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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党章和党的基本理论 

1、中国共产党是中国        的先锋队，同时是______

先锋队，是                领导核心，代表

_______________________，代表_______________，代表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        ,党的宗旨是        

_____________。 

3、党的行动指南即指导思想是        、________、

___________、                        。 

4、我国的基本国情是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是_______________________的主要矛盾。党执政兴国

的第一要务是        。 

5、党的四项基本原则是坚持______________、坚持

______________、坚持        、坚持   _____     。 

6、党的基本路线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即以

________________为中心，坚持        ，        。 

7、党的思想路线是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党的群众路线是        ，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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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正确主张变为_____________。 

8、发展党员的原则是发展党员，必须经过_______，坚

持        原则。 

9、入党誓词：我自愿                       ,遵守

_____________,履行_____________,执行_____________,

严守____________,保守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随时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10、党的最高领导机关是        和        。 

11、党章规定的纪律处分为五种：        、_________、

撤销________、__________、        。党内的最高处分

是        。 

12、党章共有______章        条。 

13、党的三大作风是        、        、        。	

14、党的民主集中制“四个服从”指：________服从

_____________，   _____服从 ____    ，________服从

________，        服从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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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三会一课制度”是：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一课”是：        。	

16、党支部七项组织生活制度是      制度、______制

度、______制度、    制度、________制度、    制度、    制

度。	

           二、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治国理政 

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 

17、中国梦是指实现____________中国梦。本质是 

_______   。 

18、“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是在_______一百年时 

_________   ；在_________一百年时建成      。 

19、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构成是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三位一体构成。其内在逻

辑为中国特色__________是实现途径，中国特色________

是行动指南，中国特色___________是根本保障，三者统一

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____      。 

20、“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      。“五位一体”总布

局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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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五大发展理念是     、     、     、     、     。 

22、四个自信是     、     、      、      、      。 

23、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      、文明、_______      

（国家层面）；自由、      、公正、      （社会层面）；

爱国、      、诚信、      （个人层面）。 

24 、 党 面 临 的 “ 四 大 危 险 ” 包

括      、      、      、      、“四大考验”

指      、      、      、      、。 

25、“四风”指      、      、      、      、。 

26、“三严三实”即严以_______、严以_______、严以

_______、又_______要实、      要实、______要实。 

27、“两学一做”即“学_______、学      ，做_______”

学习教育。 

28、合格党员的“四讲四有”包括讲      、有______，

讲      、有______，讲      、有______，讲      、有

______。 

29、好干部的五个标准：_______坚定、      服务、

_____务实、      担当、______廉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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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三型”政党指      、      、      。 

           

            三、中央全面从严治党要求 

31、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 12 个方面：

（1）坚定_______；（2）坚持      ；（3）坚决_____；

（4）严明      ；（5）保持______；（6）坚持      ；

（7）发扬_______；（8）坚持      ；（9）严格_____；

（10）开展      ；（11）加强______；（12）保持      。 

32、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基本内容 

答：党员廉洁自律规范： 

第一条 坚持      ，先公后私，克己奉公。 

第二条 坚持      ，清白做人，干净做事。 

第三条 坚持      ，艰苦朴素，勤俭节约。 

第四条 坚持______，享受在后，甘于奉献。 

党员领导干部廉洁自律规范： 

第五条 廉洁______，自觉保持人民公仆本色。 

第六条 廉洁______，自觉维护人民根本利益。 

第七条 廉洁______，自觉提升思想道德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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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条 廉洁______，自觉带头树立良好家风。 

33、党的“六大纪律”包括：      纪律、      纪律、      

______纪律、      纪律、      纪律、      纪律。 

34、党的规矩是党的各级组织和全体党员必须遵守的行

为规范和准则，主要包括 4 个方面的内容：______、党的

______、      、党的      和_________。 

35、高线和底线即      是底线，      是高线。 

36、合格党员的“四讲四有”指讲      、有______，

讲      、有______，讲      、有______，讲      、有

______。 

37、好干部的标准      。 

38、心中有      、心中有      、心中有      、心

中有      被称为党员心中“四有”。 

39、“五个必须”指必须做到维护      ，必须维护党

的团结，必须遵循组织程序      ，必须服从      ，必须

管好      。 

40、一些人无视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存在的“七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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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之”即搞任人唯亲、_______有之，搞团团伙伙、_____

