  

《决定》提出：“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

位的根本制度。”这是我们党第一次把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

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作为一项根本制度明确提出来，是关系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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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国家事业长远发展、关系我国文化前进方向和发展道路的

重大制度创新，体现了我们党崇高的文化理想和鲜明的文化

立场，反映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社会主义文化

建设规律的认识进入了一个新的境界。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

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是我们党在领导文化建设

长期实践中形成的成功经验和方针原则的集中体现，顺应了

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对文化建设的新要求，必将有力保

障和推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繁荣发展，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坚

强思想保证和强大精神力量。 

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是指引我

们不断夺取革命、建设、改革胜利的强大思想武器。只有坚

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才能确保我们党

始终保持思想上的统一、政治上的团结、行动上的一致，确

保全体人民始终在理想信念、价值理念、道德观念上紧紧团

结在一起，确保我们国家在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下始终沿着社

会主义方向前进。如果放弃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

导地位，搞指导思想多元化，势必导致思想大乱、人心大乱，

势必会犯颠覆性错误，给党和国家带来不可挽回的灾难性损

失。还应该认识到，我们党拥有 9000 多万名党员，我们国家

拥有近 14亿人民，必须有“共同语言”和“统一意志”。人

心齐，泰山移。全党全国人民思想统一、勠力同心，就能够

汇集起无坚不摧、无往不胜的磅礴力量，创造出更多人间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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迹；反之就会整天乱哄哄，什么事情也干不成。当今世界正

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关键时期，形势环境变化之快前所未有，改革发展稳定、内

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任务之重前所未有，风险挑战之

多前所未有。越是面对这样的形势，越是要坚定主心骨、把

准定盘星。这就要求我们牢牢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

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不断夯实共同的思想基础、拉紧共

同的精神纽带，不断增进全党全国人民的团结统一，凝聚起

攻坚克难、开拓进取的强大力量。 

马克思主义是指导党和人民事业的理论基础，也是我国

文化发展的根本指针。只有旗帜鲜明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

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才能固本开新、永葆生机，否则

就会失去灵魂、迷失方向。我国文化建设长期实践表明，对

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坚持得好、把握得牢，就能形成文化繁

荣兴盛的生动局面，推动党和人民事业发展；坚持得不好，

发生动摇和偏差，就必然造成思想文化上的混乱，给党和人

民事业带来损害。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之所以能够扭转

意识形态领域一度出现的被动局面，推动我国文化建设取得

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就是因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高扬马克思主义旗帜，指路明向、正本清源。现

在，我国文化领域正在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变革，社会思想观

念日益多样，社会价值取向日趋多元，各种社会思潮纷纭激

荡。越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越要牢牢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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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以马克思主义统领多样化文

化发展。唯其如此，才能在复杂的社会文化生态中把握主流

和支流、区分先进和落后、划清积极和消极，确保社会主义

先进文化始终沿着正确方向繁荣发展。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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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节选） 

（2017 年 10月 18 日） 

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意识形态决定文化前进

方向和发展道路。必须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

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使全体

人民在理想信念、价值理念、道德观念上紧紧团结在一起。

要加强理论武装，推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人

心。深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

学社会科学，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坚持正确舆论导

向，高度重视传播手段建设和创新，提高新闻舆论传播力、

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加强互联网内容建设，建立网络

综合治理体系，营造清朗的网络空间。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

任制，加强阵地建设和管理，注意区分政治原则问题、思想

认识问题、学术观点问题，旗帜鲜明反对和抵制各种错误观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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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大报告学习辅导百问》丨如何理解牢牢掌握意

识形态工作领导权？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牢牢掌握意

识形态工作领导权。”这是在深刻把握我们党领导意识形态

工作长期积累的宝贵经验，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创造的新

鲜经验基础上提出的一项重大任务，充分反映了我们党对意

识形态工作规律的认识和把握达到一个新的境界。意识形态

决定文化前进方向和发展道路，对一个政党、一个国家、一

个民族的生存和发展至关重要。我们要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

九大精神，加强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进一步发展壮大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不断增强意识形态领域主导权和话语权，

不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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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关乎旗帜、

