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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考干货|常识考点之中共党史大事记

◎一大（1921 年 7 月·上海）

【内容】大会通过中国共产党党纲。

确定党的名称是中国共产党；党的性质是无产阶级政党；党的奋斗目标是以无产阶级

革命军队推翻资产阶级的政权，消灭资本家私有制，由劳动阶级重建国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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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基本任务是从事工人运动的

各项活动，加强对工会和工人运动的研究与领导；党的组织方面的规定是在全党建立统一

的组织和严格的纪律，地方组织必须接受中央的监督和指导等。

【意义】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从此，在中国出现

了一个完全崭新的，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其行动指南的，统一的无产阶级政党。中国的无

产阶级因此有了战斗的司令部，中国的劳苦大众从此有了翻身解放的希望，中国的革命从

此焕然一新。

◎二大（1922 年 7 月·上海）

【内容】大会的中心议题是进一步讨论和确定党在民主革命时期的纲领问题。

最低纲领，即中国现阶段的革命任务是：“（一）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

平；（二）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三）统一中国本部（东

三省在内）为真正民主共和国。”

最高纲领，即“它的目的是要组织无产阶级，用阶级斗争的手段，建立劳农专政的政

治，铲除私有财产制度，渐次达到一个共产主义的社会”。

【意义】提出现阶段纲领和最高纲领，第一次提出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分清

了民主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但仍不懂得新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区别。

◎三大（1923 年 6 月·广州）

【内容】大会的中心议题是讨论全体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建立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的

问题。决定全体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同孙中山建立统一战线。

【意义】党的“三大”所确定的建立国共合作革命统一战线的策略，促进了第一次国

共合作的实现，使共产党活动的政治舞台迅速扩大，加速了中国革命的步伐，为波澜壮阔

的第一次大革命作了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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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1925 年 1 月·上海）

【内容】大会的中心议题是研究和讨论中国共产党如何加强对日益高涨的革命运动的

领导、工人阶级如何参加民族革命运动以及党在组织上和群众工作上如何进行准备的问

题。

【意义】在党的历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和工农联盟

问题。

◎八七会议（1927 年 8 月·汉口）

【内容】会议批判和纠正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撤消了他在党内的职务，选出

了新的临时中央政治局，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的总方针，决定发动秋收起义。

明确提出土地革命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中心问题，是中国革命新阶段的主要的

社会经济内容。党的现实最主要的任务是有系统地、有计划地、尽可能地在广大区域内准

备农民的总暴动。

毛泽东出席了这次会议，并提出了著名的“枪杆子里出政权”的论断。

【意义】八七会议是我党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它在中国革命的紧急关头，坚决

地纠正和结束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

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决定发动农民举行秋收暴动。从此，中国革命进入了第二

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这是由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兴起的历史性转变，党的工作重

心由城市转向农村。

◎三湾改编（1927 年 9 月·江西永新三湾村）

【内容】毛泽东创造性地提出支部建在连上的原则，初步确立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开创了党指挥枪的历史性探索。

【意义】三湾改编初步解决了如何把以农民及旧军人为主要成分的革命军队建设成为

一支无产阶级新型人民军队的问题，保证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奠定了政治建军的基础。

同时，三湾改编的三项重要内容之一——实行民主主义，也对团结广大士兵群众、瓦解敌

军起到了巨大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三湾改编又丰富了我党早期的统一战线思想，从理

论和实践上对统一战线工作做出了很大贡献。

◎古田会议（1929 年 12 月·福建龙岩古田）

【内容】会议中心思想是用无产阶级思想进行军队和和党的建设。毛泽东重新当选为

书记。

【意义】《古田会议决议》是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以来丰富经验的总结，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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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理论的升华。《决议》的诞生，表明了在斗争中正在逐步形成的党的第一代领导核心成

员（主要是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的集体军事智慧，标志着毛泽东建军思想的形成和确

立。

◎遵义会议（1935 年 1 月·遵义）

【内容】会议的主要议题是总结第五次反“围剿”的经验教训。会议集中全力解决当

时最紧迫的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实际上了确立毛泽东的领导地位。

【意义】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路线在党中央的统治，确立了以毛泽

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正确领导，把党的路线转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轨道上来。在中国革

命的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是我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

转折点。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列主义基本原理解决自己的路

线、方针和政策的会议。它是中国共产党从幼年的党走上成熟的党的标志。

◎瓦窑堡会议（1935 年 12 月·瓦窑堡）

会议分析了华北事变后国内阶级关系的新变化，讨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国防政府

和抗日联军等问题，批判了党内长期存在着的“左”倾关门主义，制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

