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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怀信心迎接党的十九大

问：在党的十九大召开前夕，中共
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了《大事记》。请
问开展这项工作的重要意义是什么？

答：党的十九大是在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关键阶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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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大的召开，是全党全军全
国各族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
中央党史研究室是党中央的党史研究
机构和党史工作部门，编写《大事记》
是党中央赋予我室的一项重要政治任
务，是我室迎接十九大胜利召开开展
的一项重要工作。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事业
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
编写《大事记》就是要通过大事记这
种形式，记录和反映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的伟大实践，
记录和反映党领导人民坚持和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光辉历程，记录
和反映党和国家事业取得的历史性
成就、发生的历史性变革，激励广大
党员、干部、群众为决胜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
不懈奋斗。

问：请您谈谈编写《大事记》的指
导思想和基本原则？

答：《大事记》的编写，始终坚持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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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
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治国理政新理
念新思想新战略。在编写过程中，牢
牢把握了以下基本原则：一是坚持党
性原则与科学精神的统一。坚定站在
党和人民的立场，坚持辩证唯物主义
和历史唯物主义，以党的十八大报告、
中央全会文件以及其他重要文献资料
为基本遵循，确保在基本结论和重要
评价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保持高度一致，确保所记条目符合
史实。二是坚持历史逻辑与理论逻辑
的统一。正确认识和把握我国社会主
义发展阶段性特征，坚持历史与现实、
理论与实践、国内与国际相结合，充分
反映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
国理政实践与理论创新之间的辩证关
系，充分反映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和马克思主义中
国化最新成果。三是坚持继承与发展
的统一。在格式、体例、风格、规模等
方面努力与《党的十七大以来大事记》
保持一致，同时不断探索和创新大事
记编写的理念和方法。

问：请您简要介绍一下组织编写
《大事记》的相关情况。

答：按照党中央对党史工作提出
的“一突出、两跟进”要求，党的十八
大以来，中央党史研究室及时编写各
年度大事记，为《大事记》的编写积累
了经验、锻炼了队伍、奠定了基础。

为迎接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今年初
我们把编写《大事记》确定为一项重
点工作，由室务会统一领导并组织力
量编写，以第三研究部为主成立编写
组。在编写过程中，室务会和室领导
多次召开会议，研究讨论编写问题；
初稿完成后，又组织室内室外专家进
行讨论，听取意见和建议，对400多
个条目逐条逐字推敲修改，反复打
磨，数易其稿。为确保《大事记》的质
量和准确性，还征求了68家中央和
国家机关部委的意见。可以说，《大
事记》是在中央领导同志亲切关怀
下，党史工作部门全力以赴、有关部
委协作完成的一项重要研究成果。
借此机会，我对各方面给予的大力支
持表示衷心的感谢！

问：党的十八大以来的5年，党和
国家事业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发生了
历史性变革，是砥砺奋进的 5 年。请
问《大事记》是怎样从总体上把握这5
年的？

答：习近平总书记7月26日在省
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开班式
上讲话强调：“党的十八大以来的5
年，是党和国家发展进程中很不平凡
的5年。5年来，党中央科学把握当今
世界和当代中国的发展大势，顺应实
践要求和人民愿望，推出一系列重大
战略举措，出台一系列重大方针政策，
推进一系列重大工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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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
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站在历史和
时代的高度，深刻洞察和把握世界发
展大势和当代中国现实，系统总结了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事业取得的
历史性成就，深刻阐述了党和国家事
业发生的历史性变革，对于《大事记》
准确把握十八大以来的5年，具有十
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5年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全面加强党的领导，大大增强
了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和领导
力、号召力；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
念，有力推动我国发展不断朝着更高
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
的方向前进；坚定不移全面深化改革，
推动改革呈现全面发力、多点突破、纵
深推进的崭新局面；坚定不移全面推
进依法治国，显著增强了党运用法律
手段领导和治理国家的能力；加强党
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巩固了全党
全社会思想上的团结统一；坚定不移
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推动美丽中国建
设迈出重要步伐；坚定不移推进国防
和军队现代化，推动国防和军队改革
取得历史性突破；坚定不移推进中国
特色大国外交，营造了我国发展的和
平国际环境和良好周边环境；坚定不
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形成了反腐败
斗争压倒性态势，党内政治生活气象

更新，党的执政基础和群众基础更加
巩固，为党和国家各项事业发展提供
了坚强政治保证。

实践是最有力的证明，事实是最
生动的教材。这些成就表明，党的十
八大以来的5年是砥砺奋进的5年，
是辉煌壮丽的5年，是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征程中十分重要的5年。

问：请问《大事记》是如何体现党
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
讲话精神和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
战略的？

