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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在党史学习教育
动员大会上的讲话》（２０条）

　　１在全党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是党中央立
足党的百年历史新起点、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为动员全党

全国满怀信心投身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而作出的重大决策。

２我们党历来重视党史学习教育，注重用
党的奋斗历程和伟大成就鼓舞斗志、明确方向，

用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坚定信念、凝聚力

量，用党的实践创造和历史经验启迪智慧、砥砺

品格。

３学习党的历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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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门功课不仅必修，而且必须修好。

４全面宣传党的历史，充分发挥党的历史
以史鉴今、资政育人的作用，是党和国家工作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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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中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

５在庆祝我们党百年华诞的重大时刻，在
“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历史交汇的关键节点，

在全党集中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正当其时，十分

必要。

６我们党的一百年，是矢志践行初心使命
的一百年，是筚路蓝缕奠基立业的一百年，是创

造辉煌开辟未来的一百年。

７“三个必然要求”：在全党开展党史学习
教育，是牢记初心使命、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历史伟业的必然要求；是坚定信仰信念、在新时

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然要求；是

推进党的自我革命、永葆党的生机活力的必然

要求。

８对共产主义的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的信念，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是共产党人

经受住任何考验的精神支柱。

９在全党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就是要教育
引导全党深刻认识红色政权来之不易、新中国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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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不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来之不易，深刻认识

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

１０勇于自我革命，是我们党最鲜明的品
格，也是我们党最大的优势。

１１全党同志要做到学史明理、学史增信、
学史崇德、学史力行；学党史、悟思想、办实

事、开新局。

１２一百年来，我们党坚持解放思想和实事
求是相统一、培元固本和守正创新相统一，不断

开辟马克思主义新境界，产生了毛泽东思想、邓

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

产生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党和人民事业发展提供了科学理论指导。

１３“三个新视角”：其一，我们党的历史，
就是一部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就

是一部不断推进理论创新、进行理论创造的历

史；其二，我们党的百年历史，就是一部践行党

的初心和使命的历史，就是一部党与人民心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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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同呼吸、共命运的历史；其三，党的百年历

史，也是我们党不断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

不断防范被瓦解、被腐化的危险的历史。

１４树立大历史观，从历史长河、时代大
潮、全球风云中分析演变机理、探究历史规律，

提出因应的战略策略，增强工作的系统性、预见

性、创造性。

１５历史充分证明，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
是江山，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

１６要抓住建党一百年这个重要节点，从具
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出发，总结运用

党在不同历史时期成功应对风险挑战的丰富经

验，做好较长时间应对外部环境变化的思想准备

和工作准备，不断增强斗争意识、丰富斗争经

验、提升斗争本领，不断提高治国理政能力和

水平。

１７大力发扬红色传统、传承红色基因，赓
续共产党人精神血脉，始终保持革命者的大无畏

奋斗精神，鼓起迈进新征程、奋进新时代的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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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神。

１８党员、干部不管处在哪个层次和岗位，

都要全身心投入，静下心来，认真学习、深入思

考，做到学有所思、学有所悟、学有所得。

１９唯物史观是我们共产党人认识把握历史

的根本方法。

２０要教育引导全党从党史中汲取正反两方

面历史经验，坚定不移向党中央看齐，不断提高

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自觉在

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确

保全党上下拧成一股绳，心往一处想、劲往一

处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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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论中国共产党历史》（８０条）

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
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

２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
革的长期实践中，紧紧依靠人民，完成和推进了

三件大事：一是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实现了

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二是完成了社会主义革

命、进行了社会主义建设，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

制度；三是进行了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开

创、坚持、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３无论搞革命、搞建设、搞改革，道路问
题都是最根本的问题。

４我们党之所以得到人民拥护和支持，从
根本上说，就是因为能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

根本利益。

５“四大考验”：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
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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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四大危险”：精神懈怠危险、能力不足
危险、脱离群众危险、消极腐败危险。

７毛泽东同志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向全
党郑重提出 “两个务必”：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

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

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８“四风”：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
义和奢靡之风。

９“四个意识”：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
心意识、看齐意识。

１０“四个自信”：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
度自信、文化自信。

１１“两个维护”：坚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党
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坚决维护党中央

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

１２一百年前，陈望道同志翻译了首个中文
全译本 《共产党宣言》，为引导大批有志之士树

立共产主义远大理想、投身民族解放振兴事业发

挥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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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基本
制度的确立，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

