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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奋进的壮丽史诗

百年成长的重要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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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百年探索的苦难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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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年来，全国各族人民同心

同德、艰苦奋斗，取得了令世界刮
目相看的伟大成就。

今天，社会主义中国巍

然屹立在世界东方，没有任
何力量能够撼动我们伟大祖
国的地位，没有任何力量能
够阻挡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
的前进步伐。



１.昏天暗地，近代探索中国现代化之路均以失败而告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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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贫积弱 封闭落后
一直挨打的旧中国



１.昏天暗地：近代探索中国现代化之路均以失败而告终

维新变法失败
改良救国之路成幻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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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天国运动失败

义和团运动失败

辛亥革命果实被窃取



第一次工业革命
（蒸汽机作为动力机

被广泛使用）

第二次工业革命
（人类进入了"电气时代"）

7

１.昏天暗地：近代探索中国现代化之路均以失败而告终



探索中国现代化
谋求自强自立

洋务运动不能挽救中国

１.昏天暗地：近代探索中国现代化之路均以失败而告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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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昏天暗地：近代探索中国现代化之路均以失败而告终

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方案
没能挽救中国

9



2.开天辟地：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完成救国大业

陈云、博古、彭德怀、
刘少奇、周恩来、张闻天

康生、毛泽东、王稼祥、
朱德、项英、王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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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开天辟地：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完成救国大业

上海：李 达、李汉俊
武汉：董必武、陈潭秋
长沙：毛泽东、何叔衡
济南：王尽美、邓恩铭
北京：张国焘、刘仁静
广州：陈公博
旅日：周佛海
武汉：包惠僧（陈独秀委派）
代表全国50多名党员
共产国际代表马林（荷兰）
赤色职工国际代表尼克尔斯基
（俄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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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开天辟地：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完成救国大业

◆有新的坚强的领导核心——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中国共产党

◆有新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

◆有新的革命方法——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

◆有新的奋斗目标——实现共产主义，建立社会主义新中国

中共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纲领

革命军队必须与无产阶级一起推翻资本家阶级

的政权；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直到阶级斗争结束，
即直到消灭社会的阶级区分；消灭资本家私有制，
没收机器、土地、厂房和半成品等生产资料，归社
会公有；联合共产国际。纲领明确提出要把工人、
农民和士兵组织起来，并确定党的根本政治目的是
实行社会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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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开天辟地：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完成救国大业

四个阶段、四件大事铸就中国共产党百年辉煌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1921
年7月中国共产党建立至1949年10
月新中国成立；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
1949年10月至1978年12月党的十
一届三中全会召开；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
建设新时期：1978年12月至2012
年11月党的十八大召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
2012年11月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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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开天辟地：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完成救国大业

建党初期
（1921.7-1924.5）

解放战争阶段
（1945.8-1949.9）

抗日战争阶段
（1931.9—1945.8）

土地革命阶段
（1927.8-1937.7）

大革命阶段
（1924.5—1927.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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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开天辟地：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完成救国大业 15

湘江战役

红军长征

抗日英雄
杨靖宇



2.开天辟地：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完成救国大业 16



2.开天辟地：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完成救国大业 17

1921年，周恩来在法国巴黎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7年9月，淮安地区
第一个党组织——中共
淮安县特别支部，在钦
工横沟寺成立。图为诞
生地纪念亭。

淮安学生声援五四爱国运动（图为五四运动）

在革命战争年代，淮安共有

8400多名烈士为国捐躯。



3.改天换地：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完成兴国大业

1950年，中国的国民生产总

值相当于美国的5%左右

100%

5%
新中国成立之初，积贫积弱、封闭落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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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改天换地：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完成兴国大业

过渡时期总路线

社会主义工业化

三大改造

农业 手工业
资本主义

工商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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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改天换地：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完成兴国大业

➢第一座生产载重汽车的长春汽车制造厂

➢第一座制造大型机床的沈阳机床厂

➢第一座大批量生产电子管的北京电子管厂

➢第一座试制喷气式飞机的沈阳飞机制造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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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改天换地：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完成兴国大业

“人工天河”——红旗渠，位于河南省林州市。工程于1960年2月动工，至

1969年7月支渠配套工程全面完成，历时近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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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改天换地：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完成兴国大业

独立研制出“两弹一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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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的思想路线；

