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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中國共產黨百年偉大貢獻

中國共產黨百年偉大貢獻

曲青山

中共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院長、研究員

中國共產黨成立 100年了。這是矢志踐行初心使命的 100年，是篳

路藍縷奠基立業的 100年，是創造輝煌開闢未來的 100年。100年來，中

國共產黨為國家、為人民、為民族、為世界作出了彪炳史冊的偉大貢獻。

一、中國共產黨對國家的偉大貢獻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落後就要捱打，發展才能自強。」100年來，

中國共產黨對國家的偉大貢獻，體現在徹底改變了近代以後 100多年中

國積貧積弱、受人欺凌的悲慘命運，中華民族走上了實現偉大復興的壯

闊道路。

從 1840年鴉片戰爭到 1949年新中國成立之前，中國是一個半殖民

地半封建社會。在 100多年時間裏，世界上幾乎所有的帝國主義國家都

侵略過中國，逼迫中國賠款、割地、開放通商口岸，給外國人以法外特

權。中國共產黨成立後，團結帶領人民經過 28年浴血奮戰，打敗日本帝

國主義，推翻國民黨反動統治，取得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建立了中華

人民共和國。新中國的成立，徹底結束了舊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

歷史，徹底結束了舊中國一盤散沙的局面，徹底廢除了列強強加給中國

的不平等條約和帝國主義在中國的一切特權，開啟了中國歷史新紀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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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質：中國共產黨與中國iv

在抗美援朝戰爭中，中國人民志願軍打出了國威軍威，有效維護了

國家的獨立和安全。彭德懷同志在《關於中國人民志願軍抗美援朝工作

的報告》中講了這樣一段話：「西方侵略者幾百年來只要在東方一個海岸

上架起幾尊大炮就可霸佔一個國家的時代是一去不復返了。」鄧小平同

志說，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中國取得了一個資格：人們不敢輕視我

們」。隨着社會主義改造完成，我國建立起社會主義基本制度，並開始

大規模進行社會主義建設，建立了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

濟體系，在核技術、人造衞星、運載火箭等尖端國防科技領域實現了零

的突破。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我們黨作出實行改革開放的歷史性決

策，極大地解放和發展了社會生產力。中國大踏步趕上時代潮流，用幾

十年時間走完了西方發達國家幾百年走過的工業化歷程，建立了全世界

最完整的現代工業體系，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進入新時代，我們黨

團結帶領人民進行偉大鬥爭、建設偉大工程、推進偉大事業、實現偉大

夢想，推動黨和國家事業取得全方位、開創性歷史成就，發生深層次、

根本性歷史變革。我國在高溫超導、納米材料、生命科學、載人航天、

探月工程、量子科學、深海探測、超級計算、北斗導航、大飛機製造、

高鐵等戰略高技術領域取得重大原創性成果，基礎設施現代化躍居世

界前列，高鐵總里程超過世界高鐵總里程的 2/3，高速公路里程居世界

第一，建成全球最大 5G網絡等。我國的經濟實力、科技實力、國防實

力、綜合國力極大增強。

黨的十九大擘畫了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宏偉藍圖，提出

到 2035年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到本世紀中葉把我國建成富強民主

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一個開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

國家新征程、向第二個百年奮鬥目標進軍的中國，已經展現在世人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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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中國共產黨百年偉大貢獻

二、中國共產黨對中國人民的偉大貢獻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我們黨來自人民、紮根人民、造福人民，全心

