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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Since� the�70th�anniversary�of� the� founding�of� the�People's�Republic�of�China,� the� leading�groups�of� the� successive� central�

committees�of�the�Communist�Party�of�China,�facing�the�new�situation�and�new�tasks�of�socialist�construction,�reform�and�development,�

attach�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party� and� take� effective�measures� to� steadily� advance� it.� In� the� past� 70� years,� the�

construction�of�the�party�has�progressed�in�painful�difficulites,�developed�in�exploration,�and�formed�valuable�historical�experience.�That�

is�to�say,�the�construction�of�the�party�should�adhere�to�the�guidance�of�Marxism�and�the�latest�achievements�of�its�sinicization�to�keep�

pace�with�the�times;�adhere�to�the�close�combination�of�the�“Great�Project” and�the�“Great�Cause” to�keep�the�overall�leading�position�

of� the�party�unswervingly;�adhere� to� the�close�combination�of� the�greatest� governance�and� the�greatest� advantage� to�maintain� the� flesh�

and�blood�relationship�between� the�party�and� the�people;�adhere� to� the�close�combination�of� the�party’s�management�and�strict�man-

agement,� and� constantly� improve� the�management� level� and� the� party�management.� The� above� experience� is� of� great� guiding� signifi-

cance�for�the�development�of�contemporary�China�and�the�construction�of�the�ruling�party:�we�should�continue�to�promote�the�new�great�

project�of�the�party’s�construction,�always�adhere�to�people-centered�development�idea,�continue�to�carry�forward�the�spirit�of�self�rev-

olution,�and�promote�the�continuous�upgrading�of�the�party’s�construction�level�in�a�new�historical�orien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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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发展历史，是一部中国共产党带领全

国各族人民的实践奋斗史，更是一部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与

中国国情相结合的理论探索史。 新中国成立 70年来，面对社

会主义建设、改革和发展的新形势与新任务，中国共产党历

摘 要：新中国成立 70年来，面对社会主义建设、改革和发展的新形势与新任务，中国共产党历届中央领导集体高度重视党的

建设并采取有效措施稳步推进。70年来，党的建设在曲折中前进、在探索中发展，形成了宝贵的历史经验。即，党的建设要坚持以马克

思主义及其中国化最新成果为指导，实现指导思想的与时俱进；坚持把“伟大工程”同“伟大事业”紧密结合起来，始终保持党的全面

领导地位不动摇；坚持把最大政治与最大优势紧密结合起来，永葆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把党要管党与从严治党紧密结合

起来，不断提高管党治党水平。 上述经验对于当代中国发展与执政党建设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我们要持续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

工程，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继续保持发扬自我革命精神，在新的历史方位下推进党的建设水平不断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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届中央领导集体高度重视党的建设并采取有效措施稳步推

进，形成了宝贵的历史经验，不断深化了对党的建设的规律

性认识。 因此，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之际，系统梳

理和总结我党建设的历史成就与经验，对于我们全面把握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轨迹，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坚持和

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不断提升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进

一步凝聚共识，追寻奋进的力量，确保党始终是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团结带领广大人民群众为实现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不懈奋斗，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1 全面把握新中国成立七十年来党的建设的

历史进程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执政过程中，中国共产党

将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政党建设理论与中国的时代特征紧

密结合起来，并与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紧密结合起来，从自

身存在的问题出发，勇于自我革命，进行不懈探索和实践，开

创了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的新境界。

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同志在七届二中

全会上就郑重告诫全党要做到“两个务必”。 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 这种根本性的变化，促使中

