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印发《高校“形势与政策”课
教学要点（2022 年上辑）》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教育厅（教委），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教育

局，部属各高等学校、部省合建各高等学校：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

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历次全会精神，及时推动党的创新理论

进教材进课堂进学生头脑，我部研制了《高校“形势与政策”课

教学要点（2021年上辑）》。现印发给你们，请参照执行。

各地各高校要组织教师关注、参与教育部高校思政课教学指

导委员会和全国高校“形势与政策”课教学创新中心举办的集体

备课活动，指导教师及时将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生动

实践和重要成果转化为教学案例，引导广大学生不断增强“四个

自信”。

                           教育部办公厅               

                            2022 年 3 月 7 日

教社科厅函〔2022〕5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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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形势与政策”课教学要点

（2022年上辑）

2022 年将迎来党的二十大，这是我们党在进入全面建设社

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新征程的重要时

刻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代表大会，是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

件大事。在上半年高校“形势与政策”课教学中，要深入学习贯

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最

新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历次全会精

神，深入阐释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深入阐释我国

沉着应对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深入阐释“十四五”良好开局和

发展态势，引导学生学深悟透党的创新理论，弘扬伟大建党精神，

坚定走好中国道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信心和决心，奋进

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喜迎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1.深入阐释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厚植爱党爱国爱社会

主义的情感

在百年华诞的重大历史时刻，在继往开来的重大历史关头，

中国共产党以一份极其庄重、极其厚重的历史决议，向艰辛奋斗

的辉煌过往致敬，向民族复兴的壮美前程誓师。教学中，一是讲

清楚党百年奋斗的光辉历程、辉煌成就、历史意义以及坚守初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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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命的执着奋斗精神，讲透彻中国共产党如何深刻地、历史性地

推动了中华民族发展进程，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

引导学生坚定听党话跟党走。二是讲清楚“两个确立”的决定性

意义，讲清楚新时代的历史性成就和历史性变革，特别是新时代

原创性思想、变革性实践、突破性进展、标志性成果，引导学生

增强“两个维护”的自觉性。三是讲清楚党百年奋斗的历史经验，

特别是讲清楚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

归根到底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行；讲清楚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最终扎

根中国大地、开花结果，就在于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

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

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并用以指导实践，引导学生坚定“四个自信”。

教学中要坚持正确的党史观，树立大历史观，准确把握党的

历史发展的主题主线、主流本质，反对历史虚无主义，正本清源，

引导广大学生坚定历史自信、筑牢历史记忆，更好地学史明理、

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

2.充分认识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成功举办的重大意义，感

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

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是我国“十四五”初期举办的重大标

志性活动，办好冬奥会、冬残奥会是我们对国际社会的庄严承诺。

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主题口号“一起向未来”是顺应历史潮流、

切合人类心声的时代呼唤。教学中，一是讲清楚冬奥会、冬残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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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成功举办的重大意义。首次成功举办冬奥会、冬残奥会，我们

实现了超过 3亿人参与冰雪运动的目标，为中国人民和国际奥林

匹克运动作出重大贡献，改变了整个世界冬季运动的格局，开启

了全球冰雪运动的新时代；展现了阳光、富强、开放的良好国家

形象，振奋了民族精神，增进了各国人民对中国的了解和认识。

二是讲清楚冬奥会、冬残奥会成功举办展现出的大国担当和中国

贡献。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冲击，冬奥会、冬残奥会的如期

成功举办不仅给遭遇“不确定性”的国际奥林匹克运动增加了信

心，更为大型国际赛事在疫情防控常态化条件下举办贡献了中国

智慧，树立了奥运新标杆。三是讲清楚简约、安全、精彩的冬奥

会、冬残奥会能够稳步有序地成功举办，源于有党的集中统一领

导、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有综合国力的强大支撑、有

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等。

教学中要引导学生正确认识中国成功举办冬奥会、冬残奥会，

既是全世界民心所向，也是对个别国家利用冬奥会、冬残奥会搞

政治作秀、政治操弄的最有力回击，增强学生的民族自豪感、自

信心以及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奉献青春力量的自觉性。

3.积极关注 2022 年全国两会，感受团结奋进的民主政治实

践

2022 年全国两会将站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

起点上，凝聚共识、激发力量，团结亿万人民向着新的奋斗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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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发。教学中，一是讲清楚 2021 年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