全意為人民服務是黨的根本宗旨。」100年來，中國共產黨對人民的偉

大貢獻，體現在使人民翻身解放、當家作主，真正成為國家、社會和自

己命運的主人，促進人的全面發展和社會全面進步，使全體人民朝着共

同富裕的目標不斷邁進。

在舊中國，廣大人民尤其是佔中國人口絕大多數的農民日益貧困化

以至大批地破產，他們過着饑寒交迫和毫無政治權利的生活。1949年，

全國居民人均預期壽命只有 35歲。新中國成立後，在黨的領導下，我國

確立了人民民主專政的國體和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政體，人民真正成為

國家、社會和自己命運的主人。

在經濟上，隨着生產力的發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斷提高。我國用佔

全球 6.6% 的淡水資源和 9% 的耕地養活了佔世界近 20% 的人口，而且

滿足了高質量、多樣化的農產品消費需求。人民吃穿用不愁，家電全面

普及，汽車快速進入尋常百姓家。形成人數超過 4億的世界上規模最大

的中等收入群體。我國人均國內生產總值持續快速增長，已突破 1萬美

元，實現從低收入到下中等收入再到上中等收入的跨越。

在政治上，人民群眾享有廣泛真實管用的民主，從各層次各領域有

序參與政治生活。改革開放以來，社會主義民主政治不斷發展，人民當

家作主制度保障不斷加強，社會主義協商民主優越性充分發揮，愛國統

一戰線更加鞏固，社會治理方式不斷創新，依法治國實踐得到進一步深

化，社會長期保持穩定。

在文化上，堅持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的指導地位，積極培育

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發展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加強社會主義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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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文明建設，大力弘揚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創新為核

心的時代精神，黨的創新理論和愛國主義、集體主義、社會主義深入人

心，促進人的全面發展和社會全面進步。

在民生上，教育事業全面發展，教育普及程度超過中高收入國家平

均水平，高等教育進入普及化階段。就業結構不斷優化，城鎮登記失業

率保持在較低水平。城鎮化率不斷提高，城鎮常住人口 2019年增加到

8.48億。我國建成了包括養老、醫療、低保、住房在內的世界最大的社

會保障體系，基本養老保險覆蓋近 10億人，基本醫療保險覆蓋超過 13

億人，居民人均預期壽命 2019年達到 77.3歲。

在生態上，大力推進生態文明建設，提供更多優質生態產品，不斷

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優美生態環境需要。堅決打贏藍天保衞戰，還老百

姓藍天白雲、繁星閃爍；深入實施水污染防治行動計劃，還老百姓清水

綠岸、魚翔淺底；全面落實土壤污染防治行動計劃，堅持生態惠民、生

態利民、生態為民，讓老百姓吃得放心、住得安心。

在扶貧上，創造了人類減貧史上的奇跡。黨的十八大以來，精準扶

貧、精準脫貧力度之大、效果之彰，在人類歷史上前所未有。平均每年

1000多萬人脫貧，相當於一個中等國家人口的規模。改革開放以來，按

照現行貧困標準計算，累計減少農村貧困人口 7.7億，成為世界減貧人口

最多的國家，是第一個完成聯合國千年發展目標中減貧目標的發展中國

家，對全球減貧貢獻率超過 70%，在解決困擾中華民族幾千年的絕對貧

困問題上取得了偉大歷史性成就。

總之，我國在幼有所育、學有所教、勞有所得、病有所醫、老有所

養、住有所居、弱有所扶上持續取得新進展，使發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

及全體人民，人民群眾的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斷增強，共同富裕

的本質要求在現實生活中逐步得以體現。中國人民迎來了從溫飽不足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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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i中國共產黨百年偉大貢獻