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

１４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实事求是、群众
路线、独立自主。

１５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
是中国共产党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根本要

求，是我们党的基本思想方法、工作方法、领导

方法。

１６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
路线，是我们党永葆青春活力和战斗力的重要传

家宝。

１７“群众路线”内容：坚持一切为了群众，
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１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党一切行
动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是我们党区别于其他

一切政党的根本标志。

１９我们党的最大政治优势是密切联系群
众，党执政后的最大危险是脱离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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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互相尊重主权和
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

利、和平共处。

２１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一切成绩和进步
的根本原因，归结起来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

系，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发展了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２２“三个有利于”：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
义社会的生产力 （最根本的标准）、是否有利于

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

人民的生活水平作为判断一切工作是非得失的

标准。

２３社会主义根本任务就是解放和发展社会
生产力。

２４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
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

富裕。

２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根本政治制度是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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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大会制度。

２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是中国
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

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等基本政治

制度。

２７古田会议的意义：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建
党建军原则，确立了我军政治工作的方针、原

则、制度，提出了解决把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军

队建设成为无产阶级性质的新型人民军队这个根

本性问题的原则方向。

２８“三严三实”：严以修身、严以用权、严
以律己；谋事要实、创业要实、做人要实。

２９在党长期执政的条件下，保持党同人民
群众的血肉联系是党的建设必须解决好的重大

课题。

３０旗帜鲜明讲政治是我们党作为马克思主
义政党的根本要求。

３１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核心要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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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三个来之不易”：新中国是无数革命先
烈用鲜血和生命铸就的。要深刻认识红色政权来

之不易，新中国来之不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来

之不易。

３３“三个深刻改变”：中国产生了共产党，
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这一开天辟地的大事

变，深刻改变了近代以后中华民族发展的方向和

进程，深刻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和

命运，深刻改变了世界发展的趋势和格局。

３４“三个伟大历史贡献”：在九十五年波澜
壮阔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共产党紧紧依靠人民，

跨过一道又一道沟坎，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为

中华民族作出了伟大历史贡献：

这个伟大历史贡献，就是我们党团结带领中

国人民进行二十八年浴血奋战，打败日本帝国主

义，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完成新民主主义革

命，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一伟大历史贡献

的意义在于，彻底结束了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

社会的历史，彻底结束了旧中国一盘散沙的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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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彻底废除了列强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和

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一切特权，实现了中国从几千

年封建专制政治向人民民主的伟大飞跃。

这个伟大历史贡献，就是我们党团结带领中

国人民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

度，消灭一切剥削制度，推进了社会主义建设。

这一伟大历史贡献的意义在于，完成了中华民族

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为当代中

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

础，为中国发展富强、中国人民生活富裕奠定了

坚实基础，实现了中华民族由不断衰落到根本扭

转命运、持续走向繁荣富强的伟大飞跃。

这个伟大历史贡献，就是我们党团结带领中

国人民进行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极大激发广

大人民群众的创造性，极大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

力，极大增强社会发展活力，人民生活显著改

善，综合国力显著增强，国际地位显著提高。这

一伟大历史贡献的意义在于，开辟了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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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使中国赶上

了时代，实现了中国人民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强

起来的伟大飞跃。

３５我们回顾历史，不是为了从成功中寻求
慰藉，更不是为了躺在功劳簿上、为回避今天面

临的困难和问题寻找借口，而是为了总结历史经

验、把握历史规律，增强开拓前进的勇气和

力量。

３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社会主义
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是创造人民美好生活的必由

之路。

３７夺取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利，要坚持无
禁区、全覆盖、零容忍，坚持重遏制、强高压、

长震慑，坚持受贿行贿一起查，坚决防止党内形

成利益集团。

３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内容：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 （国家层面）

自由、平等、公正、法治 （社会层面）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公民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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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９党的基本路线是国家的生命线、人民的
幸福线，我们要坚持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作为兴

国之要、把四项基本原则作为立国之本、把改革

开放作为强国之路，不能有丝毫动摇。

４０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的 “四个全

面”战略布局新表述：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国家、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

治党。

４１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是解决
中国所有问题的关键。

４２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的 “三个没有变”：

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

本国情没有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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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

有变，我国是世界上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

没有变。

４３“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内容：学党章党
规、学系列讲话，做合格党员。

４４全面依法治国，核心是坚持党的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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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

４５人民立场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立
场，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

