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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一大

1921 年 7 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
全国代表大会因遭法租界巡捕的袭
扰，从上海转移到嘉兴南湖的一条游
船上继续举行。就是在这条游船上，
伟大的中国共产党诞生了。中国革命
的航船，从这里扬帆起航。

党的一大宣告中国共产党正式成
立。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最先进的阶
级——工人阶级的政党，不仅代表着
工人阶级的利益，而且代表整个中国
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利益。它从一开始
就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行动指南，始
终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
谋复兴作为初心和使命。

【背景摘录】
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

播、中国工人运动的蓬勃兴起，作为两
者结合产物的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在
上海、北京、武汉、长沙、济南、广州以
及赴日、旅欧留学生中相继成立，建党
条件基本成熟，召开全国代表大会也
在建党骨干中开始酝酿。

1921 年 7 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
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
106 号（今兴业路 76 号）正式开幕，后
因会场受暗探注意和法租界巡捕搜
查，最后一天的会议转移到浙江嘉兴
南湖的游船上举行。党的一大召开犹
如一轮红日在东方冉冉升起，照亮了
中国革命的前程。

党的二大

党的二大通过了第一个党章，第
一次提出明确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
革命纲领，阐明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
级中最有革命精神的分子所组成的
政党，是“为无产群众奋斗的政党”，
强调党的一切运动都必须深入广大
的 群 众 中 去 ，都 必 须 是 不 离 开 群 众
的。

【背景摘录】
1922 年 7 月，中国共产党第二次

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当时中
国最突出的问题，就是帝国主义势力
操纵下愈演愈烈的军阀混战，刚刚成
立的中国共产党深刻认识到，时局如
此动荡，如果不先推倒祸国殃民的大
小军阀及帝国主义，一切美好理想的
实现都无法谈起。

党的三大

党的三大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
的策略原则和共产国际的指示，结合
中 国 革 命 的 具 体 情 况 ，充 分 发 扬 民
主，在分析中国社会矛盾和明确中国
革命性质的基础上，正确解决了建党
初期党内在国共合作问题上存在的重
大分歧，统一了全党的认识，正式确定
了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
与国民党进行党内合作的策略方针，
使党能够团结一切可能联合的力量，
共同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任
务。

【背景摘录】
1923 年 6 月，中国共产党第三次

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举行，出席大会
的 代 表 30 多 人 ，代 表 全 国 420 名 党
员。党的三大之后，第一次国共合作
正式建立，全国掀起了声势浩大、轰轰
烈烈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群众运动，
胜利地举行了北伐战争，促进了中国
革命的高涨。

党的四大

党的四大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无
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和工
农联盟问题。对民主革命的内容做
了更加完整的规定，指出在“反对国
际帝国主义”的同时，既要“反对封建
的军阀政治”，还要“反对封建的经济
关系”。

【背景摘录】
1925 年 1 月，中国共产党第四次

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党的四大
作出的各项正确决策，为大革命高潮
的到来作了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
的准备。此后，全国的革命形势迅速
发展，工人运动风起云涌，农民运动轰
轰烈烈，大革命的高潮来临了。

党的五大

党的五大提出争取无产阶级对革
命的领导权，建立革命民主政权和实
行土地革命等一些正确的原则。五届
一中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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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在党的建设史上具有重
要意义。

【背景摘录】
1927 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

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
众，大革命遭到了局部的严重失败。
此后，全国形成了 3 个政权，即原来的
北洋军阀政府，上海、南京的蒋介石反
革命政权和武汉国民政府。面对错综
复杂的矛盾和尖锐激烈的斗争，需要
中国共产党对形势有清醒的认识并采
取果断行动，才能挽救革命。党的五
大 就 是 在 这 种 非 常 状 态 下 召 开 的 。
1927 年 4 月至 5 月，中国共产党第五次
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汉举行。出席大会
的代表 82 人，代表全国 57967 名党员。

党的六大

党的六大把工作中心从千方百计
地组织暴动转到从事长期的艰苦的群
众工作，确定以争取群众作为党的首
要任务。六大以后，全党贯彻执行六
大路线，恢复和重建党的组织，领导开
展群众斗争，中国革命出现走向恢复
和发展的局面。

【背景摘录】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开始

走上了独立领导中国革命的道路。在
关于中国社会性质以及革命性质、对
象、动力、前途等关系革命成败的重大
问题上，迫切需要召开一次党的全国
代表大会认真加以解决。1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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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大会的
代表共 142 人。

党的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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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
著标志。

【背景摘录】
在抗日战争即将取得胜利的前

夜，在全党整风的基础上，1945 年 4 月
至 6 月，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
大会在延安召开。出席大会的正式代
表 547 名，候补代表 208 名，代表全国
121 万名党员。

党的七大是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
时期召开的一次极其重要的全国代表
大会。把毛泽东思想确立为党的指导
思想并写入党章，是党的七大的历史
性贡献。

党的八大

党的八大宣布：我国无产阶级同

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上解
决，几千年来的阶级剥削制度的历史
已经基本上结束，社会主义的社会制
度在我国已经基本上建立起来。国内
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建立先进
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
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经济文化
迅速发展的需求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
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党
和全国人民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集
中力量解决这个矛盾，把我国尽快地从
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

