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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
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的说明》

Topic 专题

受中央政治局委托 ， 我就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
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起草
的有关情况向全会作说明。

一、关于党的十九届六中全
会议题的考虑

我们党历来高度注重总结
历史经验。 早在延安时期，毛泽
东同志就指出：“如果不把党的
历史搞清楚，不把党在历史上所
走的路搞清楚，便不能把事情办
得更好。 ”在争取抗日战争最后
胜利的关头，1945 年， 党的六届
七中全会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
问题的决议》， 对建党以后特别
是党的六届四中全会至遵义会
议前这一段党的历史及其经验
教训进行了总结，对若干重大历
史问题作出了结论，使全党特别
是党的高级干部对中国革命基
本问题的认识达到了一致，增强
了全党团结，为党的七大胜利召
开创造了充分条件，有力促进了
中国革命事业发展。

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邓小
平同志说：“历史上成功的经验
是宝贵财富，错误的经验、失败
的经验也是宝贵财富。这样来制
定方针政策， 就能统一全党思
想，达到新的团结。 这样的基础
是最可靠的。 ”1981 年，党的十
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
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
议》， 回顾了新中国成立以前党
的历史，总结了社会主义革命和
建设的历史经验，对一些重大事
件和重要人物作出了评价，特别

是正确评价了毛泽东同志和毛
泽东思想，分清了是非，纠正了

“左”右两方面的错误观点，统一
了全党思想，对推动党团结一致
向前看、更好推进改革开放和社
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产生了重大
影响。

现在，距离第一个历史决议
制定已经过去了 76 年， 距离第
二个历史决议制定也过去了 40
年。 40 年来，党和国家事业大大
向前发展了， 党的理论和实践
也大大向前发展了。 站在新的
历史起点上，回顾过去，展望未
来， 全面总结党的百年奋斗重
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特别是改革
开放 40 多年来的重大成就和历
史经验，既有客观需要，也具备
主观条件。

党中央认为，在党成立一百
周年的重要历史时刻，在党和人
民胜利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
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正在向
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
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的重大历史关头，全面总结党的
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
对推动全党进一步统一思想、统
一意志、统一行动，团结带领全
国各族人民夺取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新的伟大胜利，具有
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

党中央认为，党的百年奋斗
历程波澜壮阔， 时间跨度长，涉
及范围广， 需要研究的问题多。
总的是要按照总结历史、把握规
律、坚定信心、走向未来的要求，
把党走过的光辉历程总结好，把

党团结带领人民取得的辉煌成
就总结好，把党推进革命、建设、
改革的宝贵经验总结好，把党的
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事业砥砺
奋进的理论和实践总结好。 具体
来说，就是要深入研究党领导人
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百年
历程，全面总结党从胜利走向胜
利的伟大历史进程、为国家和民
族建立的伟大历史功绩；深入研
究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
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断推
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百年历
程，深化对新时代党的创新理论
的理解和掌握；深入研究党不断
维护党的团结、维护党中央权威
和集中统一领导的百年历程，深
刻领悟加强党的政治建设这个
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鲜明特征和
政治优势；深入研究党为中国人
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
百年历程，深刻认识党同人民生
死相依、 休戚与共的血肉联系，
更好为人民谋幸福、依靠人民创
造历史伟业；深入研究党加强自
身建设、推进自我革命的百年历
程，增强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
上的坚定和执着，确保党在新时
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坚强
领导核心；深入研究历史发展规
律和大势，始终掌握新时代新征
程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历史主
动， 增强锚定既定奋斗目标、意
气风发走向未来的勇气和力量。

党中央认为，总结党的百年
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要坚

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
义的方法论， 用具体历史的、客
观全面的、联系发展的观点来看
待党的历史。 要坚持正确党史
观、树立大历史观，准确把握党
的历史发展的主题主线、主流本
质，正确对待党在前进道路上经
历的失误和曲折，从成功中吸取
经验，从失误中吸取教训，不断
开辟走向胜利的道路。 要旗帜鲜
明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加强思想
引导和理论辨析，澄清对党史上
一些重大历史问题的模糊认识
和片面理解，更好正本清源。