标志。

４６先进性和纯洁性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本
质属性。

４７我们党作为执政党，面临的最大威胁就
是腐败。

４８“一国两制”：是 “一个国家，两种制

度”的简称，指的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国

家的主体实行社会主义，香港、澳门和台湾实行

资本主义。

４９坚持 “九二共识”、反对 “台独”是两

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政治基础。

５０遵义会议的意义：红军长征途中召开的
遵义会议，开始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的

领导地位，开启了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

问题的新阶段，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

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成为党的历史上一个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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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攸关的转折点。

５１红军长征途中发生的事件的先后顺序：
四渡赤水河—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

定桥—爬雪山过草地。

５２为什么人、靠什么人的问题，是检验一
个政党、一个政权性质的试金石。

５３我们要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牢固树
立和切实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动

员全社会力量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共建美丽

中国。

５４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革命、建
设、改革不断取得胜利最根本的保证，是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的最大优势，必须毫不动摇坚持和完善。

５５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
发端于南昌起义，奠基于三湾改编，定型于古田

会议。

５６党指挥枪是保持人民军队本质和宗旨的
根本保障，这是我们党在血与火的斗争中得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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颠扑不破的真理。

５７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的本质特征，是党和国家的重要政治优势，是

人民军队的建军之本、强军之魂。

５８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
梦想，紧密联系、相互贯通、相互作用，是有机

统一的整体。伟大梦想指明方向，伟大斗争开创

新局，伟大工程提供保证，伟大事业凝聚力量，

其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是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

工程。

５９兴办经济特区，是我们党和国家为推进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的重大

决策。

６０经济特区是我国最早对外开放的地区，
是对外经济交流最活跃的地区，也是最能代表改

革开放形象的地区。

６１“五个经济特区”：深圳、珠海、汕头、
厦门、海南。

６２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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择，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活力之源，是党和人

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是坚持和发

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必由之路。

６３１８６７年问世的 《资本论》是马克思主义

最厚重、最丰富的著作，被誉为 “工人阶级的圣

经”。

６４马克思主义主要由哲学、政治经济学、
科学社会主义三大组成部分构成。这三大组成部

分分别来源于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

学、法国空想社会主义。

６５马克思创建了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
６６实践性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区别于其他理

论的显著特征。

６７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最鲜明的品格，人
民立场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根本政治立场。

６８建立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华人民共和
国、推进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

五四运动以来我国发生的三大历史性事件，是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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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以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三大里程碑。

６９近代以后，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
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就成为中国人民的历史

任务。

７０制度是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根本
性、全局性、稳定性、长期性问题。

７１“两个毫不动摇”：必须毫不动摇巩固和
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

公有制经济发展。

７２“新发展理念”：创新、协调、绿色、开
放、共享。

７３“三大攻坚战”：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
准脱贫、污染防治。

７４“五大思维”能力：战略思维、辩证思
维、创新思维、法治思维、底线思维。

７５１９３６年１０月，中国工农红军一、二、四
方面军三大主力在会宁胜利会师，标志着长征取

得胜利。

７６毛泽东同志在北京香山发表了 《论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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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专政》，为新中国的建立奠定理论基础和政

策基础。

７７协商民主是实现党的领导的重要方式，

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独特

优势。

７８抗美援朝战争伟大胜利，是中国人民站

起来后屹立于世界东方的宣言书，是中华民族走

向伟大复兴的重要里程碑，对中国和世界都有着

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７９党的政治建设是党的根本性建设，决定

党的建设的方向和效果，是党的建设的 “灵魂”

和 “根基”，必须摆在首位。

８０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

切的，是最高的政治领导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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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
关于中国共产党历史论述摘编》（２０条）

　　１．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
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

２．１９３５年的遵义会议，主要是反对战争中
的机会主义，把战争问题放在第一位，这是战争

环境的反映。

３．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过程中的两个基
本特点：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建立或被迫分裂革

命的民族统一战线；主要的革命形式是武装

斗争。

４．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的 “三大法

宝”：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

５．土地革命、武装斗争、根据地建设，是
工农武装割据中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６．五四运动是广泛的统一战线，内部有左
翼、右翼和中间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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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不是主观主义，应
该找出历史事件的实质和它的客观原因。

８．对于具体情况作具体的分析，是 “马克

思主义的最本质的东西、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

魂”。

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了中国在
工人阶级领导之下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反对帝