绩，经济发展和疫情防控保持全球领先地位，产业链韧性得到提

升，改革开放向纵深推进，民生保障有力有效，生态文明建设持

续推进。二是以政府工作报告和大会通过的各项决议为依据，讲

清楚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各项重大政策，尤其是与国计民生密切

相关的新动向新部署。三是以全国两会这一人民民主的制度载体

和实践形式为例，讲清楚我国的人民民主是一种全过程的民主，

丰富了人类政治文明形态，为人类民主事业发展探索了新的路径。

教学中要增强问题意识，从两会中的重点热点问题入手，引

导学生正确认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形势、政策及其给自身带来的

机遇和挑战；引导学生深刻认识社会主义民主与资本主义民主的

本质区别，感受制度优势，坚定制度自信。

4.深入阐释经济发展态势，增强对我国经济发展的信心

面对纷繁复杂的国内国际形势和各种风险挑战，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统揽全局、沉着应对，全国上下勠力同心、攻坚

克难，国民经济量增质升，“十四五”实现良好开局。教学中，

一是讲清楚我国构建新发展格局迈出新步伐，高质量发展取得新

成效。2021 年，我国经济增速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名列前茅，

经济总量稳居世界第二，国民经济总体运行在合理区间，全年发

展的主要目标任务较好完成，经济总体发展势头良好。二是讲清

楚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新变化新挑战，既要正视百年变局和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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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交织叠加、外部环境更加复杂严峻和不确定带来的困难，又

要看到我们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条件没有变、有能力有条件保持经

济持续健康发展的信心。三是讲清楚党中央关于经济发展的重大

决策部署。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

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统筹发展和安全，着力稳定宏观经济大盘，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

区间，保持社会大局稳定。

教学中要讲透中国经济光明论、机遇论、贡献论，引导学生

正确认识坚持严格疫情防控措施和促进经济发展的关系，引导学

生深入理解和认同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等重大决策

部署，增强对我国经济发展的信心。

5.正确理解共同富裕的科学内涵，把握实现共同富裕的战略

目标和实践途径，坚定实现共同富裕的信心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

征。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摆在

更加重要的位置，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促进

共同富裕创造了良好条件。教学中，一是讲清楚共同富裕的科学

内涵。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

神生活都富裕，不是少数人的富裕，也不是整齐划一的平均主义。

二是讲清楚共同富裕的实践途径。实现共同富裕目标，首先要通

过全国人民共同奋斗把“蛋糕”做大做好，然后通过合理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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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排把“蛋糕”切好分好。三是讲清楚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共

同富裕是一个长期历史过程，到“十四五”末，全体人民共同富

裕迈出坚实步伐；到 2035 年，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

的实质性进展；到本世纪中叶，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基本实现。

教学中要澄清有关“共同富裕”的错误认识和观点，引导学

生理解实现共同富裕的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结合浙江正在

开展的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和各地因地制宜探索实现共同富裕

的生动实践，增强学生对实现共同富裕的信心。

6.深刻阐释台海形势的时与势，坚定共创祖国统一、民族复

兴伟业的信心和决心

2021 年台海形势严峻复杂，风险挑战突出。在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对台工作既保持战略定力、历史

耐心，又勇于攻坚克难、砥砺奋进，有力塑造统一大势，坚决开

展涉台斗争，持续推动两岸融合发展，取得积极成效。教学中，

一是讲清楚祖国必须统一，也必然统一。这是历史发展的定论，

是大势所趋、大义所在、民心所向，是任何人任何势力都无法阻

挡的。二是讲清楚“台独”本质与危害以及外部势力干涉台湾问

题的图谋。当前，台海方向风险挑战和不确定不稳定性增多。民

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立场，勾连外部势力谋“独”挑衅，

这是威胁台海和平稳定、导致两岸关系紧张动荡的根源，也是严

重损害台湾同胞利益福祉的祸害；外部势力打“台湾牌”，只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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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台湾当作损害中华民族利益、干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棋子。

