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精品图书目录
1. 《初心——优秀党员入党前后的故事》

定价：58.00 元

ISBN：978-7-5199-0535-4 出版时间：2019 年 4 月
内容简介：
入党是初心的彰显，也是奋斗的起点。为了进一步明晰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教育广大
党员、干部保持本色，奋发有为，本书精选了一些优秀共产党人入党前后的故事。他们中，既
有焦裕禄、雷锋等耳熟能详的时代先锋，也有钱学森、邓稼先、华罗庚、茅以升、刘永坦等科
教战线的时代英模，还有吴孟超、郭明义、徐虎、黄大年、黄旭华、李保国、王继才、郑德荣
等新时代楷模……他们当中，为什么有人能抛却国外优越的生活，毅然回到贫穷的祖国；在社
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时期，在人们普遍追求物质享乐之际，他们为什么能不计个人得失、甘
于奉献、锐意改革，勇做时代的先锋楷模？入党对他们而言，到底意味着什么？

2.《“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新时代优秀党员干部的八大修炼》定价：39.00 元
ISBN：978-7-5207-0242-3 出版时间：2019 年 4 月
内容简介：
本书在深入学习、细致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深刻内涵基础上，以
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巨大发展变化和面临的新挑战、新跨越为背景，深刻论述党员干部为了
更好地践行初心和使命，要从 8 个方面强化四个自我、四个意识、四个自信、八种执政本领，
提升政治敏锐度、提高学习能力、执政能力、责任意识、狠抓落实的能力等，是开展“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的优选参考读物。

3.《坚守初心

奋进新时代》 人民出版社
定价：39.00 元
ISBN：978-7-01-020143-6
出版时间：2019 年 3 月
内容简介：
如何践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如何把“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主题教育落到实处，是广大党员干部必须面对的问题。本书从“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
谋复兴” “新时代新思想” “新时代唯有奋斗者才能出彩”“全面从严治党守初心”“向党中
央看齐坚守初心”六个部分阐述，前两部分讲初心和使命，后四部分讲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指导下党的各级组织和全体党员如何做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4.《初心和使命十讲》（图解版） 东方出版社
定价：45.00 元
ISBN：978-7-5207-0407-6 出版时间：2019 年 3 月
内容简介：
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是马克思主义
政党的本质要求，是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的矢志追求，是贯穿党的十九大精神的鲜明主线。
本书以讲座的形式，从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做三个角度，分十讲进行了深入阐述，并插入大
量图表图示等，图文并茂，生动形象。本书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兼具理论性、可读性和针对性，
是广大党员干部提高党性修养的优选读物。

5.《聚焦初心和使命》

东方出版社
定价：68.00 元
ISBN：978-7-5207-0394-9
出版时间：2019 年 3 月
内容简介：
初心和使命，集中体现了共产党人的本质特性，是共产党人铸就辉煌的根本保证。 本
书以简练通俗的文字对共产党人初心和使命的政治意蕴和理论价值、丰富内涵和意义、动
力源泉和思想前提、核心任务和根本标准、关键要害和贯彻落实等党员干部关心和关注的
问题进行了阐释和解读，有助于广大党员干部理解和把握初心和使命的本质和要求，并将
这一要求落实到具体行动中。

6.《从百年征程看初心和使命》

人民出版社

定价：59.00 元

ISBN：978-7-0101-9396-0

出版时间：2018 年

内容简介：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
复兴。”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开篇中的庄严宣示。
为系统和真实展现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著名历史学家李忠杰以中国共产党近百年的
奋斗历程为主线，从为历史担使命、为人民求解放、为民族争独立、为国家谋建设、为振兴创新
路、为富强图发展、为人民谋幸福七个方面，通过历史概述、重要事件、数据统计和典型案例等
形式，生动而具体地介绍了中国共产党人始终不渝的初心和使命、责任与担当，以及为革命、建
设和改革进行的不懈探索和努力。本书是作者运用大量第一手资料写作而成，内容丰富、脉络清
楚、语言生动、文字简练，是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活动不可多得的参考书。
7..《初心与抉择——转折关头的中国共产党人》

人民出版社

ISBN：978-7-0101-9762-3

定价：49.00 元
出版时间：2018 年

内容简介：
历史和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这种选择，又何尝不是缘于一代代优秀共产党人
共同的初心和抉择？当中华大地支离破碎、暮霭沉沉，共产党人选择走上一条为中国人民谋
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荆棘长路，南湖一叶红船，燃起了中国革命的希望星光；当革命
屡遭挫折、深陷危机，共产党人勇往奋进以赴之，殚精竭力以成之，断头流血以从之；党队
伍面临分裂、前途未卜，共产党人顶住压力、纠正错误，担当起维护团结大局的“定海神针”；
当革命胜利“论功排位”，共产党人屡次推辞、谦虚退让，因为投身革命绝不是为了升高官、
享厚禄……生死、进退、去留、荣辱……越是抉择关头，越考验共产党人的初心。谨以此书
向革命先贤们致敬，并激励共产党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砥砺前行
8.《初心——重读革命精神》