国共产党人思考执政党的特点，积极从党的思想、组织和作

风上加强党的建设。 毛泽东同志明确提出要求，我们党要适

应工作重心的转移，全党必须学习新本领，干部要“努力精通

技术和业务，使自己成为内行，又红又专”。 这一时期，我党围

绕执政后的政治路线和中心任务，继续深化和发展“党员从

思想上入党”的理论，在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和健全民主

集中制、反对官僚主义、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等方

面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理论，为执政党建设理论的形成和发

展奠定了重要基础。

1980 年 2 月，邓小平在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上，要求全

党思考“执政党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党”这一重大问题。 1994

年党的十四届四中全会，总结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党

的建设的新经验，提出了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总

目标和要求，强调要把党建设成为有战斗力的马克思主义政

党，成为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

坚强核心。 邓小平同志提出要使党的建设“能够更加适合新

的历史时期的需要”，并在科学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提出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把党的领导置于核心地位。 即，四个坚持

的核心是坚持党的领导；没有党的领导，就没有现在中国的

一切。 同时，他强调指出：“为了坚持党的领导，必须努力改善

党的领导。 ”此外，在党的制度建设、党风廉政建设、干部队伍

建设等方面都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 在邓小平

思想的指引下，我们党在极为复杂的局势中，始终处于主动

地位，冷静处理国内政治风波，创造了稳定良好的政治局面，

使党得以继续有步骤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向前发

展。

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号召

全党同志要坚持从新的实际出发，以改革的精神研究和解决

党的建设面临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使党始终保持先进性

和纯洁性，充满创造力、凝聚力和战斗力。 2000 年 2 月，江泽

民同志在广东高州、茂名两市考察时，首次提出“三个代表”

的完整表述，并指出，我们党之所以赢得人民群众的拥护和

支持，是因为做到了“三个代表”，“三个代表”是中国共产党

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 在增强党的阶级基础和扩

大党的群众基础方面，他强调在吸收工人、农民、军人、干部

党员的同时，要把承认党的纲领和章程，自觉为党的路线和

纲领而奋斗，经过长期考验，符合党员条件的其他社会阶层

的先进分子吸收到党内来，增强党在全社会的影响力和凝聚

力。 在先进性建设方面，他强调先进性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

本质属性，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生命所系、力量所在，保持和

发展党的先进性是马克思主义政党自身建设的根本任务和

永恒课题。 党的先进性建设是一项综合性建设，要从党的思

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制度建设等各个方面来加以推

进。 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共产党人成功地

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推向 21世纪。

党的十六大选举产生了新一届中央委员会，以胡锦涛同

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继承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

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基础上，聚精会神抓党建，始终在思考执

政党如何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如何全面认识和自

觉运用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努力实现以科学理论指

导党的建设、以科学制度保障党的建设、以科学方法推进党

的建设，不断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 2004 年 6 月 29 日，

胡锦涛同志在中央政治局第十四次集体学习时，围绕着党的

建设问题，提出了执政理念、执政基础、执政方略、执政体制、

执政方式、执政资源和执政环境七个概念。 经过 10年的艰苦

努力，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持续推进，思想理论

建设成效明显，党的建设改革创新迈出重要步伐。 这一时期，

我们党提出了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战

略思想，使党的建设与党的政治路线、党所承担的历史重任

统一起来，进一步确立了党的建设的根本目标。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

人民为中心，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先后开展了群众路线教育

实践活动、“三严三实”专题教育、“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和“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完善了“5+2”的党建布局。 同

时，提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创新、协调、

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依法

治国的重大发展战略， 特别是反腐败斗争取得了压倒性胜

利，党的作风建设取得了突出成就，受到了国内外的普遍赞

誉。 进入新时代，我们党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强烈的责任担

当，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

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生历史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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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革。 更重要的是，我们党勇于面对重大风险考验和党内存