◆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

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作出实行改革

开放的重大决策，实现了党的历史

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

4.翻天覆地：中国共产党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推进富国
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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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发出“走自己的道路，建

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伟大号

召。

4.翻天覆地：中国共产党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推进富国
大业

1982年，党的十二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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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系统地阐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

论；

◆明确概括了以“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

”为主要内容的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

基本路线；

◆对我国现代化建设作出“三步走”的战

略部署。

4.翻天覆地：中国共产党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推进富国
大业

1987年，党的十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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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翻天覆地：中国共产党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推进富国
大业

⚫ 计 划 经 济 不 等 于 社 会 主

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

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

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

经济手段。

⚫ 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

摇不得。 ——邓小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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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翻天覆地：中国共产党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推进富国
大业

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以江泽民

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

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

本路线，加深了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

设社会主义和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

的认识，积累了治党治国新的宝贵经验，形

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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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翻天覆地：中国共产党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推进富国
大业

党的十六大以后，以胡锦涛同志为

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全

党全国各族人民，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根据新

的发展要求，深刻认识和回答了新形势

下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

问题，形成了”科学发展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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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惊天动地：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推进并将在本世纪
中叶实现强国大业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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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惊天动地：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推进并将在本世纪
中叶实现强国大业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

大旗帜，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

略，出台一系列重大方针政策，推出一

系列重大举措，推进一系列重大工作，

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生历史性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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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惊天动地：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推进并将在本世纪
中叶实现强国大业

经济建设取得重大成就

全面深化改革取得重大突破

民主法治建设迈出重大步伐

思想文化建设取得重大进展

人民生活不断改善

生态文明建设成效显著

强军兴军开创新局面

港澳台工作取得新进展

全方位外交布局深入展开

全面从严治党成效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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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实力

科技实力

国防实力

综合国力

党的面貌

国家的面貌

人民的面貌

军队的面貌

中华民族的面貌

5.惊天动地：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推进并将在本世纪
中叶实现强国大业

32



中国经济总量

≈2.95倍日本

≈ 3.69倍德国

≈ 5.55倍英国

≈ 7.2倍意大利

5.惊天动地：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推进并将在本世纪
中叶实现强国大业

≈ 4.82倍印度

≈ 5.23倍法国

≈ 8.95倍韩国

≈ 9.40倍俄罗斯

≈ 6.46倍巴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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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惊天动地：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推进并将在本世纪
中叶实现强国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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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惊天动地：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推进并将在本世纪
中叶实现强国大业

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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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惊天动地：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推进并将在本世纪
中叶实现强国大业

截至2019年4月，我国已同126个国家和29个国际组织签署共建“一带一路”

合作文件，“一带一路”日益成为造福各国人民的重要国际公共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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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惊天动地：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推进并将在本世纪
中叶实现强国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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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35年

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2020年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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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惊天动地：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推进并将在本世纪
中叶实现强国大业

意味着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

来的伟大飞跃；

意味着科学社会主义在二十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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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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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百年奋进的壮丽史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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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大
经济体

第一大
工业国

第一大货
物贸易国

科技创
新大国

1. 经济建设创造“中国奇迹” 40



1. 经济建设创造“中国奇迹”

人均GDP由1952年的119元升至2020年的1.058万美元，增长约596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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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外汇储备连续15年稳居世界第一

我国外汇储备

1952 2020

1.08亿美元 3.2万亿美元



门类齐全、布局合理的产业

体系基本建立，“中国制造”

享誉全球，工业结构由门类单

一到齐全、由低端制造向中高

端制造迈进。

2019年，我国制造业增加

值26.9万亿元，在世界占比达

到28.1%，连续10年第一。

1. 经济建设创造“中国奇迹”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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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我国主要

工业品供给实现了从严重

依赖进口到满足世界需求

的历史性跨越。

汽车

钢铁

水泥

世界500种主要工业品中, 我国220多种工业品产量居世界第一位

（亿吨）

年

11.1亿吨

1. 经济建设创造“中国奇迹” 43



1949年 2020年

2.18万公里

14.8万公里

6.7倍

铁路营业里程 高速铁路营业里程

1. 经济建设创造“中国奇迹” 44



公路里程

中国港口

1949年 2020年

8.1万公里

501万公里

62倍
全球前10大港口中国就占了7

个，港口货物和集装箱吞吐量已经连

续16年位居世界第一，有8个港口

吞吐量进入世界前20强。

1. 经济建设创造“中国奇迹” 45



载人航天 探月工程 量子科学

深海探测 超级计算

1. 经济建设创造“中国奇迹”