对这次全会决议起草，党中央
明确要求着重把握好以下几点。

第一，聚焦总结党的百年奋
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 我们党
已先后制定了两个历史决议。 从
建党到改革开放之初，党的历史
上的重大是非问题，这两个历史
决议基本都解决了，其基本论述
和结论至今仍然适用。 改革开放
以来，尽管党的工作中也出现过
一些问题，但总体上讲党和国家
事业发展是顺利的，前进方向是
正确的，取得的成就是举世瞩目
的。 基于此，这次全会决议要把
着力点放在总结党的百年奋斗
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上，以推动
全党增长智慧、增进团结、增加
信心、增强斗志。

第二，突出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新时代这个重点。 这次全会决
议重点总结新时代党和国家事
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发生的历
史性变革和积累的新鲜经验，主
要考虑是，对党在新民主主义革

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
期、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党的
十一届六中全会期间的历史，前
两个历史决议已经作过系统总
结；对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
化建设新时期的成就和经验，党
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二十周
年、三十周年时党中央都进行了
认真总结，我在庆祝改革开放四
十周年大会上发表讲话，也作了
系统总结。 因此，对党的十八大
之前的历史时期，这次全会决议
要在已有总结和结论的基础上
进行概述。 突出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新时代这个重点，有利于引导
全党进一步坚定信心，聚焦我们
正在做的事情，以更加昂扬的姿
态迈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

第三，对重大事件、重要会
议、重要人物的评价注重同党中
央已有结论相衔接。 关于党的十
八大之前党的历史上的重大事
件、重要会议、重要人物，前两个
历史决议、党的一系列重要文献
都有过大量论述，都郑重作过结
论。 这次全会决议坚持这些基本
论述和结论。 党的十八大以来，
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九十
五周年大会、庆祝中国人民解放
军建军九十周年大会、庆祝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周年大会
特别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
百周年大会等重要会议上，对党
的历史都作过总结和论述，体现
了党中央对党的百年奋斗的新
认识。 这次全会决议要体现这些
新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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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是》 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
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
近平《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党的
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
的决议〉的说明》。

习近平指出，我们党历来高
度注重总结历史经验。 党中央认
为，在党成立一百周年的重要历
史时刻，在党和人民胜利实现第
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正在向着全面建成社会
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
奋斗目标迈进的重大历史关头，
全面总结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
就和历史经验，对推动全党进一
步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
动，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夺取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的
伟大胜利，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
深远历史意义。

习近平指出，党中央认为，党
的百年奋斗历程波澜壮阔， 时间
跨度长，涉及范围广，需要研究的
问题多。总的是要按照总结历史、
把握规律、坚定信心、走向未来的
要求， 把党走过的光辉历程总结
好， 把党团结带领人民取得的辉
煌成就总结好，把党推进革命、建
设、改革的宝贵经验总结好，把党
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事业砥砺
奋进的理论和实践总结好。

习近平指出， 党中央认为，
总结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
历史经验，要坚持辩证唯物主义
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坚持

正确党史观、 树立大历史观，旗
帜鲜明反对历史虚无主义。

习近平指出，对这次全会决
议起草，党中央明确要求着重把
握好以下几点。第一，聚焦总结党
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
验，以推动全党增长智慧、增进团
结、增加信心、增强斗志。第二，突
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这个
重点，引导全党进一步坚定信心，
聚焦我们正在做的事情， 以更加
昂扬的姿态迈进新征程、 建功新
时代。 第三，对重大事件、重要会
议、 重要人物的评价注重同党中
央已有结论相衔接，体现党中央
对党的百年奋斗的新认识。 习近
平还对决议稿起草过程、基本框
架和主要内容作了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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