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资产阶级民

主革命的彻底胜利。

１０．改革不是要改变我们社会主义制度的性
质，而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它也

不是原有经济体制的细枝末节的修补，而是经济

体制的根本性变革。

１１．１９４５年，在毛泽东同志主持下召开的党
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建党以后民主革命时

期我们党最重要的一次代表大会。

１２．七十年里，我们党领导各族人民为中国
社会的进步，做了许多事情。总起来说，就是三

件大事：第一，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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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任务，结束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

史；第二，消灭剥削制度和剥削阶级，确立了社

会主义制度；第三，开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的道路，逐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件事情

还正在做。

１３．改革开放十五年来，我们党在理论上取
得的最大收获，就是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

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中，创立了建

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

１４．邓小平理论是党和人民实践经验与集体
智慧的伟大结晶，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毛泽东

思想的最好继承和创造性发展，为我们开创中国

社会主义事业的新局面作出了重大贡献。

１５．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
领导集体，把马克思主义建党理论同我们党的自

身建设实践相结合，探索出一条着重从思想上建

党、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的成功之路。

１６．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以江泽民同
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始终高度重

·３２·



视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党建理论，创造性探索和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

党、怎样建设党这个重大课题。

１７．毛泽东同志深刻研究中国革命的特点和
中国革命的规律，探索出一条以农村包围城市、

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正确道路。

１８．１９５６年毛泽东同志所作的 《论十大关

系》的重要讲话和党的八大文献，以及一九五七

年毛泽东同志发表的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

盾的问题》等著作，标志着我们党开始从我国实

际出发，独立自主地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

义建设道路。

１９．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转折点，我们
党在邓小平同志指导下，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

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明确提出在中国建设社会

主义首先必须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

社会主义这个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

２０．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标志着我们党重新
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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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线，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人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的

伟大觉醒，显示了我们党顺应时代潮流和人民愿

望、勇敢开辟建设社会主义新路的坚强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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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学习问答》（５５条）

　　１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思想旗帜，是国家政治生

活和社会生活的根本指针，是引领中国、影响世

界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２１世纪马克思主义。
２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

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的继承和发

展，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是党和人民

实践经验和集体智慧的结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全党全国人民为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指南，必须长期

坚持并不断发展。

３坚持人民至上，是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
根本体现，是贯穿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的一根红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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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集中力量办大事，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制度的显著特征，是我们成就事业的重要法宝。

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
是 “中国之治”的根本支撑，也是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根本保障。

６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是马
克思主义活的灵魂，是我们适应新形势、认识新

事物、完成新任务的根本思想武器。

７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原
则，实现共同富裕不仅是经济问题，而且是关系

党的执政基础的重大政治问题。

８时代是出卷人，我们是答卷人，人民是
阅卷人。

９全面小康，覆盖的领域要全面，是 “五

位一体”全面进步的小康；覆盖的人口要全面，

是惠及全体人民的小康；覆盖的区域要全面，是

城乡区域共同的小康。

１０消除贫困、改善民生、实现共同富裕，
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我们党的重要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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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打赢脱贫攻坚战，为实现第一个百年奋
斗目标打下了坚实基础，巩固了我们党的执政根

基，巩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华民族

几千年发展史上首次整体消除了绝对贫困现象，

极大增强了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１２我国脱贫攻坚的宝贵经验：坚持党的领
导，强化组织保证。坚持精准方略，提高脱贫实

效。坚持加大投入，强化资金支持。坚持社会动

员，凝聚各方力量。坚持从严要求，促进真抓实

干。坚持群众主体，激发内生动力。

１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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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初心和

使命是激励中国共产党人不断前进的根本动力。

１４全面依法治国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重要保障，事关我们党执政

兴国，事关人民幸福安康，事关党和国家事业

发展。

１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核心要
义，就是要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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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制度，贯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

１６我国宪法以根本法的形式，确立了中国
共产党在国家中的领导核心地位，规定我国的国

体是人民民主专政、政体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１７理想信念就是共产党人精神上的 “钙”。

１８作风问题本质上是党性问题，关系党的
形象。

１９政治纪律是我们党最根本、最重要的纪
律，是全党在政治方向、政治立场、政治言论、

政治行动方面的刚性约束。

２０党章是党的根本大法，是全党必须遵循
的总规矩。

２１我们党深刻把握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
斗争规律，明确提出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

不想腐，这是反腐败斗争的基本方针，也是新时

代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方略。

２２新发展理念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经济思想的主要内容，回答了关于发展的

一系列理论和实践问题，阐明了我们党关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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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政治立场、价值导向、发展模式、发展道路等重