小康富裕的偉大飛躍。

三、中國共產黨對中華民族的偉大貢獻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是近代以來中國人民

最偉大的夢想。」100年來，中國共產黨對中華民族的偉大貢獻，體現

在實現了中華民族從「東亞病夫」到站起來的偉大飛躍，實現了中華民

族從站起來到富起來的偉大飛躍，中華民族迎來了從富起來到強起來的

偉大飛躍。

新中國成立以前，帝國主義國家將中華民族視為劣等民族、斥為

「東亞病夫」，任意欺凌侮辱。中國共產黨帶領中國人民為爭取民族獨立

進行了不屈不撓的鬥爭。抗日戰爭是近代以來中國人民第一次取得完全

勝利的民族解放鬥爭，中國共產黨在戰爭中發揮了中流砥柱作用。抗日

戰爭成為中華民族走向偉大復興的歷史轉折點。新中國成立後，中國共

產黨始終堅決維護國家的主權、安全、發展利益。

中國共產黨提出「和平統一、一國兩制」重大方針，相繼恢復對香

港、澳門行使主權，洗雪了中華民族百年屈辱。我們黨始終着眼於中華

民族整體利益和長遠利益，堅定維護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團結全體中

華兒女，推動海峽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堅決挫敗各種製造「台獨」的圖

謀，取得一系列反分裂鬥爭的重大勝利。在涉藏、涉疆、涉港、涉海等

問題上，堅決同國內外敵對勢力作鬥爭，維護了中華民族的整體利益。

我國有 56個民族，共同組成一個多民族的大家庭。中國共產黨堅

持馬克思主義民族理論和政策，從中國實際出發，實行民族區域自治制

度，堅持各民族一律平等，全面貫徹黨的民族政策，建立起平等團結互

助和諧的社會主義民族關係，不斷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加強各民

族交往交流交融，促進各民族共同團結奮鬥、共同繁榮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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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共產黨為國家立心、為民族鑄魂，大力傳承和弘揚中華優秀

傳統文化，推動其實現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中華文化得以發揚光

大，並不斷走向世界。中國人民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不斷增強。

中國共產黨在領導人民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進程中，創造

了經濟快速發展奇跡和社會長期穩定奇跡，走出了一條中國式現代化道

路。這個現代化具有中國特色，是人口規模巨大的現代化，是全體人民

共同富裕的現代化，是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協調的現代化，是人與自

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是走和平發展道路的現代化。在人類現代化進程

中，實現現代化的國家人口不超過 10億。中國共產黨更好地把 14億人

民組織起來、動員起來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在中華民族發展

史上、在人類歷史上都具有極其重大而深遠的意義。

四、中國共產黨對世界的偉大貢獻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國共產黨是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的政黨，也是

為人類進步事業而奮鬥的政黨。」100年來，中國共產黨對世界的偉大

貢獻，體現在實現了中國從落後於時代到趕上時代、引領時代，從近代

以來對人類進步事業貢獻較小到貢獻較大的歷史性轉變。

我們黨領導的革命事業，得到世界上愛好和平正義的國家、人民的

支持和幫助。同時，我們黨也盡自己的最大努力，支持和幫助全世界被

壓迫民族和人民爭取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的正義事業。新中國成立後，

我國積極倡導和堅定實踐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使這一原則得到國際社會

廣泛認可，並成為處理國際關係的重要準則。長期以來，中國共產黨和

中國人民堅持獨立自主原則，堅定維護廣大發展中國家的利益，堅持國

家不分大小、強弱、貧富一律平等，堅決反對殖民主義、霸權主義和強

權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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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開放以來，我國高舉和平、發展、合作、共贏的旗幟，堅持獨

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堅持互利共贏的開放戰略，堅定維護國際關係

基本準則，維護國際公平正義，積極推進全球夥伴關係建設。黨的十八

大以來，我們黨提出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推動構建新型國際關

係，倡導共建「一帶一路」。「一帶一路」建設為參與國家和地區人民帶

來福祉。2008 年國際金融危機發生後，中國成為全球經濟增長的穩定

器和動力引擎，連續多年對世界經濟增長貢獻率超過 30%。2020年，

受新冠肺炎疫情衝擊，世界經濟嚴重衰退。我國全年國內生產總值增長

2.3%，成為全球唯一實現經濟正增長的主要經濟體，為全球經濟帶來積

極溢出效應，對全球經濟企穩回升起到重要作用。

我國堅持共同、綜合、合作、可持續的安全觀，積極參與斡旋解

決地緣政治熱點問題。到目前為止，累計派出 4萬餘人次維和人員，成

為聯合國維和行動第二大出資國和常任理事國派出維和人員最多的國

家。我國在減貧、反腐、維和、反恐、氣候變化、消除地區熱點、環境

治理、有效應對疫情和自然災害等方面，堅持原則，伸張正義，創新理

念，設置議題，求同存異，對話溝通，成為世界和平的建設者、全球發

展的貢獻者、國際秩序的維護者。

長期以來，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為廣大發展中國家提供了大量無

償援助、優惠貸款，提供了大量技術支持、人員支持、智力支持，為廣

大發展中國家建成了大批經濟社會發展和民生改善項目。

我國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成功，在世界上高高舉起了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使科學社會主義在 21世紀的中國煥發出強

