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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0月26日电 二
十届中共中央政治局10月25日下
午就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进行
第一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
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党的二
十大在政治上、理论上、实践上取
得了一系列重大成果，就新时代新
征程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制定了大政
方针和战略部署，是我们党团结带
领人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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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全党要在全
面学习、全面把握、全面落实上下
功夫，坚定不移把党的二十大提出
的目标任务落到实处，奋力夺取全
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胜利。

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
奇、丁薛祥、李希就深刻领会和贯
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谈了体会。
他们表示，党的二十大高举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马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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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阐述了新
时代10年的伟大变革及其里程碑意
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的世界观、方法论和贯穿其
中的立场观点方法，新时代新征程
中国共产党的使命任务，中国式现
代化的中国特色、本质要求和必须
牢牢把握的重大原则等重大理论和
实践问题，确定了到2035年我国发
展的总体目标和未来5年的主要目
标任务，对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和推
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作
出了部署，为新时代新征程党和国
家事业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
了根本遵循。我们要坚决维护
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的核心、全党
的核心地位，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
导。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
定性意义，牢记“国之大者”，增强

“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
到“两个维护”，以昂扬的精神状
态、务实的工作作风贯彻落实党的
二十大精神，努力在新征程上开创
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新局面。

中共中央政治局各位同志认真
听取了他们的意见。

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发表了讲
话。他指出，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
十大精神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
党全国的首要政治任务。中央政治
局要带头抓好全党全国学习宣传贯
彻党的二十大精神，推动党的二十
大精神广泛深入为广大干部群众所
了解和掌握。

习近平强调，学习贯彻党的二
十大精神，要在全面学习上下功
夫。只有全面、系统、深入学习，
才能完整、准确、全面领会党的二
十大精神，对是什么、干什么、怎
么干了然于胸，为贯彻落实打下坚
实基础。首先要读原文、悟原理。
领导干部要原原本本学习报告，同
时要把学习大会报告同学习大会系
列讲话和相关文件结合起来，同学
习党的十八大报告、十九大报告精
神结合起来，联系着学。新时代以

来，党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是十
分生动的，我们的学习也应该是生
动的，不能仅停留在记住一些概念
和提法。要紧密联系党的十八大以
来党和国家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
就、发生的历史性变革，联系这些
年来我们走过的极不寻常、极不平
凡的历程，联系我们深化改革开
放、推动高质量发展、有效应对重
大风险挑战的具体实践，联系国际
环境深刻变化，深刻领悟党的二十
大关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大政方针
和战略部署的历史逻辑、理论逻
辑、实践逻辑。

习近平指出，学习贯彻党的二
十大精神，要在全面把握上下功
夫。党的二十大精神内容十分丰
富，既有政治上的高瞻远瞩和理论
上的深邃思考，也有目标上的科学
设定和工作上的战略部署，这些是
相互联系、有机统一的。只有坚持
历史和现实、理论和实践、国际和
国内相结合的办法，从整体到局
部、再从局部到整体进行反复揣
摩，才能全面掌握党的二十大精
神，避免知其一而不知其二，知其
然而不知其所以然。要全面把握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
观、方法论和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
方法，深刻领会“两个结合”、“六
个坚持”，正确认识把握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精神实质。要
全面把握新时代10年伟大变革的深
刻内涵和重大意义，深刻感悟这些
伟大变革对党、对中国人民、对社
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对科学社会主
义在21世纪中国的发展的深远影
响，深刻领会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必
须坚持新时代党的创新理论和战略
布局、战略举措不动摇，坚定战略
自信。要全面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
中国特色、本质要求和必须牢牢把
握的重大原则，深刻理解中国式现
代化理论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
化国家战略布局的关系，认识到前
者是后者的理论支撑，从而深刻理
解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战
略布局的科学性和必然性。要全面
把握党的二十大作出的各项战略部
署，紧密联系我国发展面临的新的
战略机遇、新的战略任务、新的战
略阶段、新的战略要求、新的战略
环境，深刻认识实现全面建设社会
主义现代化国家各项目标任务的艰
巨性和复杂性，增强贯彻落实的自
觉性和坚定性。

习近平强调，学习贯彻党的二
十大精神，要在全面落实上下功夫。
空谈误国、实干兴邦，一分部署、九分
落实。不注重抓落实，不认真抓好落
实，再好的规划和部署都会沦为空中
楼阁。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要
有计划、有部署，在把握总目标、总方
向、总要求的前提下，对各项目标和
任务进行细化，有针对性地拿出落实
的具体方案，制定明确的时间表、施
工图，扎扎实实向前推进。政治局的
同志要带头真抓实干，就分管的领
域或主政的地方学习贯彻党的二十
大精神工作作出部署，抓紧行动起
来。（下转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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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
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代表中国先进生
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
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党的最
高理想和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

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
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
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

马克思列宁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
的规律，它的基本原理是正确的，具有强大的
生命力。中国共产党人追求的共产主义最高理
想，只有在社会主义社会充分发展和高度发达
的基础上才能实现。社会主义制度的发展和完
善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坚持马克思列宁主
义的基本原理，走中国人民自愿选择的适合中