大政治问题，明确了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指导原则。

２３新发展理念是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构
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指引，是管全局、管根本、

管方向、管长远的。

２４公有制主体地位、国有经济主导作用是
我国各族人民共享发展成果的制度性保证，也是

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坚持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重

要保证。

２５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是创造中国发展
奇迹的重要制度基础。

２６国有经济是公有制经济的重要组成部
分，控制国民经济命脉，对经济发展起主导

作用。

２７民营经济是非公有制经济的主要经济组
织形式，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重要成果，

也是推动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

２８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党和国家的重大战
略部署，是一篇全面振兴的大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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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９乡村振兴是包括产业振兴、人才振兴、
文化振兴、生态振兴、组织振兴的全面振兴。

３０脱贫攻坚取得胜利后，要全面推进乡村
振兴，这是 “三农”工作重心的历史性转移。

３１构建新发展格局，关键在于经济循环的
畅通无阻，最本质的特征是实现高水平的自立

自强。

３２文化自信，就是对包括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在内的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文化这一有机整体的自信。

３３培养什么样人的问题是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建设的根本问题。

３４坚持党性原则、坚持党管媒体，是牢牢
掌握新闻舆论主导权、占领意识形态主阵地的根

本要求。

３５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这个
根本方向，是党对文艺战线提出的一项基本要

求，也是决定我国文艺事业前途命运的关键。

３６互联网是意识形态交锋的最前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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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７增进民生福祉是我们党立党为公、执政
为民的本质要求。

３８必须把立德树人作为根本任务，着力教
育引导广大青少年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信仰、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

国梦信心，更好地肩负起民族复兴的时代重任。

３９公益性是我们党人民至上的执政理念和
生命至上的价值追求的具体体现，是我国医疗卫

生事业改革的基本原则。

４０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领域，社会
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

题中应有之义。

４１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核心是人，关键
在体制创新。

４２保护生态环境、建设生态文明既是关系
民生的重大社会问题，更是关系党的使命宗旨的

重大政治问题。

４３良好生态环境是人民群众的共有财富，
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最普惠的民生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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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４国家安全是安邦定国的重要基石，是人
民安居乐业的保证，维护国家安全是全国各族人

民根本利益所在。

４５政治安全的核心是政权安全和制度安全。
４６善于在危机中育先机，于变局中开新

局，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科学把握

我国发展环境深刻复杂变化的基础上对开创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提出的重大战略要求。

４７政治建军是我军的立军之本，政治工作
是人民军队的生命线。

４８党的领导是做好党和国家各项工作的根
本保证，是我国政治稳定、经济发展、民族团

结、社会稳定的根本点，绝对不能有丝毫动摇。

４９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在新时代坚
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方略中处于首

要，在我国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中位居统领，是

党和国家的根本所在、命脉所在，是全国各族人

民的利益所在、幸福所在。

５０党的领导制度是我国的根本领导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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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由党的领导在我国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

所决定的。

５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一个严密完整
的科学制度体系，起四梁八柱作用的是根本制

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其中具有统领地位的

是党的领导制度。

５２习近平总书记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的主要创立者，是统一全党思想、

引领前进方向的领导核心。

５３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是
党的领导的最高原则，是党性，是大局，关系

党、民族、国家前途命运，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

都不能含糊、不能动摇。

５４民主集中制是我们党的根本组织原则和
领导制度。

５５“四个服从”：党员个人服从党的组织，
少数服从多数，下级组织服从上级组织，全党各

个组织和全体党员服从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和中央

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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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简史》（１２５条）

１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统治，建立了中
华民国，结束了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

制度。

２新文化运动兴起的标志是陈独秀在上海
创办 《新青年》（原名 《青年杂志》）。新文化运

动的基本口号是提倡民主和科学。

３李大钊是在中国举起十月革命旗帜的第
一人，是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

４中国在巴黎和会上的外交失败，是五四
运动的直接导火线。

５五四运动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
开端，标志着中国工人阶级开始以独立的政治力

量登上了政治舞台。

６最早酝酿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的是陈独秀
和李大钊。

７１９２０年８月，最先在上海建立了中国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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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共产党早期组织，并成为创建全国统一的无产

阶级政党的活动中心。

８１９２１年７月２３日至８月初，中国共产党
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先后在上海、嘉兴召开。