大生機活力；為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發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獨立性的國

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選擇，為解決人類問題貢獻了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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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共產黨的豐功偉績

江金權

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

我們黨成立一百年來，實現了中國滄桑巨變，建立了豐功偉績，主

要是：指明了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正確道路，根本改變了中國人民

的歷史命運，作出了解決全人類問題的中國貢獻，形成了中華民族偉大

復興的堅強領導核心。

中國共產黨成立以來的一百年極不平凡，是中國人民根本改變歷史

命運的一百年，是中華民族迎來偉大復興的一百年，是中國為全人類發

展作出卓越貢獻的一百年。而所有這一切，都因為有我們黨這個堅強領

導核心。我們黨成就中國百年滄桑巨變的豐功偉績，是世界上其他任何

政黨都無法比擬的。

一、指明了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正確道路

道路決定命運。自從有了中國共產黨，中國就沿着新民主主義革

命—社會主義革命—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正確道路前進，走上了中華民

族偉大復興的康莊大道。

我們黨成立於中華民族危亡之際。1840 年鴉片戰爭以後，由於封

建統治者故步自封、腐朽無能，加之資本主義列強的侵略，舊中國逐步

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受盡欺凌，一度到了瀕臨亡國滅種的危險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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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i中國共產黨的豐功偉績

地。從此，救亡圖存成為中華兒女共同心願的「最大公約數」。無數仁人

志士為此進行不懈探索，從戊戌變法到辛亥革命，從清末的「君主立憲」

到孫中山的中華民國，各種方案都失敗了，都沒能根本改變中華民族受

壓迫、受欺凌的悲慘命運。1921年中國共產黨成立後，確立了新民主主

義革命的正確道路，讓災難深重的中國人民看到了新的希望、有了新的

依靠。我們黨探索出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正確革命道路，「喚

起工農千百萬」「奪過鞭子揍敵人」，經過土地革命戰爭、抗日戰爭、解

放戰爭，推翻了壓在中國人民頭上的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

義「三座大山」，建立了人民當家作主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徹底結束了

近代以來中國內憂外患、積貧積弱的悲慘境地，開啟了中華民族發展進

步的新紀元。

新中國成立之初，我國一窮二白、百廢待興，人口眾多、人均資

源不足、經濟基礎薄弱，我們黨開始醫治戰爭創傷。此時，美國發動朝

鮮戰爭，並轟炸我國東北邊境。黨中央果斷決策，「抗美援朝，保家衞

國」，打敗了美國侵略者，為新生的人民共和國贏得了安定的國際環境。

同時，我們黨制定了過渡時期總路線，在推進國家工業化的同時，完成

了對農業、手工業、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領導全國人民迅

速恢復生產和社會秩序，建立起生產資料公有制，發揮社會主義制度集

中力量辦大事的優勢，多快好省地建設「四個現代化」。儘管探索之路

艱辛坎坷，但我們成功建立和鞏固了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建立了獨立的

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為人民幸福、民族復興奠定了根

本政治前提、制度基礎和物質基礎。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我們黨果斷糾正「文化大革命」的錯誤，

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改革開放，成功開創

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創造性地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極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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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質：中國共產黨與中國xii