【背景摘录】
1956 年 9 月 15 日至 27 日，中国共

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
行。这是党在全国执政后召开的第一
次全国代表大会。党的八大宣告了社
会主义革命的基本完成和社会主义制
度的基本确立。这次会议对中国建设
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站在比较高的历
史起点上，取得了初步成果，对于党和
国家事业发展具有长远的重要意义。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马
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
路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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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
代化建设新时期。

【背景摘录】
粉粹“四人帮”，纠正“文化大革

命”的错误，彻底扭转十年内乱造成的
严重局面，人民热切期待党和国家从
危难中重新奋起。这个时候，世界经
济正快速发展，科技进步日新月异。
国内外发展大势要求中国共产党尽快
就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大政方针作出
政治决断和战略抉择。在中国向何处
去的重大历史关头，1978 年 12 月，党
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从这
次全会开始，改革开放和开创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的大幕拉开，邓小平理论
也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

党的十二大

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响
亮提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
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
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大会通过了新的《中国共产党章程》，
强调共产党永远是劳动人民的普通一
员，规定了党员的八条义务，要求党员
坚持党和人民利益高于一切，个人利
益服从党和人民的利益，吃苦在前，享
受在后，克己奉公，绝不得假公济私，
损公利私。

【背景摘录】
1982 年 9 月 1 日至 11 日，党的第

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党
的十二大是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后党
召开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的
胜利召开，标志着党成功地实现了具
有重大历史性意义的伟大转变。它开
始把中国带入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

主义的新的政治轨道，并以全面开创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而永远
载入史册。

党的十三大

党的十三大提出党在社会主义初
级阶段的基本路线：领导和团结全国
各族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
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
生，艰苦创业，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
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而奋斗。实践证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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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基本
路线是党和国家的生命线，人民的幸
福线。

【背景摘录】
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事业的不断推进，迫切需要党在
深刻分析基本国情、总结实践经验基础
上，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
主义的根本问题，以及我国改革开放和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应遵循什么样的
基本路线的问题，从理论和实践上进一
步作出明确回答。1987年10月25日至
11月 1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
表大会在北京举行，系统阐述了社会主
义初级阶段的理论，明确概括了党在社
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制定了

“三步走”现代化发展战略。

党的十四大

在党的十四大上，江泽民作题为
《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夺
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
利》的报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体制是党的十四大作出的重大决策。

【背景摘录】
1992 年 10 月 12 日至 18 日，中国

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
举行。在邓小平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
大精神的推动下，中国的改革开放扬
起新的风帆。全国上下积极性高涨，
经济快速发展。世界的目光也聚焦中
国，来华投资热再度兴起。以邓小平
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为标志，我国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
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党的十五大

党的十五大提出了党在社会主义
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阐明了建设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
的基本特征和基本要求。大会把邓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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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背景摘录】
1997 年 9 月 12 日至 18 日，中国共

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
行。党的十五大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
旗帜，总结了我国改革和建设的新经
验，把邓小平理论确定为党的指导思
想，把依法治国确定为治国的基本方
略，把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
经济共同发展，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
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确定为我国在社

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和分
配制度。党的十五大对建设有中国特
色的社会主义事业的跨世纪发展作出
了全面部署。

党的十六大

党的十六大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
会的奋斗目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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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指出，贯
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关键在坚持
与时俱进，核心在坚持党的先进性，本
质在坚持执政为民。

【背景摘录】
2002 年 11 月 8 日至 14 日，中国共

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
行。党的十六大是党在新世纪召开的
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明确回答
了新世纪新阶段中国共产党举什么
旗、走什么路、实现什么样的发展目标
等重大问题。

党的十七大

党的十七大创造性地提出并深刻
阐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飞跃
的理论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
论体系。大会认为，科学发展观是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重大创新成
果，决定将这一成果写入党章。科学
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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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背景摘录】
2007 年 10 月 15 日至 21 日，中国

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
举行。党的十七大首次概括提出，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包括
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
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
科学理论体系。这个理论体系，坚持
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
想，凝结了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人
民不懈探索实践的智慧和心血，是马
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是党最宝
贵的政治和精神财富，是全国各族人
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

党的十八大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
们的奋斗目标。”“我们一定要始终与
人民心心相印、与人民同甘共苦、与人
民团结奋斗，夙夜在公，勤勉工作，努
力向历史、向人民交出一份合格的答
卷。”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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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背景摘录】
2012 年 11 月 8 日至 14 日，中国共

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
开。党的十八大是在我国进入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决定性阶段召开的一次十
分重要的大会。大会的主题是，高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
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
展观为指导，解放思想，改革开放，凝
聚力量，攻坚克难，坚定不移沿着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而奋斗。

党的十九大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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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背景摘录】
2017年 10月 18日至 24日，中国共

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
行。大会的主题是：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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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懈奋斗。

党的十九大着眼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事业长远发展，郑重提出习近平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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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了党的指导思想
的又一次与时俱进。

百年大党 永葆初心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记走过的路，走得再

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也不能忘记走过的过去，不能忘记为什么出
发。

一百年风雨兼程，道不尽坎坷沧桑；一百年风云变幻，数不尽伟

业辉煌。从党的开天辟地到新中国成立的改天换地，从改革开放的
翻天覆地到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
史性变革，根本原因就在于我们党始终坚守了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
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