９党的一大确定党的名称为 “中国共产

党”，宣告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

１０“中国共产党”这一称谓的最早提出者
是蔡和森。

１１党的二大通过对中国经济政治状况的分
析，揭示出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指

出党的最高纲领是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但

在现阶段的纲领，即最低纲领是打倒军阀，推翻

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统一中国为真正的民主共

和国。

１２中国工人运动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
罢工是省港大罢工。

１３１９２３年６月，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
表大会在广州举行，决定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

入国民党，以实现国共合作。

·６３·



１４国民党一大事实上确立了联俄、联共、
扶助农工的三大革命政策，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

作正式形成。

１５党的四大的重大历史功绩在于，提出了
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提出了工

农联盟问题。

１６五卅运动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
的反帝爱国运动。

１７北伐进军过程中，共产党员叶挺领导的
独立团，率先攻入武昌城，成为赢得 “铁军”称

号的第四军中一支英勇善战的部队。

１８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是大革命从高潮走
向失败的转折点。

１９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产
生了党的历史上第一个中央纪律检查监督机构

———中央监察委员会。

２０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
的第一枪，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战

争、创建人民军队和武装夺取政权的开端，开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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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中国革命新纪元。

２１毛泽东在八七会议中提出 “枪杆子里出

政权”。八七会议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

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给正处在思想混乱和组织

涣散中的中国共产党指明了新的出路，为挽救党

和革命作出了巨大贡献。

２２１９２７年９月，红军进行了著名的三湾改
编，毛泽东提出 “将党的支部建在连上”的重要

思想，是建设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的重

要开端。

２３１９２８年６月至７月，中国共产党第六次
全国代表大会在莫斯科近郊举行。

２４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创建的第一
个农村革命根据地是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井冈山

根据地的建立，点燃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星星之

火，为中国革命探索出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

取政权这样一条前人没有走过的正确道路。

２５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是中国历史历史上第
一个全国性的工农民主政权，是中国共产党在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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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地区执政的重要尝试。

２６毛泽东在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

中，回答了 “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问，初步

形成了以乡村为中心、先在农村建立和发展红色

政权，待条件成熟时再夺取全国政权的思想。

２７九一八事变，标志着日本帝国主义侵华
的开端。

２８１９３５年中国共产党发表了著名的 “八一

宣言”，提出了 “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

口号。

２９瓦窑堡会议确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策略。

３０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时局转换的
枢纽，对促成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

统一战线的建立起到了重要作用。

３１毛泽东的 《实践论》和 《矛盾论》深刻

地揭露了党内普遍存在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

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大众化的光辉典范。

３２洛川会议的召开标志着党的全面抗战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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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的正式形成。

３３为了驳斥 “亡国论”和 “速胜论”的错

误观点，系统阐述党的抗日持久战方针，毛泽东

于１９３８年５月写了 《论持久战》这篇重要文章。

３４１９３７年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爆发的标志是
卢沟桥事变，又称 “七七事变”。

３５平型关大捷是全民族抗战爆发后中国军
队主动对日作战取得的第一个重大胜利，打破了

日军 “不可战胜”的神话。

３６百团大战是全民族抗战以来八路军在华
北发动的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带战略

性进攻的战役，沉重打击了日本侵略军，大大提

高了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威望，坚定了全国人民抗

战胜利的信心。

３７１９４２年１月１日，中、美、英、苏等２６
个国家签署 《联合国家宣言》，正式形成国际反

法西斯统一战线。

３８周恩来 “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

戈，相煎何急？！”的题词是为皖南事变而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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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９１９４２年，中国共产党在全党范围内进行
了一次整风运动，其主要任务是反对主观主义以

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

股以整顿文风。

４０中共六届七次全会通过了 《关于若干历

史问题的决议》，对党的历史上若干重大问题作

出正式结论，标志着延安整风运动胜利结束。

４１党的七大把党在长期奋斗中形成的优良
作风概括为三大作风，即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

风、和人民群众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作风、自我批

评的作风。

４２党的七大的历史性贡献是把毛泽东思想
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并写入党章。

４３１９４５年８月１５日，日本政府被迫正式宣
布无条件投降。

４４国共双方于１９４５年１０月１０日正式签署
《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 “双十协定”。

４５１９４８年秋，人民解放战争进入夺取全国
胜利的决定性阶段，进行了辽沈、淮海、平津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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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战役，基本上歼灭了国民党军主力，解放了长