国国情的道路，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必将取得
最终的胜利。

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
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
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创立了毛泽东思想。毛
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
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
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
体智慧的结晶。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中国共
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经过长期的反对帝
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斗
争，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
人民民主专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新中国成
立以后，顺利地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完成
了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确立了
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发展了社会主义的经
济、政治和文化。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以邓小平同志为主
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
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实

现全党工作中心向经济建设的转移，实行改革
开放，开辟了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新时期，逐
步形成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路线、方
针、政策，阐明了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巩固
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基本问题，创立了邓小平理
论。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
同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是
毛泽东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承和发展，
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是当代中
国的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
晶，引导着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不断前
进。

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以江泽民同志为主
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的实践中，加深了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
样建设社会主义和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
党的认识，积累了治党治国新的宝贵经验，形
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三个代表”重
要思想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
小平理论的继承和发展，反映了当代世界和中

国的发展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的新要求，是加
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推进我国社会主义自我完
善和发展的强大理论武器，是中国共产党集体
智慧的结晶，是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
始终做到“三个代表”，是我们党的立党之
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

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
中国共产党人，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
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根据新的发展要求，深
刻认识和回答了新形势下实现什么样的发展、
怎样发展等重大问题，形成了以人为本、全面
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是
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
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
俱进的科学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
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是马克思主义中国
化重大成果，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
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
思想。

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

中国共产党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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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回答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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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主义等重大时代课题，创立了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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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当代中国马
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是中华文化
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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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指导下，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
族人民，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
大梦想，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
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开启了实现第二个
百年奋斗目标新征程。 （下转第二版）

中 国 共 产 党 章 程
（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部分修改，2022年10月22日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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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四季，有蓝园机翼下的缤纷，有绿园荷花间戏水鸭子的野趣，有大
钟广场银杏落叶的金黄，有主楼廊下雪落枝头的烂漫。七秩芳华，这里承载着北航人为国铸
器的使命，见证着一代代北航人空天报国的担当。图为秋季的北航校园。 陈家珩 摄

为国铸器 逐梦空天

伟大的政党，团结奋斗向前进；
光辉的党旗，与时俱进向未来。
旗帜引领方向，旗帜凝聚力量。

百年大党历经百年奋斗，恰是风华正
茂，正带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号巨轮
驶向光辉的彼岸。

2022年10月22日上午，北京，晴
空万里。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
表大会闭幕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

在习近平总书记的主持下，2338
名代表、特邀代表以举手方式郑重表
决关于《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的
决议。

“通过”——习近平总书记庄严
宣布，会场上响起经久不息的热烈掌
声……

这是热血沸腾、心潮澎湃的时刻，
是全体共产党员和广大人民群众共同
心声和共同意志的充分表达。大会一
致同意把党的十九大以来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新发展写入
党章；一致同意把党的初心使命、党的
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内容
写入党章；一致同意把全面建设社会
主义现代化国家、以中国式现代化全
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奋斗目标

写入党章；一致同意把党的二十大报
告确立的重大理论观点和重大战略思
想写入党章；一致同意把党的十九大
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
持党的全面领导、加强党的建设的新
鲜经验写入党章。

新时代新征程，光辉的旗帜又一次
增添新的思想之光、真理之光，更加丰
富厚重，更加充满活力，更加熠熠生辉。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高瞻远瞩，综合各方面意
见、顺应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
员愿望，作出党的二十大对党
章进行适当修改的重大决策，
充分彰显马克思主义政党与时
俱进的政治品格

首都北京，中轴线北延长线的东
侧，一座雍容大度、气势磅礴的地标建
筑巍然矗立，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历史
展览馆。在展览馆的展柜里，各个时
期的珍贵党章版本引人注目。

党章是党的总章程，对坚持党的全
面领导、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加强党的
建设具有根本性的规范和指导作用。

2022年 9月9日，习近平总书记
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
包括《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稿在
内的拟提请党的十九届七中全会讨论
的文件。

会议指出：“要把党的二十大报告
确立的重大理论观点和重大战略思想
写入党章，使党章充分体现马克思主
义中国化时代化最新成果，充分体现
党的十九大以来党中央提出的治国理
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明确新形势
下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推进全面从
严治党的新要求，更好以伟大自我革
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

这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第
九次修改党章。现行党章是1982年9
月党的十二大修改制定的。40年来，
在保持党章基本内容稳定的前提下，
根据形势和任务的发展变化，党的十
三大、十四大、十五大、十六大、十七
大、十八大、十九大都对党章作了适当
修改，及时把党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发
展的重大成果体现到党章中，使党章
在推进党和国家事业、加强党的建设
中发挥了重要指导作用。

（下转第四版）

让党旗在新征程上高高飘扬
——《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诞生记

新华社记者 张旭东 杨维汉 黄玥 罗沙

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秘书处负责人就党的
二十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答新华社记者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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