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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党我军我国各族人民公认的享有崇高威
望的卓越领导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
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久经考验
的共产主义战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
杰出领导者，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主要创立者江泽民同志逝
世后，承蒙许多国家的元首、政府首脑和议会、政
府部门，政党，友好团体，各界友好人士，一些国际
组织的负责人，许多国家的驻华使节，在华的外国
友人，海外华侨、华人，港、澳、台同胞发来了大量
唁电、唁函，发表声明、谈话，参加吊唁活动，表示
深切的哀悼和慰问。对此，谨表示衷心感谢。

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决心在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高举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伟大旗帜，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
线、基本方略不动摇，化悲痛为力量，统筹推进

“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推
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团
结奋斗。

特此公告。
江泽民同志治丧委员会

2022年12月6日
（新华社北京12月6日电）

江泽民同志治丧委员会公告
（第3号）

◀上接A01版
以新的思想、观点、论断，继承、丰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
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

习近平指出，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13年中，江泽民
同志领导我们从容应对一系列关系我国主权和安全的国际
突发事件，战胜在政治、经济领域和自然界出现的困难和风
险，特别是领导我们成功抵御亚洲金融危机冲击、战胜1998
年特大洪涝灾害等，保证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的航船始终沿着正确方向破浪前进。

习近平强调，江泽民同志在长期革命实践中锤炼出来了
鲜明的革命精神和革命风范。江泽民同志的革命精神和革
命风范永远铭刻在我们心中，永远教育和激励我们前进。

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的逝世，对我党我军我国各族
人民是不可估量的损失。党中央号召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
民，化悲痛为力量，继承江泽民同志的遗志，以实际行动表达
我们的悼念，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不断谱写党和国家
事业发展新篇章。

习近平强调，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兴党兴国的根
本指导思想。新征程上，我们一定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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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
一切从实际出发，不断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
代之问，始终保持马克思主义的蓬勃生机和旺盛活力。

习近平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是党和人民事业风雨无阻
向前进的根本保证。新征程上，我们一定要保持“赶考”的清
醒和坚定，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
护”，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不忘初心使命，勇于推进自我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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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近平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当代中国大踏步赶
上时代、引领时代发展的康庄大道。新征程上，我们一定要坚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
略，坚持自信自强、守正创新，在自己选择的正确道路上昂首阔
步走下去，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习近平指出，人民是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根本力
量。新征程上，我们一定要坚持人民至上，全心全意为人民

服务，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
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始终同人民同呼吸、共命
运、心连心，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
明显的实质性进展。

习近平强调，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前途命运的关键
一招。新征程上，我们一定要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
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
改革开放，不断完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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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赢得优势、赢得主动、赢得未来。

习近平指出，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繁荣也需
要中国。新征程上，我们一定要坚持胸怀天下，高举和平、发
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共建“一带一
路”高质量发展，推动建设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同世界上一切进步力量携手前进。

习近平强调，敢于斗争、敢于胜利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
人民不可战胜的强大精神力量。新征程上，我们一定要保持
只争朝夕、奋发有为的奋斗姿态和越是艰险越向前的斗争精
神，掌握历史主动，增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志气、骨气、底
气，不信邪、不怕鬼、不怕压，全力战胜前进道路上各种困难
和挑战。

习近平最后说，江泽民同志同我们永别了。他的英名、
业绩、思想、风范将永载史册，世世代代铭刻在人民心中。全
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踔厉
奋发、勇毅前行，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

习近平致悼词后，全场向江泽民同志深深三鞠躬。
上午10时55分，追悼大会在雄壮的《国际歌》声中结

束。随后，习近平等向江泽民同志的亲属表示深切慰问。
参加追悼大会并送花圈的还有：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

委会、国务院、国家监委、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全
国政协、中央军委领导同志和老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
工商联主要负责同志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等。江泽民同志治
丧委员会委员，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门代表，解放军和武警
部队官兵代表，首都各界群众代表，江泽民同志亲属、生前友
好和家乡代表等，约5000人出席追悼大会。

◀上接A01版
他领导制定上海经济发展规划和城市建设规划，提
出在20世纪末把上海建设成为开放型、多功能、产业
结构合理、科学技术先进，具有高度文明的社会主义
现代化城市的发展方针，强调把浦东建设成为国际
化、枢纽化、现代化的世界一流新市区，积极推进为
民办实事制度化，为开创上海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
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作出了突出贡献。在党的十三届
一中全会上，他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1989年春夏
之交我国发生严重政治风波，江泽民同志坚决拥护和
执行党中央关于旗帜鲜明反对动乱、捍卫社会主义国
家政权、维护人民根本利益的正确决策，紧紧依靠广
大党员、干部、群众，有力维护上海稳定。