答：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
精神和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
略，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是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
主义最新发展，是新阶段党领导全国
人民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
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的指导思
想和行动指南。它既是《大事记》编写
的理论指导，也是《大事记》记载、反映
的重要内容。

《大事记》从三个方面体现了习近
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治国理
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

一是记载了其产生发展过程。习
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治国
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是在党的
十八大以来全面深化改革和社会主义
现代化建设实践中产生发展的。《大事
记》记录了这5年党和人民砥砺奋进、
攻坚克难、强基固本、锐意进取，为实
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的伟大
实践。

二是记载了其主要内容。习近平
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治国理政
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内涵丰富、博大
精深，是一个系统完整的科学理论体
系。《大事记》记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在治国理政实践中提出
的一系列新的重要思想、重要观点、重
大判断、重大举措。

三是记载了在其正确指引下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取得的重大成就。党的
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事业取得的历史
性成就、发生的历史性变革，都是在党
的坚强领导和党的创新理论科学指导
下取得的。《大事记》反映了改革发展
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各
方面取得的新的辉煌成就。

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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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您谈谈《大事记》是怎样突出这个主
题的？

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
会主义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历史
逻辑的辩证统一，是根植于中国大地、
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
发展进步要求的科学社会主义。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是党和人民90多年奋
斗、创造、积累的根本成就，是改革开

放近40年全部理论和实践的主题。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事业的历史
性成就、历史性变革，是在新中国成立
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重大成就基
础上取得的，是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取得的。以习
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开创了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我国发展
站到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大事记》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这一主题，准确把握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进入新的发展阶段的重大战略
判断，重点反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
展新的阶段性特征，重点反映统筹推
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决策部署，重
点反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功实践
给人民带来的获得感，全面展现了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的发展轨迹和历
史成就。

《大事记》记载的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取得的重大成就及实践创新、理论
创新、制度创新的重要成果，充分说明
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社
会主义本质的认识、对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规律的把握，已经达到一个前所
未有的新高度；意味着近代以来久经
磨难的中华民族实现了从站起来、富
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意味着
社会主义在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
并不断开辟发展新境界，意味着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
现代化的途径，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
了中国智慧、提供了中国方案。

问：您认为《大事记》在内容和编
写上有哪些突出特点？

答：《大事记》在内容上突出了以
下几个特点。

一是充分反映党的十八大以来的
5年党和国家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
和发生的历史性变革。《大事记》精选
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军事、外
交、党建等领域的关键事件，运用权威
数据，记载了党在决胜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进程中的新实践新成就新亮点。

二是始终体现习近平总书记是党
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大事记》在
条目选取和内容表述上突出习近平总
书记的核心地位，按照历史发展脉络、
通过丰富史实展现了习近平总书记成
为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的过程
和所发挥的核心作用。

三是充分体现习近平总书记系列
重要讲话精神和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
想新战略。《大事记》通过关键历史坐
标，记录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勇于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
新、不断丰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理论、增强理论自信的历史过程。

在编写过程中，力求体现以下几
个特点。

一是实事求是、权威准确。坚持
使用第一手资料，内容、表述和口径都
对照档案文献以及新华社、《人民日
报》的权威报道，反复征求有关部门和
单位意见，力求每个条目在内容、史
实、观点等方面准确无误。

二是全面反映、突出重点。全面
反映党和国家各项事业发展的成就，
大事不漏，要事说透；着重反映重大决
策部署及贯彻落实情况，突出反映创
新成果，突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进
展、新成就。

三是统筹兼顾、综合平衡。准确
把握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事业发
展的主题和主线，以“点”带“面”、纵横
结合，注意各方面的平衡。

四是表述精当、文字洗练。归并
整合，用凝练语言全面概括地记述大
事；惜墨如金，用最少的文字表述更多
的内容。

问：请您谈谈编发《大事记》对学
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做好各项工
作有哪些重要作用？

答：《大事记》是党史工作者为党
的十九大献上的一份厚礼，具有重要
作用。

第一，有利于鼓舞全党全军全国
各族人民进一步坚定信心、迎难而上、
开拓奋进。《大事记》记载的十八大以
来党的不懈奋斗的历程、理论创新的
成果、党的建设的实践，体现了以习近
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共产党执政
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
展规律认识的不断深化，可以使全党
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增强战胜各种困难
的信心、勇气和力量，进而把各项事业
推向前进。

第二，有利于营造良好舆论氛围，
为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和学习宣传贯
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做好准备。《大事
记》有助于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进一
步了解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事业
发展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和历史性变
革，牢固树立“四个意识”，为决胜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伟大胜利而奋斗。