一战线的策略方针。

◎洛川会议（1937 年 8 月·洛川）

【内容】会议决定把党的工作重心放在战区和敌后，在敌后放手发动群众，开展独立自主的游

击战争，开辟敌后战场，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

【意义】洛川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在历史转折关头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它明确了中国共产党在

抗日战争时期的主要任务。会议确立了共产党在敌后放手发动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利用游击战争

配合正面战场、开辟敌后战场、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战略任务，正确地指导了党和军队实行由国

内战争到民族战争、由正规战到游击战的战略转变，为实现党对抗日战争的领导权和为争取抗日战

争的胜利奠定了政治思想基础，指明了正确道路。

◎七大（1945 年 4 月·延安）

【内容】毛泽东《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是这次大会的中心议题。报告科学地分析

了国际国内形势，郑重地提出了中国人民强烈希望建立民主联合政府、打败日本侵略者、

建设新中国的基本要求。毛泽东在报告中提出了党的政治路线，即：“放手发动群众，壮

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

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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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通过的新党章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

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反对任何教条主义或经验主义

的偏向。

会议系统阐述了毛泽东思想的内涵，并把毛泽东思想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

【意义】七大使全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下，实现了思想上、政治

上和组织上的空前团结和统一，它在总结了中国民主革命 20 多年曲折发展的历史经验的

基础上，制定了正确的纲领和策略，为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

利提供了最可靠的保证。

◎中共七届二中全会（1949 年 3 月·西柏坡）

【内容】全会着重地讨论了在现在形势下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移到城市的问题。提出

了两个“务必”的思想：务必继续保持艰苦朴素的作风；务必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

不躁的作风。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的五种经济成分：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私人资本主义

经济、个体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

【意义】这次会议确定了新中国的大政方针，为促进和迎接全国胜利的到来，为推动

和发展新中国的各项建设事业，保证中国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从政治上、思

想上和理论上作了充分准备，具有巨大的指导作用。

◎八大（1956 年 9 月·北京）

【内容】大会提出，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国内的主要矛盾

不再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而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

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

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

大会作出了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必须转移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的重大战略决策。在总

结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实施经验的基础上，继续坚持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即在综合平衡中

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

【意义】大会通过了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和新党章。规定了党和全国人民当前的主

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工业化，逐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

文化需要。强调要坚持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制度，加强党和群众的联系。这次大会为新

时期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和党的建设指明了方向。

◎十一届三中全会（1978 年 12 月·北京）

【内容】全会的中心议题是讨论把全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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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在会议闭幕式上作了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

话。

【意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全会高度评价关于真理标

准问题的讨论，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作出了把党和国

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和实行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

◎十二大（1982 年 9 月·北京）

【内容】邓小平在这次大会上第一次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崭新命

题。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路，建设

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

【意义】中共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胜利召开，标志着党成功地实现了具有重大历

史性意义的伟大转变。它开始把中国带入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新的政治轨道，并

以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而永远载入史册。

◎十三大（1987 年 10 月·北京）

【内容】大会讨论并通过了关于十二届中央委员会报告的决议、关于党章部分条文修

正案的决议、关于中央顾问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关于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报告的

决议。

【意义】十三大第一次系统地阐明了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明确概括了党在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即“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大会还制定了到 21 世纪

中叶经济发展分三步走、实现现代化的发展战略，并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的任务。

◎南方谈话（1992 年 1 月～2月）

1.坚持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

2.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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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

到共同富裕。

4.“三个有利于”标准：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核心），是否有利于

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5.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6.标志邓小平理论的最终成熟和形成。

http://www.baidu.com/s?wd=%E6%94%BF%E6%B2%BB%E4%BD%93%E5%88%B6%E6%94%B9%E9%9D%A9&hl_tag=textlink&tn=SE_hldp01350_v6v6zkg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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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大（1992 年 10 月·北京）

【内容】大会主要任务：一是确立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全党的指导

地位；二是明确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三是要求全党抓住机

遇，加快发展，集中精力把经济建设搞上去。

【意义】以邓小平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为标志，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

设事业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十五大（1997 年 9 月·北京）

【内容】大会主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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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把邓小平理论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明确规定

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

【意义】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总结了我国改

革和建设的新经验，把邓小平理论确定为党的指导思想，把依法治国确定为治国的基本方

略，把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

式并存，确定为我国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党的十五大对建设

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的跨世纪发展作出了全面部署。

◎十六大（2002 年 11 月·北京）

【内容】大会主题：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全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继

往开来，与时俱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为开创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事业新局面而奋斗。