人民出版社

定价：69.00 元

ISBN：978-7-0101-9504-9

出版时间：2018 年

内容简介：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就不要忘记我们是共产党人，我们是革命者，不
要丧失了革命精神。本书对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过程中孕育形成的革命精神进行了系统梳理，
深入阐述了红船精神、延安精神、特区精神等 28 种革命精神的丰富内涵，生动展现了其历史
背景和时代价值，并结合党在各个历史时期的伟大使命和伟大实践，分析总结了传承红色基因、
弘扬革命精神的现实意义。本书史论结合、论从史出，讲道理与讲故事相结合，历史感与现实
感相统一，展现了一幅生动恢宏的共产党人精神风采画卷，为各级党组织开展“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主题教育提供了重要参考读物。

9.《人民的选择——为什么是中国共产党》

东方出版社

ISBN：978-7-5207-0319-2

定价：48.00 元

出版时间：2018 年

内容简介：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牢记使命，才能继续前进。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历史的必然，是
人民的选择！世界上许多显赫一时的政党最终走向失败，而中国共产党饱经风霜依然保持蓬勃
朝气，历经坎坷依然得到人民拥护，使积贫积弱的中国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核心的原因
就在于中国共产党始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永远奋斗。本书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
直面世界视野中的中国重大问题，以问题为纲，以史实为据，用事实说话，用理论分析，探析
中国共产党谋人民幸福和民族复兴、让一盘散沙的旧中国一去不复返、高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
义旗帜、成功开辟改革开放之路、社会更加公平正义、跳出历史周期率之原因，解读中国共产
党让中华民族实现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历史性飞跃的关键所在和力量之源，帮助广大党
员干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贡献。

10.《共产党人的精神脊梁》

浙江人民出版社

定价：42.00 元

ISBN：978-7-2130-8598-7

出版时间：2018 年

内容简介：
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要把坚定理想信念作为党的思想建设的首要任务，教育引导全党
牢记党的宗旨，挺起共产党人的精神脊梁，解决好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个“总开关”
问题，自觉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坚定信仰者和忠实实践者。
书对党的十九大重申的“挺起共产党人的精神脊梁”这一命题的时代背景、内涵实质、重大
意义、动力源泉、根本目标、核心要求等基本问题进行了全方位的阐释和解读，立论清晰、
观点鲜明、通俗易懂，旨在帮助广大党员坚定理想信念，坚守共产党人精神追求，挺起共产
党人的精神脊梁，是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的参考用书。

11.《牢记我是一名共产党员》 浙江人民出版社

定价：39.00 元

ISBN：978-7-2130-8599-4

出版时间：2018 年

内容简介：
一个共产党员，不管其所处环境和职务发生什么变化，都应该时刻牢记自己的党员身份。
牢记党的初心和使命，牢记党的理想和宗旨，牢记自己入党时的誓词，永葆共产党人的浩然
正气，自觉把纪律挺在前面，做到廉洁奉公、勇于担当。本书从不忘初心、增强自信、维护
核心、学习理论、坚持党的领导、保持廉洁、践行宗旨、信仰法治、坚守底线、勇敢担当等
方面阐述，以独特的视角、严谨的逻辑、简练的语言深入阐述如何做到时刻牢记自己是一名
共产党员。本书材料新颖、条理清晰，指导性、针对性强，是各级党员干部参加“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的优秀教材，也是提升自身素养的优选参考读物。

12.《新时代党员 65 堂必修课》

浙江人民出版社

定价：48.00 元

ISBN：978-7-2130-8597-0

出版时间：2018 年

内容简介：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呼唤我们共产党人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努力做无愧
于新时代的合格共产党员。本书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为指
导，紧贴党员、干部的思想和工作实际，以全新的视角、通俗的语言阐述了新时代党员提升党
性修养和自身能力的 65 堂必修课，书中既有理论阐述，又有实际工作的方法和技巧，脉络清
晰、重点突出、集思想性、可读性和操作性于一体，让人耳目一新，对党员、干部综合素质与
能力的提高提供了有效途径和有益借鉴。

13.《新时代好党员的标准》

浙江人民出版社

定价：39.00 元

ISBN：978-7-2130-8600-7

出版时间：2018 年

内容简介：
本书从这一问题出发，以党的十九大精神和新党章为指导，从不忘初心、高举旗帜、行动
指南、听党指挥、牢记人民、清正廉洁、严守纪律、维护大局、自我净化、敢于担当 10 个方
面对进行了全面细致的阐述，帮助广大党员提高素质，规范行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始终保持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的先进性，在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
现伟大梦想的宏伟愿景中不断作出新贡献。本书观点鲜明、通俗易懂、说理透彻、文风朴实，
是党员干部参加“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的参考用书，也是提升理论素养的重要辅导
读物。
14.《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