关乎道路、关乎国家政治安全。我们在集中精力进行经济建

设的同时，一刻也不能放松和削弱意识形态工作。党的十八

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工

作，采取一系列举措加强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习近平

总书记就意识形态领域的方向性、根本性、全局性重大问题

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和重大部署，指导和推动意识形态工作

取得了明显成效，开创了新的局面。当前，我国意识形态领

域的总体态势积极健康向上，主旋律更加响亮，正能量更加

强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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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自信得到彰显，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力、引导力、凝聚

力不断增强。但也要清醒地看到，意识形态领域并不平静，

斗争依然复杂，各种错误思潮和观点仍不时出现。这就要求

我们在坚定信心、保持定力的同时，必须保持清醒头脑，增

强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以更有力的领导、更有效的举

措，把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牢牢掌握在手中。 

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要在以下 6个方面着力。 

第一，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马克思主

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

旗帜和灵魂。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

形态，使全体人民在理想信念、价值理念、道德观念上紧紧

团结在一起，必须把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统一起来。要以

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坚持问题导向，聆听时代声音，

深入推动马克思主义同当代中国发展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不

断赋予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更加鲜明的时代特色、实践特色、

理论特色、民族特色，使 21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展现出更

强大、更有说服力的真理力量。 

第二，加强理论武装。这是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的

关键所在。当前加强理论武装，最重要的任务、第一位的要

求，就是要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人

心。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

全党、教育人民，推动广大干部群众全面学、系统学、深入

学，深刻领会这一思想的时代背景、科学体系、精神实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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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富内涵、实践要求、历史地位，切实做到学而信、学而用、

学而行。理论研究是强化理论武装的重要支撑，要深化马克

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充分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

设工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马克思主义

学院、报刊网络理论宣传等理论工作平台，加大对马克思主

义理论特别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力

度，不断推出有深度、有说服力的研究成果，帮助人们知其

然更知其所以然，更好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 

第三，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巩固壮大我国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离不开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发

展。要牢牢坚持马克思主义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指导地位，

紧紧围绕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立足中国、

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坚

持体现继承性民族性、原创性时代性、系统性专业性，繁荣

中国学术，发展中国理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

要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深化拓展国家高端智库建设

试点，着力打造一批国家急需、特色鲜明、制度创新、引领

发展的高端智库，更好服务党和政府决策，更好传播中国思

想，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促进国家文化软

实力提高。 

第四，高度重视传播手段建设和创新。任何一种理论要

产生广泛影响．既要有独特的思想魅力，又要有先进的传播

手段。从一定意义上说，意识形态建设就是传播能力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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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坚持正确舆论导向，适应新形势下传播形态、传播格局的

深刻变革，推进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深度融合，着力打造一

批形态多样、手段先进、竞争力强的新型主流媒体和新型媒

体集团，提高新闻舆论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

推动我国整体传播能力有一个更大的提升。 

第五，营造清朗的网络空间。互联网是意识形态工作的

主阵地、最前沿，必须把互联网建设管理运用作为工作的重

中之重。要加强互联网内容建设，做大做强网上正面宣传，

改进创新网上正面引导，培育积极健康、向上向善的网络文

化，使网上正能量更充沛、主旋律更高昂，推动网上网下形

成同心圆。要建立网络综合治理体系，依法依规加强管网治

网，把强化互联网企业主体责任和管理部门监管责任紧密结

合起来，分清责任边界，确保责任落地，形成网络治理的强

大合力，推动形成风清气正的网络生态。 

第六，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建立意识形态工作责

任制，是加强党对意识形态工作领导的重大举措。要坚持党

管宣传、党管意识形态、党管媒体，切实抓好意识形态工作

责任制客实，决不能让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旁落。要加强阵

地建设和管理，认真贯彻主管主办和属地管理原则，切实做

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使各类意识形态阵地始

终成为传播先进思想文化的坚强阵地，决不给错误思想观点

提供传播渠道。要注意区分政治原则问题、思想认识问题、

学术观点问题，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是什么问题就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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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问题，既不能把一般学术观点和思想认识问题政治化，

也不能把政治原则问题当作一般学术观点和思想认识问题

来对待。要站稳政治立场，增强责任担当，旗帜鲜明反对和

抵制各种错误观点。 

 

（来源：《党的二十大报告学习辅导百问》《党的十九届

六中全会<决议>学习辅导百问》《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

学习辅导百问》《党的十九大报告学习辅导百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