江中下游以北的地区。

４６１９４９年４月２３日，解放军占领国民党统
治中心南京，宣告延续２２年的国民党反动统治
覆灭。

４７１９４９年上半年，毛泽东先后提出了三条
基本外交方针：“另起炉灶” “打扫干净屋子再

请客”和 “一边倒”。

４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
通过北平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将北平改名为

北京；决定采用公元纪年；以 《义勇军进行曲》

为代国歌；国旗为五星红旗，象征全国人民在共

产党领导下的大团结。

４９土地改革的完成，标志着在我国延续了
几千年的封建制度的基础———地主阶级的土地所

有制，至此彻底消灭了，农民真正成为土地的

主人。

５０１９５０年 ５月 １日，中央人民政府颁布
《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这是新中国制定的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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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法律。

５１“三反”：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
僚主义。

５２“五反”：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
对盗骗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和反对盗窃国家

经济情报。

５３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 “从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

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

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

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

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５４１９５３年开始实行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
五年计划，经济建设工作有计划地在全国展开。

５５１９５４年９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第一次会议的重大贡献是一致通过了 《中华人民

共和国宪法》，这是一部社会主义类型的宪法，

体现了人民民主原则和社会主义原则。

５６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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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国务院即中央人民政府，是最高国家行政

机关。

５７在万隆会议上，周恩来鲜明地提出 “求

同存异”的方针。

５８党的八大指出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
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

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

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

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

５９党的八大通过的新党章是中国共产党在
全国执政以后制定的第一部党章。

６０党的八届九中全会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
“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

６１１９６４年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６２在１９６４年底到１９６５年初召开的三届全

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宣

布，全国人民要努力奋斗，把我国逐步建设成一

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

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这是第一次郑重地向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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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人民宣布四个现代化的任务。

６３《中美联合公报》，标志着中美两国关系
正常化进程的开始。

６４中国政府第一次公开提出和平解决台湾
问题的方针，是在全国人大常委会 《告台湾同胞

书》中。

６５１９７１年１０月２５日，第２６届联合国大会
通过决议，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

席位。

６６１９７６年１０月，党中央公布粉碎 “四人

帮”的消息，结束了 “文化大革命”。

６７１９７８年５月１１日，《光明日报》发表题
为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特约评论员

文章，从根本上否定了 “两个凡是”的错误方

针，揭开了真理标准讨论的序幕。

６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把全党工作着
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实行改革

开放的历史性决策，实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

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开启了改革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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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

６９１９７９年３月，邓小平在党的理论工作务
虚会上发表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他指

出，必须在思想上政治上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

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列

主义毛泽东思想这四项基本原则。

７０《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
议》的通过，标志着党在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

胜利完成。

７１１９７９年４月中共中央工作会议提出对国
民经济实行 “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

针，通称新 “八字方针”。

７２１９７８年１１月，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 １８
户农民冒着风险，在契约上按下血印，悄悄搞起

了 “大包干”联产承包责任制，成为中国农村改

革的突破口。改革开放后，我国农业生产的主要

形式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７３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
制度遵循的基本方针是 “长期共存、互相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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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胆相照、荣辱与共”。

７４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是党和国
家的生命线，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兴国之要，四

项基本原则是立国之本，改革开放是强国之路。

７５党的十四大确定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
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７６１９９２年春，邓小平先后视察武昌、深圳、
珠海、上海等地，发表了重要谈话，这就是著名

的邓小平南方谈话。南方谈话和中共十四大是中

国社会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进入新的发展

阶段的标志。

７７党的十五大指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
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

项基本经济制度。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７８党的十五大把邓小平理论同马克思列宁
主义、毛泽东思想一起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写入

党章。

７９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国家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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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一个没有创新能力的民族，

难以屹立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

８０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是实现和平统一
的基础和前提。

８１“三个代表”：我们党要始终代表中国先
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

前进方向；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

利益。

８２党的十六大的一个历史性贡献，是把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

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一道，作为党必须长期坚持

的指导思想写入党章。

８３２００６年在全国范围内取消了农业税，终
结了延续两千六百多年农民种田交税的历史。

８４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
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

法是统筹兼顾。

８５党的十七大决定把科学发展观写入党章。
８６２０１２年，党的十八大把科学发展观正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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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科学发展观对新形势下实

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问题作出了新

的科学回答，把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律的认

识提高到新的水平。

８７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依据是社会主
义初级阶段。

８８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布局是社会主
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