浙江人民出版社

定价：39.00 元

ISBN：978-7-2130-8601-4

出版时间：2018 年

内容简介：
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是什么？党的十九大报告开宗明义强调了共产党人的初心
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配合广大党员干部学习党的十九
大精神，深入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认真领会其精神实质，深入理解中国共产
党人的初心和使命，永远保持建党时中国共产党人的奋斗精神和对人民的尺子之心，我们组
织编写了本书。本书对“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的政治意蕴和理论价值、丰富内涵和重大意
义、动力源泉和思想前提、核心任务和根本标准、关键要义和贯彻落实等主要问题进行了阐
释和解读。只要我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以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和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
担负起历史的职责、时代的重任，勇于变革、勇于创新，我们就一定能在新的“赶考”中创
造更加恢宏的业绩、成就更加伟大的辉煌。
15.《新时代共产党员纪念册》

东方出版社

定价：80.00 元

ISBN：978-7-5207-0498-4

出版时间：2018 年

内容简介：
本书由全国党建研究会副会长、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高永中作序并推荐。为强化
新时代广大党员干部的身份意识和宗旨意识，进一步增强党员干部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做
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充分发挥党员干部先锋模范作用，争当新时代优秀共产党员，特
别推出《新时代共产党员纪念册》。《新时代共产党员纪念册》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为指导，系统介绍了党员干部必知必会的各方面理论知识。
本书共分十个板块，分别是庄严时刻；学习路上；时刻铭记；伟大工程；百年征程；光辉
之路；红色基因；红色家书；初心之旅；党员资料。理论知识中的每一个条目都是一个鲜
明的观点，每一个观点都包含着丰富的内涵，既简明扼要，又通俗易懂，具有极强的政治
性、思想性，可以切实使党的基本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入脑入心、见言见行。本书文
风简洁，内容通俗，图文并茂，印刷精美，是广大党员干部理论学习的生动教材和必备纪念册，即可以自己收藏，也可
以馈赠领导、同志。
16.《不忘初心砥砺奋进——中国共产党党代会轶事》东方出版社 定价：48.00 元
ISBN：978-7-5207-0498-4

出版时间：2018 年

内容简介：
只有之所从来，明其所趋，才能继往开来，坚持前行。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学习党史、
国史，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党和国家各项事业继续推向前进的必修课。本书以
中国共产党历届全国代表大会为主题，按照时间顺序编写，叙述发生在历届全国代表大会上的
一些历史细节，从侧面展现我们党九十多年的光辉奋斗历程。本书以读者喜闻乐见的故事形式
叙事，政治性、严谨性和可读性兼备，同时配有大量珍贵的历史图片，为读者打造出一本读得
进、读的懂、有教育意义的通俗读物。

17.《入党为什么，当官为什么》

估价：42.00 元

出版时间：2019 年 4 月

内容简介：
入党是为了进一步提高自身思想政治觉悟，当官是为了更好地实现人生价值造福一方。本书从“入党初心，为人民
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党员样子，吃苦在前，享受在后，甘于奉献”“党员底线，心中没有群众，就不配再做
共产党员”等十一个方面阐述了这两个看似简单又明了的问题，以激励广大党员干部做到入党当官就要心中常思百姓疾
苦，脑中常谋富民之策，心里时时刻刻心理装着老百姓，脑中时时刻刻为老百姓干实事，扑下身子、迈开步子，充分发
挥自身的聪明才智，带领老百姓脱贫致富过上好日子。
18.《心无百姓莫为官：与党员干部谈初心和使命》 估价：48.00 元
出版时间：2019 年 4 月
内容简介：
新时代当有新风气，新时代当有新作为。作为新时代的党员干部，最重要的就是心中时刻装着百姓，用实际行动阐
释党的价值取向，赢得广大百姓的支持和厚爱。本书围绕新时代党员干部的实际困扰，重点回答了如何不忘初心使命、
激发内生动力，如何心怀百姓、确保执政为民，如何不忘责任担当、解决百姓困扰，以及如何调动百姓积极性、共谋发
展大计等现实问题。本书逻辑清晰、材料新颖，针对现实问题反应党员干部的心声，具有较强的现实指导性和问题针对
性，是新时代党员干部提高主题认识、拓展思路眼界、提升为官素养的优选参考读物。
19.《“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党员应知应会一本通》

估价：39.00 元
出版时间：2019 年 4 月

内容简介：
进入新时代，共产党员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要有新作为、新形象、新担当。本书紧紧围绕做新时代合格共
产党员的这个目标，以知识点的形式就党的指导思想、新时代发展战略、全面依法治国、新时代党的建设等党员应知应
会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进行解读，内容全面系统，以点带面，简明易懂，务实管用，是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的优选参考读物，也可作为党员和入党积极分子培训的参考资料。
20.《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教育活动学习笔记》

定价 ：32.00 元 （精装皮面）

21.《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教育活动学习笔记》

定价 ：30.00 元 （简

装）

笔记本精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十九大报告和十九大党章，以及优秀共产党人的先进事迹，大量
的图解彩页，帮助党员快速理解和掌握教育活动的精神。笔记本精装皮面，大气实用，集学习与工作于一体，有利于党
员干部开展学习与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