在的突出问题，以顽强意志品质正风肃纪、反腐惩恶，消除了

党和国家内部存在的严重隐患， 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

强，焕发出新的强大生机活力，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提供了

坚强政治保证。

2�深刻认识新中国成立七十年来党的建设的

基本经验

70 年来，我们党以自我革命的精神不断攻坚克难，不断

应对挑战、抵御风险、克服阻力、解决矛盾，保持了蓬勃朝气

和生机活力，从而领导人民取得了建设和改革的一个又一个

胜利，推动了事业不断向前发展。

2.1�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最新成果为指导，实

现党的指导思想的与时俱进

在全国执政的 70 年，尤其是改革开放的 40 余年，是一

幅伟大社会革命与党的自我革命相辅相成、协同推进绘就的

壮丽画卷。 党在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这一场伟大社会革

命中不断进行自我革命，始终成为坚强领导核心，确保了这

场社会革命取得成功。 而党能始终成为坚强领导核心的关键

因素之一就是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指导地位，并不断

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推向前进。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们党开辟了中国革命的正确道

路，形成了毛泽东思想这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指引

中国革命取得伟大胜利，也为党的建设提供了科学指导。 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我们党继续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探索符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建设

道路，形成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认识，成为毛泽东思想的

重要组成部分。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们党深刻总结正反两

方面经验，深化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

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的认

识，形成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极

大推进了改革开放伟大事业、推动了党的建设。 党的十八大

以来，我们党从理论和实践结合上系统回答新时代坚持和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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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主义这一重大时代课题，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行动指南，为

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

中国共产党在指导思想上实现了与时俱进，不断推进马

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才得以保持生机和活力，才指引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发展。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年里，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的与时俱进充分保持了党的思

想的活跃性、时效性。 指导思想的演变与创新是时代发展的

必然结果，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我们只有坚定不移根据时

代变化和党的事业发展不断推进党的理论创新，用马克思主

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指导党的建设，才能为党团结统一、不断

前进提供坚实思想基础和强大精神动力，才能保持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航船方向不移，引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航船乘风破

浪驶向光辉的彼岸。

2.2�坚持把“伟大工程”同“伟大事业”紧密结合起来，始

终保持党的全面领导地位不动摇

党的建设伟大工程同党领导的伟大事业之间是紧密联

系、相互促进、相辅相成的互动关系，把二者紧密结合起来协

同推进是我们党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宝贵经验，也是我们

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不断开辟民族复兴伟大梦想

新境界的根本政治保证。 从毛泽东提出“党的建设伟大的工

程”，再到江泽民提出“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我们党逐步

形成并完善了党的建设基本布局，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得到

了显著提高，切实肩负起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这

个伟大事业的光荣使命。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年来，我国

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等各方面都取得了巨

大的成就，放到历史坐标中看，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无疑是中

国成功的关键。 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事业中的

领导地位决不是自封的， 而是中国共产党人在长期艰苦卓

绝、富有成效的斗争中形成和确立起来的，是中国人民近百

年来经过反复比较作出的正确选择。 中华人民共和国一成

立，毛泽东同志就强调，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

产党。 改革开放后，我们党旗帜鲜明地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

领导。 邓小平同志将坚持党的领导作为四项基本原则中最重

要的一条，强调：“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由共产党

领导，这个原则是不能动摇的；动摇了中国就要倒退到分裂

和混乱，就不可能实现现代化。 ”江泽民同志强调，全面建设

小康社会，必须毫不放松地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 胡锦涛同

志指出：“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是我们事业胜利前进的根本

保证。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强调：“党政军民学，东

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 ”事实证明，夺取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新的伟大胜利，务必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 要把

党的领导贯穿到经济社会各个领域、 改革发展每个环节，落

实到一切工作当中去。

2.3�坚持把最大政治与最大优势紧密结合起来， 永葆党

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密切党群、干群关系，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始

终是我们党立于不败之地的根基”，我们党的执政理念是“为

人民服务”。 这是习近平坚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

主义观察、分析、研究中外政治实践得出的重要观点，也是深

刻总结我们党 90 多年历史经验、70 年治国理政实践得出的

重要结论。 人心是最大的政治，党群关系是任何政党执政政

权都必须面对并加以解决的重要议题，既决定着执政党的政

治威信，也决定着执政党的前途命运。 列宁曾强调指出：“只

有相信人民的人，只有投入生气勃勃的人民创造力泉源中去

的人，才能获得胜利并保持政权。 ”历史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

明：人民群众是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主体力量，是实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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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力量来源。 我们党在中国的诞生、