第三，有利于服务党和国家工作
大局，为党和国家决策提供历史借
鉴。《大事记》紧紧围绕党和国家中心
工作，总结新经验，开辟新思路，提供
新动力，做到“党有所需、‘史’有所
为”，充分发挥党史以史鉴今、资政育
人的重要作用，为党和国家事业的发
展提供智慧和力量。

宏伟目标激励人心，历史重任催
人奋进。我们相信，在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党的
十九大精神指引下，在全党全军全国各
族人民共同努力下，我们一定能够不断
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局面，朝着实
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奋勇前进。

“我正在读《摆脱贫困》”

贫困，是困扰不少发展中国家的
一大难题。很多外国记者在中国采访
期间发现，中国在扶贫脱贫方面的不
少经验做法令人赞叹，值得推广。

“我们加纳同样有很多扶贫项目，
为什么成效有限？为什么加纳仍有
600多万贫困人口？”采访库布其杭锦
旗治沙扶贫项目后，来自加纳的记者
阿桑蒂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

库布其依托当地资源发展特色产
业带动牧民脱贫致富，实现富民与环
境结合、产业与治沙互动、美丽与发展
共赢的扶贫模式，让阿桑蒂印象尤为

深刻。“内蒙古及中国很多其他地方采
用综合手段减贫的方式值得效仿。”阿
桑蒂写道。

来自埃塞俄比亚的记者叶勒长期
关注贫困问题。在他看来，中国是埃
塞俄比亚减贫与发展的最好榜样。

“过去二十多年里，埃塞俄比亚一
直在向中国‘取经’，正因为如此，我们
的贫困人口也削减了一半。”叶勒说，
自己正在研读习近平主席的《摆脱贫
困》，这本书在非洲广受欢迎，很多思
想值得认真学习领会。

“中国是可以实现梦想的地方”

“阿里巴巴集团在一个小居民楼

起步，如今成长为一个世界知名的大
公司。这说明只要你足够努力，有毅
力、有决心，就可以实现梦想。”采访阿
里巴巴集团后，来自喀麦隆记者的吉
蒙深有感触。

南苏丹记者阿汤加对杭州梦想小
镇记忆深刻。“你能真真切切感受到那
里年轻人的朝气与活力，感受到他们
在努力实现自己的梦想。”

从2015年开园至今，在梦想小镇
这片3平方公里的创业园区里，已经
累计聚集超过1000个创业项目和近
50个孵化平台。

“非洲也有很多有想法的年轻人，
却没有这么好的孵化平台，没有足够的
政府支持、资金及来自社会的认可，很

多好点子都白白流失了。”阿汤加说。
采访一家视频特效制作公司时，

阿汤加还不忘要到了公司负责人的联
系方式。“回国后我要继续跟进，让他
们也能帮助南苏丹的年轻人学会视频
特效制作技巧。”

“中国的繁荣真让人惊讶”

乌干达《新愿景报》的记者卡托一
直对中国很感兴趣。他不仅读过不少
关于中国发展的书籍，还长期关注各
大媒体关于中国的报道。今年2月，
通过一项人文交流项目，卡托终于实
现了来中国看看的愿望。

“中国有如此巨大的能力！中国

的繁荣真让人惊讶！”卡托说，来之前
虽已对中国有初步了解，依然惊讶于
中国是“如此的现代”，尤其是机场、公
路等基础设施不同凡响。

卡托特别羡慕中国有一个安全、
稳定的环境。“在这里，你可以任何时
候出门，不用担心有人会袭击你或对
你实施抢劫。中国比很多发达国家还
要安全。”

在卡托看来，中国的繁荣与发展
得益于中国选择了一条适合自身国情
的道路。“对于中国这么大、这么复杂、
这么多元的国家来说，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是完美的制度，符合中国国情，非
常成功。”他说。

（新华社北京10月16日电)

新华社北京10月16日电 为迎接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
了《党的十八大以来大事记》（以下简称《大事记》）。10月15日，《大事记》由新华社播发。日前，中共中央党
史研究室负责同志就编写《大事记》的有关情况，回答了新华社记者的提问。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负责同志
就《党的十八大以来大事记》

编写情况答记者问

“中国有着如此巨大的能力！”“中国可以学习的地方太多了！”“各国期待和中国加强合作！”十九大前夕，众多外国记者来华采访报
道时都发出这样的感慨。从减贫实践到科技创新，从经济发展模式到治国理政理念，近百位外国记者日前赴各地采访，了解中国发展、
点赞中国成就、思考中国道路、领悟中国智慧。