生态文明建设 “五位一体”。

８９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任务是实现社
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９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是共同
富裕。

９１“三型政党”：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
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

９２２０１２年１１月１５日，在与中外记者见面
会上，习近平代表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庄严承

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

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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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３党的十八大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

９４中国梦核心内涵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本质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实现中

国梦必须走中国道路，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道路；必须弘扬中国精神，这就是以爱国主义为

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

神；必须凝聚中国力量，这就是中国各族人民大

团结的力量。

９５中国梦是中华民族团结奋斗的最大公约
数和最大同心圆。

９６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
和市场的关系。

９７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 “要使市

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论断。

９８我国经济发展处于增长速度换挡期、结
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 “三期叠

加”阶段。

９９“三去一降一补”：去产能、去库存、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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杠杆、降成本、补短板。

１００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
的力量。

１０１要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以
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

的时代精神，不断增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精神

力量。

１０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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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０３国家通过法定程序，将９月３日确定为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将１２月１３日设
立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将９月３０
日设立为烈士纪念日。

１０４２０１３年 １１月，习近平在湖南考察时，
首次创造性地提出 “精准扶贫”的重要理念，强

调要 “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精准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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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标志着我国扶贫方式的重大转变。

１０５“两不愁、三保障”：农村贫困人口不
愁吃、不愁穿，义务教育、基本医疗、住房安全

有保障。

１０６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明确全面推进依
法治国的总目标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

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１０７“好干部标准二十字”：信念坚定、为
民服务、勤政务实、敢于担当、清正廉洁。

１０８建设一支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
优良的人民军队，是党在新形势下的强军目标，

其中听党指挥是灵魂、能打胜仗是核心、作风优

良是保证。

１０９“一带一路”即丝绸之路经济带、海上
丝绸之路。

１１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
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

１１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意味
着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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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迎来了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意味着科学社会主

义在２１世纪的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在世
界上高高举起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意

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

不断发展，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

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

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

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１１２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
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

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是

关系全局的历史性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提出了

许多新要求。

１１３党的十九大提出２０２０年到本世纪中叶
可以分两个阶段来安排。第一个阶段，从 ２０２０
年到２０３５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
再奋斗１５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第二
个阶段，从２０３５年到本世纪中叶，在基本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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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化的基础上，再奋斗１５年，把我国建成富
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１１４党的十九大提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并把这一思想确立为党必须长

期坚持的指导思想，写进党章。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系统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

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重大时代课题。

１１５“八个明确”：明确坚持和发展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总任务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

上，分两步走在本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

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明确新时代我国

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

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必须坚持以人

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

总体布局是 “五位一体”、战略布局是 “四个全

面”，强调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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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自信；明确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是完善和发

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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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总目标

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

义法治国家；明确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是建设

一支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人民军

队，把人民军队建设成为世界一流军队；明确中

国特色大国外交要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

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党是最高

政治领导力量，提出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突

出政治建设在党的建设中的重要地位。

１１６“十四个坚持”：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
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全面深化改革，

坚持新发展理念，坚持人民当家作主，坚持全面

依法治国，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坚持在

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

生，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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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对领导，坚持 “一国两制”和推进祖国统一，

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坚持全面从严治

党。“十四个坚持”是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

１１７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的核心内容是 “八个明确”和 “十四个坚持”。

其中，“八个明确”是这一思想最为核心关键的

组成部分，是起支撑作用的四梁八柱。

１１８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了党的建设总体
布局，即：全面推进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

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把制度建设贯

穿其中，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

１１９思想建设是党的基础性建设。中国共
产党之所以能够历经艰难困苦而不断发展壮大，

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我们党始终重视思想建

党、理论强党。

１２０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通过 《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这是新中国历史上第一部

法典化的法律，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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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法治建设的一个重大标志性成果，被誉为

“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 “新时代人民权利的

‘宣言书’”，是推进全面依法治国的重大标志性

成果。

１２１领导干部要胸怀两个大局，一个是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一个是世界百年未

有之大变局，这是谋划工作的基本出发点。

１２２２０１８年１２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进一
步提出 “巩固、增强、提升、畅通”八字方针，

为进一步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不动

摇、推动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

１２３新冠肺炎疫情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
遭遇的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

最大的一次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也是百年来

全球发生的最严重的传染病大流行。

１２４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坚决打赢
脱贫攻坚战，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建立解决相对

贫困的长效机制。

１２５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作出了加快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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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

的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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