有之，搞匿名诬告、_______有之，搞收买人心、_______

有之，搞封官许愿、_______有之，搞自行其是、_______

有之，               有之。 

41、党风廉政建设“两个责任”具体指：党委      责

任和纪委      责任。 

42、党风廉政建设“一岗双责”是指各级干部在履行

________职责的同时，还要      _____负责，通俗地说，

就是“一个岗位，两种责任”。 

43、监督执纪“四种形态”指经常开展______、______，

让      成为常态；______、________成为违纪处理的大多

数；______、________成为少数；      成为极少数。 

44、党的问责工作应当坚持的原则是依规___、实事

_____，失责      、问责____，惩前______、      ，分

级____、_____责任。 

45、纪委“三转”是指      、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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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高等教育和加强思想

政治工作的重要论述 

46、高等教育的根本问题是      、      、      。 

47、高等教育的中心环节（根本任务）是      。 

48、高等教育要培养的人是培养      建设者和接班人 

49、高等教育的本质要求是四个“服务”即：为_______，      

服务，为_______服务，为_______服务, 为_______服务。 

50、高校要做到四个“坚持不懈”即加强      ，做

到坚持不懈传播__________，坚持不懈培育和弘扬

_________，坚持不懈促进__________，坚持不懈培育

________。要教育引导学生做到四个“正确认识”，正确认

识_________，正确认识______，正确认识      ，正确认

识__________。 

51、教师要坚持四个“相统一”即：坚持____和_____

相统一，坚持____和_____相统一，坚持____和_____相统一，

坚持____和_____相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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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014 年“五四”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大学

师生座谈会上谈到，广大青年树立和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要在四点上下功夫即     、     、     、     。 

53、2013 年 8 月 19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

工作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提出的宣传思想工作的“三个

事关”“两个巩固”，其中“三个事关”指：意识形态工作

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能否做好意识形态工作，有“三

个事关”，即事关      、事关      、事关      。“两

个巩固”，即宣传思想工作是巩固   _________   ，巩固

_________________。 

54、关于如何推进高校的思想政治工作改革创新，做好

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在 2016 年全国高校思政

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要因事而化、因时而进、因势

而新提出遵循三个规律指：要遵循      规律，遵循      

_规律，遵循_________规律，不断提高工作能力和水平。 

55、习近平总书记在 2016 年全国高校思政工作会议上

的重要讲话中提出宣传工作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

重要的工作，能否做好意识形态工作做好“四个方面”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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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创新，具体内容指：要用好 _____     ,要加快构建

____________________，要要更加注重______________，要

运用_______________使工作活起来。 

 

五、同济大学的办学理念和基本情况 

56、同济大学的校训是      。 

57、同济大学的校风是      。 

58、同济大学的发展目标愿景是      。 

59、截至 2016 年 12 月底，同济大学共有全日制学生

35809 人，其中普通本科生 17228 人，研究生 18581 人。每

年招收约 4000 名本科生，约 4000 名研究生，约 1000 名博

士生；在职教职工总数 6037 人，离退休教职工 6524 人。学

校党员数共有 1 万 7 千多名，有院级党组织 44 个，有党支

部 753 个。 

60、外国语学院共有约 310 名党员， 12 个支部， 本

支部共有________名党员。 

61、同济大学为本科生开设的思想政治理论课共 4门，

包括：（1）      （2）      （3）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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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党的基本知识测试题答案 

1、 *工人阶级*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

业的*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

前进方向*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2、 *实现共产主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3、 *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                                 

4、 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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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发展* 