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成效不断显现

卫星导航、移动通信
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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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26.42万亿元

2015年，24.55万亿元

2016年，24.33万亿元

2017年，27.79万亿元

2018年，30.51万亿元

2019年，31.54万亿元

2020年，32.16万亿元

1. 经济建设创造“中国奇迹” 近7年来中国货物进出口总额
始终保持世界第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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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经济建设创造“中国奇迹”

中国经济

体量大

底子实

韧性足

质量高

潜力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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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政治发展道路越走越宽广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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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政治发展道路越走越宽广

1953年，中国老百姓第一次领到选民证，
参加人民代表选举。投票率达到85.88%，近3
亿人参加选举

1954年9月召开的一届全国人大一次
会议，制定颁布了经由1.5亿人参加讨论
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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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政治发展道路越走越宽广

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中，首次有
了农民工代表，一线工人和农民代表
也大幅增加，每个少数民族都有自己
的代表

党的十八大至十九大5年间，人大
代表提出议案2366件、建议4.14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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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政治发展道路越走越宽广

◆ 是我国基本政治制度

◆ 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和各

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的伟大政治

创造

◆ 是从中国土壤中生长出来的新

型政党制度

人民政协

制度

广泛性

民主性

科学性

优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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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政治发展道路越走越宽广

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

在建立单一制统一的多民族国家

的同时，各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实

行民族区域自治，设立自治机关

行使自治权。

1955年建立新疆维
吾尔自治区

1965年建立西
藏自治区

1947年建立内蒙
古自治区

1958年
建立

宁夏回族
自治区

1958年建立广西僮族
自治区

（1965年改名为广西
壮族自治区）

作为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一项政治制度，“民

族区域自治”写进了1954年宪法及以后的每一部宪

法。目前，我国55个少数民族中，有44个实行了民

族区域自治，建立了155个民族自治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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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生态文明建设、老百姓获得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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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奋斗历史性成就
55

第一，实现了中华民族从东亚病夫到站起来的伟大飞跃。

第二，实现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

第三，迎来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



三 百年成长的重要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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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成立之日起，中国共产党就以

实现中国人民当家作主和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为己任，进行艰苦卓绝的革命

斗争。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址

1.必须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 57



1.必须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

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在一片腥风血雨中，终于彻底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

义三座大山，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亿万中国人民从此成为国家和社会的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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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必须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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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不论

怎么改革
怎么开放

始终坚持了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2.必须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60

道路决定命运，道路就是党的生命



3.必须坚持深化改革开放

◆ 一条正确之路 ◆ 一条强国之路 ◆ 一条富民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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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da-imgq4v6xbeiina6z.mp4


4.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 波澜壮阔的中华民族发展史是中国人民书写的

◆ 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是中国人民创造的

◆ 历久弥新的中华民族精神是中国人民培育的

◆ 新中国成立以来取得的所有成就是中国人民奋斗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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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63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

淮海战役胜利
是老百姓用小车子
推出来的

渡江战役胜利
是老百姓用小船
划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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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

我们没有理由，不对我们党和国家在去年重大疫情爆发以

来的及时控制所取得的杰出成就，表示由衷的赞叹。

我们没有理由不对我国疫情防控背后，所体现出来的道
路、理论、制度和文化表现出足够的自信。

我们没有理由不进一步增强四个意识，做到两个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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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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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党史 悟思想 办实事 开新局

第一，进一步感悟思想伟力，增强用党的创新理论，武
装全党的政治自觉。

第二，进一步把握历史发展规律和大势，始终掌握党和
国家事业发展的历史主动。

第三，进一步深化对党的性质宗旨的认识，始终保持马
克思主义政党的鲜明本色。

第四，进一步总结党的历史经验，不断提高应对风险挑
战的能力水平。

第五，进一步发扬革命精神，始终保持艰苦奋斗的昂扬
精神。人生天地间，长路有险夷。

第六，进一步增强党的团结和集中统一，确保全党步调
一致向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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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史明理

学史增信

学史崇德

学史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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