三是讲清楚新时代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和党中央对台工作

决策部署。增强历史自信，树牢底线思维，发扬斗争精神，强化

精准施策，坚决粉碎“台独”分裂图谋，坚决遏制外部势力干涉，

扎实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融合发展，推进祖国统一进程。

教学中要引导学生正确认识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

一的历史必然性，无论台海形势如何风云变幻，解决台湾问题的

时与势始终在主张国家统一的力量这一边，主导权主动权始终掌

握在祖国大陆这一边；引导学生深入领会新时代解决台湾问题的

总体方略和党中央对台工作决策部署，坚定共创祖国统一、民族

复兴伟业的信心和决心。

7.深刻阐释气候变化问题的实质，充分认识中国提出碳达峰

碳中和目标的责任担当

随着全球温室气体排放持续加速，全球气候变暖情况加剧。

中国与国际社会共同努力、并肩前行，助力《巴黎协定》行稳致

远，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作出更大贡献。教学中，一是讲清楚全

球日趋紧迫的气候变化形势。气候变化是当今时代的“根本性问

题”，受其影响全球极端天气灾害频发，给有关国家经济社会发

展和人民生命财产造成巨大损失。二是讲清楚气候变化不仅是环

境问题，更是发展问题。只有在可持续发展的框架内加以统筹，

倡导绿色、低碳、循环、可持续的生产生活，才可能得到根本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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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三是讲清楚中国提出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庄严承诺是大国担

当和对世界的贡献。中国通过不断强化自主贡献目标、坚定走绿

色低碳发展道路、加大温室气体排放控制力度等措施，推动中国

应对气候变化实践不断取得新进步，是对世界应对气候变化作出

的中国贡献。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将完成全球最

高碳排放强度降幅，用全球历史上最短的时间实现从碳达峰到碳

中和。与发达国家相比，我们面临着更多困难、更严峻的挑战、

更大的压力，也更体现了作为负责任大国的担当。

教学中要引导学生认识气候变化带给人类的挑战是现实的、

严峻的、长远的，认清关于气候变化的“阴谋论”“谎言论”和

“甩锅论”的实质，理解全球气候治理不是零和博弈，而是关乎

全人类利益的大事，国际社会应当携起手来，共同构建地球生命

共同体，共同建设清洁美丽的世界。

8.深入阐述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时代趋势和国际局势的重大

判断，充分认识新时代中国外交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际形势发展变化和中国外交前进方向

的科学分析、重大判断和战略部署，是推动新时代中国外交奋力

前行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教学中，一是讲清楚当前的世界形

势。全球疫情跌宕蔓延，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世界进入动荡变革

期。国际社会正在经历多边和单边、开放和封闭、合作和对抗的

重大考验。二是讲清楚中国外交在全球变局中开创新局，在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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乱局中化危为机，在斗争与合作中勇毅前行。元首外交有力促进

了大国关系的总体稳定，抗疫外交、发展外交、多边外交坚守了

公道正义，展现了中国担当，作出了中国贡献。三是讲清楚新时

代中国外交要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创造有利外部环

境。中国外交紧紧围绕党和国家的伟大事业，全力配合办好北京

冬奥会、冬残奥会，主动应对后疫情时期多重挑战，推动全球发

展倡议落地生根，拓展深化全球伙伴关系，致力推动中美关系稳

健前行，坚定捍卫国家核心利益。

教学中要引导学生深刻认识当前世界形势“变”与“不变”

的表现和实质，正确理解中国外交政策以及我国为全球治理体系

变革提出的中国方案、注入的中国力量，充分认识中国发展是世

界格局演变的重要推动力量，中国主张为世界人民对和平与发展

的诉求带来新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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