5、 社会主义道路*人民民主专政*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马

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 

6、 *经济建设*四项基本原则*改革开放* 

7、 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在实

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

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群众的自觉行动* 

8、 经过党的支部*个别吸收的原则* 

9、 *加入中国共产党，拥护党的纲领*党的章程*党员义务

*执行党的决定*党的纪律*党的秘密，对党忠诚，积极工

作，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永

不叛党* 

10、 *全国代表大会*它所产生的中央委员会* 

11、 *警告*严重警告*党内职务*留党察看*开除党籍*开

除党籍* 

12、 *十一*五十三* 

13、 *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和自我批评* 

14、 *少数*多数*下级党组织*上级组织*全党各个组织

和全体党员*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和中央委员会* 

15、 *定期召开支部党员大会*支部委员会*党小组会*

按时上好党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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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会议*党日*党课*民主生活*党员汇报*民主评议党

员制度 

17、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

幸福* 

18、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新中国成

立*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19、 *道路*理论体系*制度*社会主义道路*社会主义理

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伟大实践*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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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

建设、生态文明建设* 

21、 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

文明建设 

22、 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 

23、 民主*和谐*平等*法治*敬业*友善* 

24、 *精神懈怠危险、能力不足危险、脱离群众危险、消

极腐败危险*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

外部环境考验* 

25、 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 

26、 *修身*用权*律己*谋事*创业*做人* 

27、 *党章党规*学系列讲话*合格党员 

28、 *政治*信念*规矩*纪律*道德*品行*奉献*作为* 

29、 *信念*为民*勤政*敢于*清正* 

30、 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 

31、 *理想信念*党的基本路线*党的基本路线*政治纪律

*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民主集中制原则*党内民主

和保重党员权利*正确选人用人*党的组织生活纪律*批

评和自我批评*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清正廉洁的政

治本色* 

32、 *公私分明*崇廉拒腐*尚俭戒奢*吃苦在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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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政*用权*修身*齐家* 

33、 *政治*组织*廉洁*群众*工作*生活* 

34、 *党章*纪律*国家法律*党的优良传统和工作惯例 

35、 *《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国共产党廉洁

自律准则》* 

36、 *政治*信念*规矩*纪律*道德*品行*奉献*作为* 

37、 信念坚定、为民服务、勤政务实、敢于担当、清正

廉洁 

38、 *党*民*责*戒* 

39、 *党中央权威*组织程序*组织决定*亲属和身边工

作人员* 

40、 *搞排斥异己的*拉帮结派的*制造谣言的*拉动选票

的*弹冠相庆的*阳奉阴违*搞尾大不掉、妄议中央的也有

之* 

41、 *主体责任*监督* 

42、 *本职岗位*对所在单位和分管工作领域的党风廉政

建设* 

43、 *“红红脸、出出汗”*党纪轻处分、组织调整*党纪

处分、重大职务调整*严重违纪涉嫌违法立案审查的* 

44、 *依归*求是*必问*必严*毖后，治病救人*负责*层层

落实 

45、 转职能、转方式、转作风 

46、 培养什么样的人、如何培养人以及为谁培养人 

47、 立德树人 

48、 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 

49、 *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

化建设服务* 

50、 *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高校和

谐稳定*优良校风和学风*世界和中国发展大势*中国特

色和国际比较*正确认识时代责任和历史使命*远大抱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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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我脚踏实地* 

51、 *教书和育人*言传和身教*潜心问道和关注社会*学

术自由和学术规范* 

52、 勤学、修德、明辨、笃实 

53、 *党的前途命运*国家长治久安*民族凝聚力和向心

力*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全党全国人

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 

54、 *思想政治工作*教书育人*学生成长规律* 

55、 *课堂教学主渠道*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

和教材体系*以文化人以文育人*新媒体新技术* 

56、 同舟共济 

57、 严谨、求实、团结、创新 

58、 建设成为以可持续发展为导向的世界一流大学 

59、 *35809*17228*18581*4000*4000*1000*6037*6524*

17000*753* 

60、 *310*12*（） 

61、 *毛泽东思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中国

近现代史纲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思想道德修养

与法律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