【意义】这次大会是我们党新世纪乘胜前进，规划制定新世纪中国发展重大战略的会

议，在大会通过的党章中，把“三个代表”确立为全党的指导思想。

◎十七大（2007 年 10 月·北京）

【内容】大会主题：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推动科学发

展，促进社会和谐，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

【意义】大会的突出贡献，是对科学发展观的时代背景、科学内涵和精神实质进行了

深刻阐述，对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提出了明确要求。在新的发展阶段继续全面建设小

康社会、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

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

http://www.baidu.com/s?wd=%E4%B8%AD%E5%9B%BD%E7%89%B9%E8%89%B2%E7%A4%BE%E4%BC%9A%E4%B8%BB%E4%B9%89%E7%90%86%E8%AE%BA&hl_tag=textlink&tn=SE_hldp01350_v6v6zkg6
http://www.baidu.com/s?wd=%E5%85%9A%E7%9A%84%E6%8C%87%E5%AF%BC%E6%80%9D%E6%83%B3&hl_tag=textlink&tn=SE_hldp01350_v6v6zkg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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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大（2012 年 11 月·北京）

大会主题：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解放思想，改革开放，凝聚力量，攻坚克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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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明确了科学发展观是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并写入党章。

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同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是马克思主义关

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对新形势下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问

题作出了新的科学回答，把我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律的认识提高到新的水平，开辟了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新境界。科学发展观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

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一道，是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

2.制定了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和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前进方向。

一是要支持和保证人民通过人民代表大会行使国家权力。二是要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

主制度。三是要完善基层民主制度。四是要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五是要深化行政体制改革。

六是要建立健全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七是要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

3.提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

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取得重大进展，在发展平衡性、协调性、可

持续性明显增强的基础上，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 2010 年翻一番；人

民民主不断扩大；文化软实力显著增强；人民生活水平全面提高；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

型社会建设取得重大进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坚决破除一切妨碍科学发展的思想观念和

体制机制弊端，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

更加定型。

4.回答了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政策立场。

胡锦涛同志在十八大报告中强调，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夺取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新胜利是我们毫不动摇的行动纲领。

◎十八届三中全会（2013 年 11 月·北京）

大会主题：全面深化改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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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 年 11 月 12 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

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十八届四中全会（2014 年 10 月·北京）

【内容】2013 年 11 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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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建设和推进法治中国建

设提出明确要求。

【意义】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就要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贯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形成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高效的法治实施体系、严密

的法治监督体系、有力的法治保障体系，形成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坚持依法治国、依法

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实现科学立法、

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十八届五中全会（2015 年 10 月·北京）

会议研究了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通过了《中共中

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和《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

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公报》。

1.到二〇二〇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我们党确定的“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第一

个百年奋斗目标。

2.如期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奋斗目标，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必须遵循以下

原则：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坚持科学发展，坚持深化改革，坚持依法治国，坚持统筹国内

国际两个大局，坚持党的领导。

3.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新的目标要求：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在提高发展平衡性、包容

性、可持续性的基础上，到二〇二〇年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二〇一〇年翻

一番，产业迈向中高端水平，消费对经济增长贡献明显加大，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加快提高。

农业现代化取得明显进展，人民生活水平和质量普遍提高，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

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国民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显著提高。

生态环境质量总体改善。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取得重大进展。

4.实现“十三五”时期发展目标，破解发展难题，厚植发展优势，必须牢固树立并切

实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

◎十八届六中全会（2016 年 10 月·北京）

【内容】全会听取和讨论了习近平受中央政治局委托作的工作报告，审议通过了《关

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和《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审议通过了《关

于召开党的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

【意义】全会总结了我们党开展党内政治生活的历史经验，分析了全面从严治党面临

的形势和任务，认为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关键在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党要管党

必须从党内政治生活管起，从严治党必须从党内政治生活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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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大（2017 年 10 月·北京）

大会主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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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懈

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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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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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

2.“四个伟大”：实现伟大梦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行伟大斗争（具有许多新

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

3.习近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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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党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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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两个重要时期：从现在起到二〇二〇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期；从十九大到二

十大：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

5.“两步走”：第一个阶段，从二○二○年到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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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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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九届二中全会（2018 年 1 月·北京）

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修改宪法部分内容的建议》。

◎十九届三中全会（2018 年 2 月·北京）

大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决定》和《深化党和国家机

构改革方案》，同意把《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的部分内容按照法定程序提交十三

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审议。

会议强调，2018 年是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的开局之年，是改革开放 40 周年，是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施“十三五”规划承上启下的关键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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