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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于 2017 年 10 月 18 日在北京召开。

党的十九大，是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十分重

要的大会。承担着谋划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深入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大任务，事关党和国

家事业继往开来，事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前途命运，事关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

 “十九大”考点清单

【大会介绍】

1.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每五年举行一次，由中央委员会召集。中央委员会认为有必要，或者有三分之

一以上的省一级组织提出要求，全国代表大会可以提前举行；如无非常情况，不得延期举行。

2.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职权是：（1）听取和审查中央委员会的报告；（2）听取和审查中央纪律检

查委员会的报告；（3）讨论并决定党的重大问题；（4）修改党的章程；（5）选举中央委员会；（6）

选举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

3.中央政治局和它的常务委员会在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闭会期间，行使中央委员会的职权。中央书

记处是中央政治局和它的常务委员会的办事机构；成员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提名，中央委员会全体

会议通过。

4.按照党中央统一部署，党的十九大代表选举工作从 2016 年 11 月开始启动，截至 2017 年 9 月 29

日，按照党中央的统一部署，党的十九大代表选举工作已经顺利完成。全国 40 个选举单位分别召开党

代表大会或党代表会议，选举产生了 2287 名出席党的十九大代表（出席党的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代

表资格，届时还需经党的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确认）。

5.党的十九大代表名单特点：（1）生产和工作第一线党员代表比例明显提高；（2）女党员代表、

少数民族党员代表数量增加；（3）代表分布广泛；（4）代表年龄结构合理；（5）代表文化程度较高；

（6）各个时期入党的都有代表。

6.中国共产党的中央机关报是《人民日报》，党刊为《求是》杂志。

【大会任务】

1.讨论十八届中央委员会向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稿、《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

案）》稿、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向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工作报告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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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选举产生新一届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

【十九大报告“划重点”】

1.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

发展新的历史方位。

2.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

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3.必须认识到，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是关系全局的历史性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提出了许多新

要求。我们要在继续推动发展的基础上，着力解决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大力提升发展质量和效益，

更好满足人民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日益增长的需要，更好推动人的全面发展、社会

全面进步。

4.必须认识到，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没有改变我们对我国社会主义所处历史阶段的判断，我

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

有变。

5.这个新时代，是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的

时代；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时代；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

不断创造美好生活、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时代；是全体中华儿女勠力同心、奋力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时代；是我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不断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的时代。

（1）明确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任务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分两步走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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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明确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

矛盾，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3）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是“五位一体”、战略布局是“四个全面”，强调坚定

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

（4）明确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

力现代化；

（5）明确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总目标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6）明确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是建设一支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人民军队，把人民

军队建设成为世界一流军队；

（7）明确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要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8）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

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提出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突出政治建设在党的建设中

的重要地位。

6.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是党和人民实践经验和集体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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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结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全党全国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

斗的行动指南，必须长期坚持并不断发展。

7.综合分析国际国内形势和我国发展条件，从二〇二〇年到本世纪中叶可以分两个阶段来安排。

第一个阶段，从二〇二〇年到二〇三五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再奋斗十五年，基本实

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第二个阶段，从二〇三五年到本世纪中叶，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基础上，再奋斗十五年，把我国建

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基本实现现代化，再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发展的战略安排。我们要坚忍不拔、锲而不舍，奋力谱写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征程的壮丽篇章！

8.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

（1）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

（2）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3）坚持全面深化改革

（4）坚持新发展理念

（5）坚持人民当家作主

（6）坚持全面依法治国

（7）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8）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

（9）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10）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

（11）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

（12）坚持“一国两制”和推进祖国统一

（13）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14）坚持全面从严治党

9.十九大报告中九个方面理论分析和政策指导：

（1）经济方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

（2）政治方面：健全人民当家做主制度体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3）文化方面：坚定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

（4）社会方面：提高保障和改善民生水平，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

（5）生态方面：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建设美丽中国

（6）国防和军队方面：坚持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全面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

（7）“一国两制”和祖国统一方面：坚持“一国两制”，推进祖国统一

（8）外交方面：坚持和平发展道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9）党建方面：坚定不移全面从严治党，不断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

10.十九大报告中直抵人心的 19 句话：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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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

（3）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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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5）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

（6）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

（7）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

（8）中华民族将以更加昂扬的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9）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