发展和壮大，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发轫、传播与实践，中华道路

的历史性展开、中国故事的渐次铺陈，始终是依靠人民实现

的。 毛泽东同志早就深刻地指出：“中国的命运一经操在人民

自己的手里，中国就将如太阳升起在东方那样，以自己的辉

煌的光焰普照大地。”70年来，我们党始终坚持人民是历史创

造者的这一基本原理， 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坚

持党的群众路线，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始终相信群众并

激发群众的创造力，始终把密切联系群众作为党的最大政治

优势，把脱离群众作为我们党执政后的最大危险，从而赢得

了人心，集结了力量，努力把党的正确主张变成群众的自觉

行动，接力开创了社会主义现代建设事业的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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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中国建立 70 年来，我们党尽管经历

过这样那样的曲折， 但始终把握住了历史前进的进步规律，

始终恪守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始终把实现好、维护

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全部工作的出发点

和落脚点，并引导最广大人民群众前进，从而获得了最广泛

最可靠最牢固的群众基础和取之不尽、 用之不竭的力量源

泉，无往而不胜。

2.4�坚持把党要管党与从严治党紧密结合起来， 不断提

高管党治党水平

新中国成立之后，我们党明确提出了关于权力的制约和

监督这一问题，坚决反对和防止权力对党的侵蚀。 为巩固政

权和发展经济的需要，我们党相继开展一系列旨在从严治党

的运动。1956年，党的八大召开，就全国执政后管党治党作出

了比较全面的部署，涵盖思想教育、制度建设、健全监督等方

面内容， 逐渐形成了全国执政条件下党的建设的理论与实

践。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因应我们党执政条件和社会

环境发生的深刻变化，党的十二届二中全会、十三届六中全

会、十四届四中全会、十五届六中全会、十六届四中全会和十

七届四中全会都围绕党的建设进行了专题研究、作出了总体

部署，管党治党的成效不断彰显，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

业不断开辟新境界的关键所在。

进入新时代，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依旧需要全面从严

治党来保证， 没有全面从严治党， 党长期执政就无从谈起。

2018 年初，在十九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对

全面从严治党提出了“六个统一”的新目标新要求。 完成这

“六个统一”的目标要求，不是轻轻松松的事情，需要各方面

积极努力。

一方面，要始终保持党员思想、组织和作风的纯洁，这需

要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坚定理想信念；

另一方面，需要我们拿起纪律的武器，善于运用纪律的

武器，为了党的团结统一，同一切分裂党、瓦解党的活动作坚

决斗争，还要坚决抵制党内的派别活动、小集团活动、非组织

活动。

全面从严治党，就是为了使内部思想更为纯洁、作风更

为纯洁、队伍更为纯洁，自己解决自己内部存在的问题，祛病

疗伤、激浊扬清，这就是要通过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

新、自我提高，进而把党建设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

坚强领导核心。 通过把全面从严治党不断引向深入，努力在

全党形成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

意志又有个人话语权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

3�在新的历史方位下推进党的建设水平不断

升级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一场社会

革命要取得最终胜利，往往需要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 只有

回看走过的路、比较别人的路、远眺前行的路，弄清楚我们从

哪儿来、往哪儿去，很多问题才能看得深、把得准。 ”当前我国

正处于从小康社会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关键阶段，这

一新的历史方位表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

新时期。“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全党上下务必以时不

我待只争朝夕的精神投入工作，全面深化改革，顺应时代潮

流，回应主要矛盾，切实提升新时代党的建设的科学化水平。

3.1�持续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是对我们党建党以来加强党

的建设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也是对党的十八大以来党的建

设经验的深刻总结。 只有从根本上坚持“两个全面”，才能为

执好政、掌好权奠定基础，才能完成新时代艰巨的历史使命，

确保党始终成为坚强的领导核心。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

们党面临的执政环境是复杂的，党内存在着思想不纯、组织

不纯、作风不纯等突出问题尚未得到根本解决，这是我们党

必须面对而不能有任何逃避的问题，这些问题影响着党的先

进性和纯洁性，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发展过程中