提高了我國經濟實力、科技實力、綜合國力和人民生活水平。我國國內

生產總值躍升至世界第二位，成為世界第一製造大國、第一貿易大國。

中國人民基本過上小康生活。全國各族人民從實踐中認識到，中國特色

社會主義是發展中國的唯一正確道路。

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面對錯綜複雜的

國際形勢和繁重艱巨的國內改革發展穩定任務，面對各種重大風險考驗

和黨內存在的突出問題，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舉旗亮劍、銳意

進取，統籌推進「五位一體」總體佈局，協調推進「四個全面」戰略佈

局，以全面深化改革增添發展動力，以高壓反腐淨化政治生態，以扶貧

攻堅解決突出民生問題，解決了許多長期想解決而沒有解決的難題，辦

成了許多過去想辦而沒有辦成的大事，黨和國家事業取得歷史性成就、

發生歷史性變革，譜寫了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篇章，為實現中華

民族偉大復興奠定了堅實基礎。黨的十九大以來，我們黨領導全國人

民，戰勝了前進道路上的種種艱難險阻，特別是 2020年在遭遇戰中取

得了抗擊新冠肺炎疫情的重大戰略成果，在世界主要經濟體中唯一實現

經濟正增長，脫貧攻堅戰取得了全面勝利，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取得偉大

歷史性成就，充分彰顯了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實踐偉

力、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巨大優勢、中國共產黨的強大執政能力。

一百年來，我們黨團結帶領全國各族人民找到了實現中華民族偉大

復興的正確道路，實現了民族獨立、國家富強、人民幸福，實現了經濟

快速發展、社會長期穩定，中華民族迎來了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

的偉大飛躍，創造了中華民族發展史上、世界社會主義發展史上、人類

社會發展史上的「中國奇跡」。

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只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才能發展中國。

只有在我們黨領導下，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才能實現中華民族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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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iii中國共產黨的豐功偉績

大復興。這是實踐的結論，也是對世界的啟示。

二、根本改變了中國人民的歷史命運

舊中國戰亂頻仍，民生凋敝，而且一盤散沙；新中國人民富足幸福、

充滿自信，共同為自己的美好生活而團結奮鬥。這種根本性改變，是我

們黨成立以後發生的。

中國人民受壓迫、受欺凌的悲慘命運一去不復返了。新中國成立之

前，中國人民頭頂「三座大山」，受盡欺壓和剝削。民不聊生、生靈塗

炭，是中國人經濟狀況的真實寫照；租界門前「華人與狗不得入內」的

牌子，「東亞病夫」的稱號，侵略者「支那人」的蔑稱，是中國人政治狀

況的真實寫照。是我們黨帶領人民推翻「三座大山」，建立新中國，實現

了人民當家作主，中國人真正有了人的尊嚴。隨着我國經濟社會發展、

國際地位提高，中國人民越來越揚眉吐氣、自信自強，海外華僑、華人

也越來越受到國際社會的尊重。

中國人民從貧困走進全面小康社會。舊社會，中國廣大人民過着饑

寒交迫的生活。新中國成立後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人民生活水平逐步

提高。到 2019年，人均國內生產總值超過 1萬美元。通過近 40年的扶

貧工作特別是黨的十八大以來的脫貧攻堅，按照現行標準測算，我國農

村貧困人口減少 7.7億，徹底解決了千百年來困擾中華民族的絕對貧困問

題。現在，中國成為全球最大消費市場，全體人民過上了富足的小康生

活，中國人也成為世界上購買力最強的群體之一。

中國人民的民主權利得到充分保障。舊中國，中國人民根本談不上

民主、人權。新中國，建立了人民代表大會制度這一根本政治制度，建

立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民族區域自治制度、

基層群眾自治制度等基本政治制度，廣大人民群眾享有憲法法律保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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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選舉、民主協商、民主決策、民主管理、民主監督等權利。我國保

障人民群眾在憲法法律規範內的言論自由、結社自由等。我國保障以生

存權、發展權為核心的廣泛人權。中國人民成為自己國家的主人，我國

的人民民主比西方國家的「資本民主」更加真實、有效。

中國人民的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斷提高。新中國成立以來特別是

改革開放以後，我國法治建設不斷加強，社會治安狀況根本好轉；生態

文明建設不斷加強，人民呼吸清潔空氣、飲用乾淨水、食用健康食物的

需求逐步得到滿足。加之政治上當家作主、經濟上初步富足，中國人民

的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空前提高。特別是經過新冠肺炎疫情的大考，廣

大中國人民深深感到，生活在中國最安全、最幸福。

人民是國家的主人。一個政黨、政府好不好，首先要看能否維護和

發展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我們黨始終秉持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的初心，