“中国经验值得学习”
——外国记者点赞中国发展成就

十九大进行时

出席党的十九大的
38个代表团全部报到

据新华社北京10月16日电 出席中国共产
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从祖国的四面
八方汇聚北京。截至16日晚，31个省、自治区、
直辖市的代表团以及中央直属机关代表团、中央
国家机关代表团、中央企业系统代表团、中央金
融系统代表团、解放军代表团、武警部队代表团
和台湾省籍党员代表团等38个代表团已全部向
大会报到。

代表们认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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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
大，将是一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会。

“我们肩负沉甸甸的责任而来，要通过参加这
次大会，更深刻地认识当前所处的历史方位，更加
准确地理解把握党和国家的发展方向。”山西省吕
梁市委书记李正印代表说，“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一定能够创造风清
气正、奋发有为的干事创业新局面，以改革发展的
新成就，交上一份让人民满意的答卷。”

代表们来自祖国各地、各行各业，带来了过去
5年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成就的喜
讯捷报。

在前往北京的高铁列车上，河北团的代表们
热烈交谈。河北省妇联兼职副主席、沧州市公安
局刑警支队政治处主任王红心代表说：“过去5
年，我们国家在党的领导下取得了历史性成就，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我们处在实
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冲刺期，即将开启实现
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新征程。”

已经抵达驻地的丽达·皮尔拜代表身披红色
丝巾，胸前的十九大出席证格外醒目。有着32年
党龄的她，在新疆布尔津县发起成立“爱心妈妈”
协会，有效带动了当地群众就业创业。“党的十八
大以来，党的好政策让我们新疆人民生活越来越
幸福，各民族兄弟姐妹一起致富，像石榴籽一样紧
紧抱在一起。”

肩负庄严使命、承载神圣职责，代表们挂念更
多的是百姓冷暖和民生关切，思考更多的是党和
国家事业的发展战略和大政方针。

作为一名海洋工作者，国家海洋局国家深海
基地管理中心“蛟龙”号潜航员唐嘉陵代表心系国
家海洋事业。“我要认真履职尽责，以高度的责任
感和使命感参加大会的各项议程，并发挥好党代
表的桥梁纽带作用，带动广大海洋工作者为实现
海洋强国梦不懈奋斗。”

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百步亭社区党委副书记
王波已经连任党的十七大、十八大和十九大代表。
她说：“党的十九大与国家繁荣富强紧紧连在一
起，与人民美好向往紧紧连在一起。我们要好好总
结过去5年成绩，为未来5年更好发展建言献策。”

十九大新闻中心
举行酒会欢迎中外记者

新华社北京10月16日电 中国共产党第十
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新闻中心16日晚在北京梅地
亚宾馆举行酒会，500多位中外记者受邀出席。

十九大新闻组组长黄坤明向前来采访报道十
九大的中外记者表示热烈欢迎。他说，即将召开
的十九大，是在中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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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将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欢迎中外
媒体采访，举办新闻发言人新闻发布会和多场记
者招待会，开设“党代表通道”，提供便利的工作生
活条件，服务保障中外记者圆满完成十九大报道
任务。希望中外记者及时充分向全世界展示十九
大盛况，全面准确地传播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念、
治国方略，客观公正地反映中国发生的历史性变
革、取得的历史性成就。

十九大新闻中心主任胡孝汉主持欢迎酒会。
据新闻中心提供的数据，党的十九大受到国

际国内媒体的广泛关注，3068名中外记者前来采
访报道十九大，其中港澳台记者和外国记者达到
1818人，比十八大时增长6.7%；外国记者来自134
个国家，比十八大时增加19.6%，遍布世界五大洲。

“一带一路”27国记者组织
负责人在华共谋合作

新华社北京10月 16日电 记者16日了解
到，在中共十九大即将召开之际，来自“一带一路”
27个国家的32名记者组织负责人应邀来华访
问，在参与组织十九大新闻报道的同时，深入研讨

“一带一路”记者组织合作机制。
这些记者组织负责人分别来自巴基斯坦、泰

国、缅甸、哈萨克斯坦、乌克兰、保加利亚、白俄
罗斯等国。在华期间，他们不仅将采访中共十九
大，还将参加一系列采访参观活动，了解中国在
科技创新、生态文明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等方
面的成就。

16日上午，这些记者组织负责人参加了由十
九大新闻中心举行的“一带一路”记者组织论坛，
研讨“一带一路”记者组织合作机制。与会人员倡
议，积极响应“一带一路”合作倡议，进一步加强新
闻媒体和新闻记者间的交流与合作，促进各国民
心相通，共享发展新机遇。

记者从十九大新闻中心了解到，截至目前，
已有超过 1800名境外记者报名采访中共十九
大，其中“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记者报名
尤其踊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