亟待解决，决不能消极应对，更不能逃避，必须清醒认识，了

解这些问题的成因和危害，并认真解决。 对党内存在的思想

不纯、组织不纯、作风不纯等突出问题，绝不能消极应对，更

不能逃避， 必须清醒地认识和了解这些问题的成因和危害，

并下大决心解决。 在实践中，真正抓好思想政治建设，坚持

“革命理想高于天”，教育引导党员干部筑牢思想防线，点亮

党员干部心中的明灯，保持蓬勃朝气、昂扬锐气、浩然正气。

3.2�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人民群众是中国共产党的力量源泉，人民立场是中国共

产党的根本政治立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周年，改革开

放 40 年，永远和人民在一起、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始终为

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是中国共产党领导革

命、建设、改革成功的关键，也是党的建设目标所在。 习近平

总书记指出：“老百姓关心什么、期盼什么，改革就要抓住什

么、推进什么，通过改革给人民群众带来更多获得感。 ”党的

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秉持以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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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以造福人民为最大福祉，从群众最关心

的问题入手，把民生疾苦放在心头，把改革发展责任扛在肩

上，一大批惠民举措落地实施，推动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

及全体人民；始终把人民利益摆在至高无上的地位，顺应我

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发生历史性变化的实践要求，着力解决

我国社会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在更高水平上不断满足

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因此，在新的历史起点

上，全党上下始终坚持人民利益高于一切，实现好、维护好、

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始终做到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推进改革开放全面深化，不断围绕人民群众的改革

获得感，狠抓落实、真抓实干，在全民共享、全面共享、共建共

享、渐进共享中，汇聚起磅礴的民心民力。

3.3�继续保持发扬自我革命精神

正是我们党在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进程中不断进

行自我革命，始终成为坚强领导核心，才确保了改革开放这

场社会革命取得成功。 我们党之所以伟大，不在于不犯错误，

而在于从不讳疾忌医。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改革开放 40

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强调，我们党只有在领导改革开放

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伟大社会革命的同时，坚定不移推进

党的伟大自我革命， 敢于清除一切侵蚀党的健康肌体的病

毒，使党不断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不断

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

力，才能确保党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当前， 各国之间特别是大国之间的竞争依旧十分激烈，

中国的发展必将带来既得利益大国的强烈反弹，中国必将面

临更加严峻复杂的竞争和考验，也永远不会摆脱西方敌对势

力“和平演变”的图谋，同时随着中国的快速发展，周边安全

形势也会变得越发敏感复杂，各种不稳定不可控的因素有集

中爆发的可能。 同时，“四大考验”“四种危险”依旧腐蚀着党

的肌体，党内一些问题如不严加防范、及时整治，就会让小问

题变成大问题、“小管涌”变为“大塌方”。 党的自我革命任重

而道远，反腐败斗争依旧艰巨，决不能有停一停、歇一歇的想

法。 因此，必须以彻底的自我革命精神，补短板、强弱项、固根

本，防源头、治苗头、打露头，堵塞制度漏洞，健全监督机制，

不断革故鼎新，加强党性锻炼和政治历练，全面增强执政本

领，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更好地肩负起新时代的使命任务。

4�结语

马克思主义者总是以宽广和敏锐的眼光审视现实问题

并给予科学的回答。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年来，中国共产

党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坚持尊重历史社会发展规律与尊

重人民历史主体地位的一致性，在正确洞悉世界发展潮流和

深刻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 党的建设取得了伟大成

就。“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我们坚信，在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下，在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必定赢得新

的成功、取得新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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