帶領全國各族人民奏響了站起來、富起來、強起來三部曲，中國人民經

濟上、政治上、精神上的獲得感自豪感前所未有。國際權威機構的最新

民意調查結果表明，中國民眾對本國政府信任度達 95%，高居各國榜首。

三、作出了解決全人類問題的中國貢獻

中華民族 5000多年文明史從未中斷，經濟社會發展曾長期處於世界

前列，中華文明為人類文明作出了重大貢獻。我們黨帶領全國各族人民

經過艱苦卓絕的鬥爭，結束了鴉片戰爭以後任人宰割的歷史，讓中華民

族走上了復興道路，不僅根本改變了中國，也極大改變了世界。

中國發展本身就是對世界的重大貢獻。佔全球近 1/4人口擺脫半殖

民地半封建社會、走上社會主義道路，進一步動搖了全球資本主義體

系、殖民統治體系，根本改變了世界政治格局，給被壓迫民族反殖民統

治、反帝國主義統治的民族解放運動以極大鼓舞。改革開放以後特別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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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v中國共產黨的豐功偉績

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持續開展大規模的扶貧攻堅，提前 10年實現《聯

合國 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減貧目標，為全球減貧事業作出了歷史性

貢獻。同時，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成功發展，也為處於低潮的世界社會

主義事業帶來新的希望。

中國為發展中國家提供了無私幫助。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國與廣

大發展中國家相互支持，為發展中國家提供力所能及的幫助。特別是

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建立和完善中非、中拉、中阿、中國 - 太平洋

島國等合作機制，在自願、互惠條件下開展廣泛合作，為發展中國家

提供支援。長期以來，我國一直為非洲國家提供衞生醫療援助。在抗

擊新冠肺炎疫情鬥爭中，我國不僅率先控制住疫情，而且向許多發展

中國家提供了大量技術、物資、醫療等幫助，並將我國研發的疫苗作

為全球公共產品提供給許多國家特別是發展中國家，為全球抗疫作出

了突出貢獻。

中國為全球發展和治理提供了中國方案。中國是聯合國創始成員國

和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始終堅持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堅定維護以聯合國

為核心的國際體系，堅定維護以國際法為基礎的國際秩序，一直在國際

舞台上為廣大發展中國家主持正義、公道，為維護世界和平與發展作出

了巨大貢獻。改革開放以後特別是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在扶貧、環保

等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為全球扶貧、環保事業提供了「中國樣本」。我

國堅定維護世界多邊貿易體制，主張推進新型經濟全球化，主張基於規

則的全球共同治理，堅決反對單邊主義、保護主義、霸凌行徑，體現了

對全人類共同利益的責任擔當。我國提出並帶頭實踐共建「一帶一路」，

為全球發展特別是發展中國家發展提供了公共產品和發展機遇。我國提

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主張，得到絕大多數國家和聯合國等國際組織

的高度認同，為人類發展展示了正確道路和光明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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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形成了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堅強領導核心

毛澤東同志指出：「既要革命，就要有一個革命黨。」在中國這樣

一個多民族的國家，要實現民族偉大復興，就必須有一個堅強的領導核

心。我們黨在百年革命、建設、改革的實踐中，帶領全國各族人民創造

了「中國奇跡」，贏得了包括各民主黨派在內的全國各族人民的衷心擁

護，成為當之無愧的堅強領導核心。最近，許多國際政要、學者評價

說：中國脫貧攻堅是「人類社會發展史上前所未有的創舉」，再次彰顯

中國共產黨的「超強執政力」。我們黨成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堅強領

導核心，有其歷史邏輯、實踐邏輯、理論邏輯。

思想理論的先進性。馬克思主義科學揭示了人類社會發展客觀規

律，為人類社會發展指明了唯一的正確道路。我們黨一成立就把馬克思

列寧主義寫在自己的旗幟上，並把馬克思列寧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革

命、建設、改革的實踐緊密結合起來，不斷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

代化，產生了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科學發

展觀，產生了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實現了黨的指導思

想的與時俱進。在科學理論指導下，我們黨及時洞察和把握社會發展大

趨勢，始終「站在歷史正確的一邊」，不斷增強決策的戰略性、前瞻性、

科學性。同時，馬克思主義及其中國化、時代化的理論成果，為中國人

民認識和改造世界提供了強大思想武器，使中國人民在精神上由被動變

為主動。

價值追求的人民性。我們黨來自人民、植根人民，堅持人民至上的

價值追求，堅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根本宗旨，始終謀求國家和人民

的根本利益，沒有自己的私利，是名副其實的中國工人階級的先鋒隊、

中華民族和中國人民的先鋒隊。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民心是最大的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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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嚮往，就是我們的奮鬥目標」。我們黨堅持歷