（10）有事好商量，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是人民民主的真谛

（11）把人民利益摆在至高无上的地位

（12）让全体人民住有所居

（13）打赢蓝天保卫战

（14）我们的军队是人民军队，我们的国防是全民国防

（15）我们有坚定的意志、充分的信心、足够的能力挫败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图谋

（16）人民群众反对什么、痛恨什么，我们就要坚决防范和纠正什么

（17）不管腐败分子逃到哪里，都要缉拿归案、绳之以法

（18）党始终同人民想在一起、干在一起

（19）中国梦是我们这一代的，更是青年一代的

【大会意义】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关键

时期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大会。

大会将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

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党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

想新战略，认真总结过去 5 年工作，回顾总结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

党全国各族人民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和宝贵经验，深入分析当前国际国内形势，全

面把握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新要求和人民群众新期待，制定适应时代要求的行动纲领和大政方针，动员全

党全国各族人民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继续统筹推进“五

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继续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为决胜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努力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局面而团结奋斗。

【纪念邮票】

2017 年 10 月 18 日，中国邮政发行《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纪念邮票。该套邮票包括

2枚邮票和 1枚小型张。邮票内容分别为“不忘初心”和“继续前进”；小型张内容为“筑梦”。

【党代会与“两会”的区别】

区别 党代会 “两会”

名称不同 党代会是党代表大会的简称 “两会”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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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中国人

民政治协商会议”的统称

时间不同 每年 10 月 每年 3 月

根据不同 党章规定 宪法规定

意义不同

党代会是党的一项带根本性的组

织制度，是党的各级组织包括中

央组织、地方各级组织和部分基

层组织讨论、决定党的重大问题

和选举党的领导机关的会议。

“两会”代表是代表着广大选民

的一种利益的，代表着选民在召

开两会期间，向政府有关部门提

出选民们自己的意见和要求。

参加人员不同

正式代表必须是党员，但可以经

过上级批准邀请部分党外人士列

席，列席人士没有表决权

参加“两会”的代表可以是党员，

也可以是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

年限相同
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每 5 年举行一

次，由中央委员会召集
“两会”每 5 年为一届

【历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

中共一大：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中共二大：揭示了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

中共三大：对国共合作的方针和办法做出了正式的决定

中共四大：提出了中国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和工农联盟问题，对中国民主革命的内

容作了更加完整的规定

中共五大：正式提出党内实行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

中共六大：对中国革命根本问题做了基本正确的回答，大体上统一了全党思想

中共七大：总结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 20 多年曲折发展的历史经验，制定了正确的路线、纲领和策

略，将毛泽东思想确定为党的指导思想并写入党章

中共八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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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明确提出了党在今后的

根本任务

中共九大：于 1969 年在北京召开

中共十大：于 1973 年在北京召开

中共十一大：宣告历时十年的“文化大革命”结束，重申在 20 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

代化强国的根本任务

中共十二大：报告主题：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

中共十三大：报告主题：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中共十四大：报告主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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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十五大：报告主题：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

一世纪

中共十六大：报告主题：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

中共十七大：报告主题：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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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十八大：报告主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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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十九大：报告主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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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巩固习题

1.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于 2017 年 10 月（ ）在北京召开。

A.16 日 B.18 日 C.20 日 D.22 日

【答案】B。解析：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于2017年 10 月 18日在北京召开。故本题选B。

2.党的十九大是在（ ）决胜阶段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大会。

A.全面深化改革 B.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C.全面依法治国 D.全面从严治党

【答案】B。解析：党的十九大是在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代表大

会，是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故本题选 B。

3.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迎接党的十九大”专题

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是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的主题。

A.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B.全面深化改革

C.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D.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答案】C。解析：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迎接党的十九大”专

题研讨班 2017 年 7 月 26 日至 27 日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

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的主题，全党必须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故本题选 C。

4.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 ），这是我

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

A.新时代 B.新世纪 C.新时期 D.新阶段

【答案】A。解析：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

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故本题选 A。

5.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是（ ）。

A.社会群体间矛盾纠纷

B.敌对势力反社会引发矛盾纠纷

C.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

D.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答案】D。解析：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

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故本题选 D。

6.（ ）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

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

A.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四个自信”思想 B.“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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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D.“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思想

【答案】C。解析：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

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是党和人民实

践经验和集体智慧的结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全党全国人民为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行动指南，必须长期坚持并不断发展。故本题选 C。

7.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 ）。

A.中国共产党领导 B.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C.人民利益至上 D.坚持改革开放

【答案】A。解析：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故本题选 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