同志们、朋友们！
1989年6月，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

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同年
11月党的十三届五中全会决定他为中共中央军事委
员会主席，形成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
中央领导集体。

江泽民同志担任党和军队主要领导职务之际，
我国正面临外有压力、内有困难的严重时刻，可谓临
危受命。江泽民同志坚定表示：“为了党和人民的事
业，我一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际国内发生严重
政治风波，世界社会主义出现严重曲折，一些西方国
家对中国进行所谓“制裁”，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
面临空前巨大的困难和压力。在这个决定党和国家
前途命运的重大历史关头，江泽民同志带领党的中
央领导集体，紧紧依靠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毫不
动摇坚持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旗帜鲜明坚持四项基
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坚决开展治理整顿，全面加
强意识形态工作，深入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
斗争，加强党同人民群众的联系，积极展开外交斗
争，坚决维护国家的独立、尊严、安全、稳定，捍卫了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经过艰苦努力，党和
人民成功稳住了改革发展大局，为我国发展打下了
坚实基础。

从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到党的十六大的 13 年
中，国际形势风云变幻，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
代化建设进程波澜壮阔。在国际国内十分复杂的形
势下，江泽民同志带领党的中央领导集体，高举马克
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坚
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紧紧依靠全党全军全国各
族人民，坚定不移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他提出抓住机遇、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促进发展、保
持稳定的基本方针，全面阐述了正确处理社会主义
现代化建设中的十二大关系，深化了我们对社会主
义现代化建设规律的认识，强调抓住机遇而不可丧
失机遇、开拓进取而不可因循守旧，领导我们制定和
实施了促进改革发展稳定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和重大
战略。他领导我们确定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
基本纲领，为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
业提供了有力指导。他领导我们确立了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和基本框架，确立了社会主
义初级阶段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
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和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
式并存的分配制度，锐意推进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

制改革、文化体制改革和其他各方面改革。他对全
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第三步战略目标进行了前瞻
性的战略思考，强调要在本世纪头20年集中力量全
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他
强调，财大才能气粗，落后就要挨打，必须把发展作
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
意谋发展。他提出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
合，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领导我们加入世界贸易组
织，形成对外开放新格局。他领导我们发展社会主
义民主政治，实施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发展社会主义
先进文化，实现香港、澳门顺利回归，推动两岸双方
达成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有力开展反
分裂、反“台独”重大斗争。他始终以宽广的世界眼
光洞察世界形势发展总趋势，提出一系列外交和国
际战略思想，积极推动世界走向多极化，推进国际关
系民主化，尊重世界多样性，推动成立上海合作组
织，领导我们打开外交工作崭新局面。他强调治国
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强调讲学习、讲政治、讲正
气，提出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强调要解决好
提高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增强拒腐防变和抵御风
险的能力两大历史性课题，坚定不移推进党风廉政
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始终保持共产党人的蓬勃朝气、
昂扬锐气、浩然正气，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
性。他领导我们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推动
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和党的
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新进展，成功把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推向21世纪。

江泽民同志深刻洞察世界新军事变革的发展趋
势，主持制定了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强调要推进中
国特色军事变革，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的精兵之路，
加强人民军队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他强
调：“我这些年集中精力抓的问题，一言以蔽之，就是
我军能否打得赢、不变质。”他强调，要毫不动摇坚持
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部队要做到政治合格、军
事过硬、作风优良、纪律严明、保障有力，永葆人民军
队性质、本色、作风，把军事斗争准备的基点放到打
赢信息化条件下的局部战争上来，加快国防和武器
装备发展。他作出军队、武警部队和政法机关必须
彻底停止一切经商活动的战略性决策。在江泽民
同志亲自领导和大力推动下，我国国防和军队现代
化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

江泽民同志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
尊重实践，尊重群众，围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
个主题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为坚持和
发展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作
出了杰出贡献。特别是他集中全党智慧创立了“三个
代表”重要思想，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
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创造性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
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深化了我们对新的时代条件
下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加强党的建设的规律
的认识，以新的思想、观点、论断，继承、丰富、发展了
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

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13年中，江泽民同志领
导我们从容应对一系列关系我国主权和安全的国际突
发事件，战胜在政治、经济领域和自然界出现的困难和
风险，特别是领导我们成功抵御亚洲金融危机冲击、战
胜1998年特大洪涝灾害等，保证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

义现代化建设的航船始终沿着正确方向破浪前进。
江泽民同志高度重视事关党和人民事业的重大

战略问题。在筹备党的十六大期间，他主动提出不
再担任中央领导职务，并从中央委员会退下来，以利
于促进党和国家高层领导新老交替。党中央同意了
江泽民同志的请求。2004年，他又主动提出辞去他
担任的党和国家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的职务，充分
体现了他对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深谋远虑。