史唯物主義，視人民為歷史進步的根本動力，把黨作為人民實現其根本

利益的工具，把群眾路線作為黨的根本工作路線，始終與人民同呼吸、

共命運、心連心。我們黨始終把保障人民的國家主人地位、實現人民根

本利益作為制定方針政策的出發點和落腳點，不斷增強人民的獲得感幸

福感安全感。黨與人民同心同德、水乳交融，黨和人民的血肉聯繫是任

何敵對勢力都無法離間的。

不懈奮鬥的堅韌性。我們黨成立以來，始終秉承為中國人民謀幸

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的初心使命，不懈奮鬥、矢志不渝。面對百年奮

鬥歷程中的荊棘遍佈、艱難險阻，我們黨事不避難敢擔當，審時度勢、

科學決策，敢於鬥爭、善於鬥爭，以「越是艱險越向前」的大無畏革命

精神去戰勝前進道路上的各種困難，作出了巨大犧牲，上百萬共產黨人

獻出了寶貴生命，譜寫了一曲曲驚天地泣鬼神的奮鬥讚歌。我們黨勝不

驕敗不餒、愈挫愈勇，「不到長城非好漢」，馬不停蹄、只爭朝夕地朝

着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目標不懈奮進，用幾十年時間走完了發達國家用

上百年甚至幾百年時間才走完的路。全國各族人民為我們黨這種不畏艱

險、不怕犧牲、永不懈怠的奮鬥精神深深感染，由衷地把我們黨當作自

己的「主心骨」。

組織體系的科學性。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則，我們黨建立起堅強、

嚴密的組織體系，這就是由黨的中央組織、地方組織、基層組織共同構

成的科學組織體系。黨中央是大腦和中樞，負責制定黨的大政方針，具

有定於一尊、一錘定音的權威；黨的地方組織確保黨中央的決策部署在

本地區的貫徹落實，並把基層和黨員的意見建議報送到黨中央；黨的基

層組織負責把黨中央和上級黨委的決策部署貫徹落實到基層，並負責收

集、反映黨員和群眾的意見建議。目前，我們黨有近 470萬個基層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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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佈在全國各地各單位，有 9100多萬黨員生活、工作在各個基層組織

中。這種廣泛的、嚴密的、堅強的組織體系，既可以讓黨中央「如身使

臂，如臂使指」，使黨的大政方針和黨中央決策部署及時地、不折不扣地

貫徹落實到基層，又可以使黨的組織和黨員深深植根人民、紮根人民。

這是世界上其他任何政黨都不具有的強大組織優勢。

自我革命的堅定性。打鐵必須自身硬。我們黨在推進民族復興的偉

大實踐中，不斷推進黨的偉大自我革命，堅定不移全面從嚴治黨，不斷

強化黨內監督，堅持自我淨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始終

保持黨的先進性和純潔性。我們黨「堅持真理，修正錯誤」，「為人民利

益堅持好的、改正錯的」；按照好幹部標準培養選拔執政骨幹，加強理論

學習，不斷提高長期執政能力；堅持制度治黨、依規治黨，認真開展批

評和自我批評，依靠嚴明紀律保證全黨步調一致；堅決整治形式主義、

官僚主義、享樂主義和奢靡之風等不正之風，樹立清正廉潔、求真務實

等優良作風，始終保持同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繫；堅持刀刃向內，零容忍

懲治腐敗，不斷祛除黨的肌體上的毒瘤；等等。我們黨這種勇於自我革

命精神也是其他政黨不能比擬的。

我們黨的這些優秀品格是其他任何政黨所不具備的，理所當然地成

為民族復興事業的堅強領導核心。這是中國人民之幸、中華民族之幸。

歷史和人民選擇了我們黨，我們黨則帶領中國人民創造了世所罕見的

「兩大奇跡」。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堅強領導下，中國人民

必將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道路上創造出令世界刮目相看的新的更大

奇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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