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以后，江泽民同志坚决拥
护和支持党中央工作，关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
事业，坚定支持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2006
年，江泽民同志亲自主持编辑和逐篇审定《江泽民文
选》第一卷、第二卷、第三卷，为我们继续推进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和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
了重要教材。

江泽民同志在长期革命实践中锤炼出来了鲜明
的革命精神和革命风范。江泽民同志目光远大、审时
度势，总是从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从党和国家工作
全局出发观察和思考问题，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和其他
各方面创新。江泽民同志信念坚定、处事果断，总是
把党和人民放在心中最高的位置，始终不渝坚持共产
党人的理想信念，在关键时刻具有作出果敢决策的非
凡胆略和进行理论创新的巨大勇气。江泽民同志尊
重实践、与时俱进，总是紧紧把握时代发展脉搏和契
机，坚持从党和人民活生生的实践出发总结经验、寻
找路子，脚踏实地而又开拓进取推进党和国家各项工
作。江泽民同志尊重群众、关心群众，总是高度关注
人民群众安危冷暖，依据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来检验
和推动工作。江泽民同志的革命精神和革命风范永
远铭刻在我们心中，永远教育和激励我们前进。

江泽民同志的逝世，对我党我军我国各族人民
是不可估量的损失。党中央号召全党全军全国各族
人民，化悲痛为力量，继承江泽民同志的遗志，以实
际行动表达我们的悼念，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上不断谱写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新篇章。

——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兴党兴国的
根本指导思想。江泽民同志留给我们的最可宝贵的
财富，就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他表示：“我提出
这个问题，是经过了长时期思考的。”“‘三个代表’的
思想，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我们十三年来在理论和
实践上不断探索和开拓的结果。”“三个代表”重要思
想是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新征程上，我们一
定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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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一切从实际
出发，不断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
之问，始终保持马克思主义的蓬勃生机和旺盛活力。

——中国共产党领导是党和人民事业风雨无阻
向前进的根本保证。江泽民同志语重心长地说：“我
作为一名老共产党员，真诚地希望全党同志特别是
中央各位同志时时刻刻把党放在心中最高的位置，
时时刻刻在各项工作中自觉坚持和维护党的领导，
这是我们党和国家的希望所在。”新征程上，我们一
定要保持“赶考”的清醒和坚定，增强“四个意识”、坚
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弘扬伟大建党精
神，不忘初心使命，勇于推进自我革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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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当代中国大踏步赶
上时代、引领时代发展的康庄大道。2001年，江泽民
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大会上强调，80
年的实践启示我们，必须坚定不移走自己的路，这是
总结我们党的历史得出的最基本的经验。新征程
上，我们一定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党
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坚持自信自强、守
正创新，在自己选择的正确道路上昂首阔步走下去，
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人民是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根本力
量。江泽民同志对人民无限忠诚，心中始终装着人
民。他提出要“以人民群众为本”，反复强调“最大多
数人的利益是最紧要和最具有决定性的因素。这是
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必须不断实现好、维护好、
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新征程上，我们一
定要坚持人民至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贯彻以人
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始终保
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始终同人民同呼吸、共命
运、心连心，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前途命运的关键一
招。江泽民同志强调：“通过理论创新推动制度创新、
科技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的创新，不断在实
践中探索前进，永不自满、永不懈怠，这是我们要长期
坚持的治党治国之道。”新征程上，我们一定要准确识
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
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改革开放，不断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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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赢得优势、赢得主动、赢得未来。

——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繁荣也需要
中国。江泽民同志强调，我们必须顺应历史潮流，推动
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争取长期和平
国际环境，全面维护我国国家安全和利益，不断为人类
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作出新的更大贡献。新征程
上，我们一定要坚持胸怀天下，高举和平、发展、合作、
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共建“一带一路”
高质量发展，推动建设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
运共同体，同世界上一切进步力量携手前进。

——敢于斗争、敢于胜利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
人民不可战胜的强大精神力量。江泽民同志强调：

“我们党正在领导人民进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
伟大斗争，不可避免地会遇到许多复杂情况，国际国
内的严峻形势和不同社会制度、不同思想体系的对
立和斗争，经常考验着每个党员。”“要有压倒一切敌
人的英雄气概。”“人不能低下高贵的头。”新征程上，
我们一定要保持只争朝夕、奋发有为的奋斗姿态和
越是艰险越向前的斗争精神，掌握历史主动，增强全
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志气、骨气、底气，不信邪、不怕
鬼、不怕压，全力战胜前进道路上各种困难和挑战。

同志们、朋友们！
江泽民同志同我们永别了。他的英名、业绩、思

想、风范将永载史册，世世代代铭刻在人民心中。全
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
围，踔厉奋发、勇毅前行，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
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

江泽民同志永垂不朽！
（新华社北京12月6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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