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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
2月 24日－3月 8日 全国政协

五届一次会议举行。会议通过《中国人
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选举邓小平为
全国政协主席。

2月 26日－3月 5日 五届全国
人大一次会议举行。会议重申在20世
纪内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奋斗目标；选
举叶剑英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
决定华国锋为国务院总理。

3 月 18 日－31 日 全国科学大
会召开。邓小平在会议开幕词中强调
科学技术是生产力，指出为社会主义
服务的脑力劳动者是劳动人民的一部
分。会议制定了《1978－1985 年全国
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草案）》。

4月5日 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统
战部、公安部《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
帽子的请示报告》。9月17日，中共中
央批转《贯彻中央关于全部摘掉右派
分子帽子决定的实施方案》，指出对过
去错划了的人，要做好改正工作。到11
月，全国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工作全
部完成。对错划右派的改正工作于
1980年基本结束。

5 月 10 日 中央党校内部刊物
《理论动态》刊登《实践是检验真理的
唯一标准》一文。11日，《光明日报》以
特约评论员名义公开发表这篇文章，
新华社向全国转发。在邓小平的领导
和许多老一辈革命家的支持下，一场
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迅速在全
党全社会展开。这场深刻而广泛的思
想解放运动，成为正本清源、拨乱反正
和改革开放的思想先导。

10月22日－29日 邓小平访问
日本。这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国家领
导人首次访问日本。

11月10日－12月15日 中央工
作会议召开。会议讨论从1979年起把
全党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
化建设上来等问题。陈云提出解决历
史遗留问题的意见，得到与会者响应。
11月25日，中央政治局宣布为“天安
门事件”等错案平反。12月13日，邓小
平发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
致向前看》讲话，实际上成为随后召开
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
是开辟新时期新道路的宣言书。

11月25日 三北（西北、华北、东
北）防护林体系工程建设启动。1990
年5月7日，长江中上游防护林体系建
设工程全面展开。

12月16日 中美公布关于建立
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宣布自1979年
1月1日起互相承认并建立外交关系。
同日，美国宣布于 1979年 1月 1日断
绝同台湾当局的所谓“外交关系”。

12月18日－22日 中共十一届
三中全会召开。全会批判了“两个凡
是”的错误方针，充分肯定必须完整
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
系，高度评价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
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果断地停止使
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作出把
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
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决定
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加强党的领导
机构，成立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选举
陈云为中央纪委第一书记。全会标志
着中国共产党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
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实
现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
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开启了改革开放
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征程。

12月23日 上海宝山钢铁总厂
举行动工典礼。到1985年11月、1992
年 4 月，一期、二期工程建成投产。
2001年5月，三期工程通过竣工验收。

1979年
1月1日 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

《告台湾同胞书》，郑重宣示争取祖国
和平统一的大政方针。同日，国防部长
徐向前发表声明，即日起停止自1958
年8月23日开始的对金门等岛屿的炮
击。两岸关系由此揭开新篇章。

1月4日－22日 中央纪律检查委
员会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此后，全国
地方各级纪律检查机构陆续恢复重建。

1月18日－4月3日 党的理论工
作务虚会召开。3月30日，邓小平在会
上发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讲话。强
调，必须在思想政治上坚持社会主义
道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后表述为人
民民主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
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四项基本原
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

1月 29日－2月 5日 邓小平对
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新中国成立
后中国国家领导人第一次访问美国。

1月31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决
定在广东蛇口建立全国第一个对外开
放工业区——蛇口工业区。

2月17日－3月16日 中国边防
部队实施对越自卫反击战。

3 月 21 日 邓小平在会见外宾
时提出“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概念。
12月6日，他在会见日本首相大平正
芳时提出“小康”的概念。

4月5日－28日 中共中央召开
工作会议，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
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

6 月 15 日 邓小平在全国政协
五届二次会议上讲话，明确指出，新时
期统一战线和人民政协的任务，就是
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努力化消极因

素为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
力量，同心同德，群策群力，维护和发
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为把我国建
设成为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而奋
斗。10月19日，在对各民主党派和全
国工商联代表讲话时指出，统一战线
已经发展成为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
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
一的爱国者的最广泛的联盟。

7月1日 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
议通过《关于修正〈中华人民共和国宪
法〉若干规定的决议》和《中华人民共
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
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
营企业法》等七部法律。

7月15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批
转广东省委、福建省委关于对外经济
活动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的两个
报告，决定先在深圳、珠海试办出口特
区。1980年5月16日，中共中央、国务
院批转《广东、福建两省会议纪要》，正
式将出口特区改称为经济特区。8月，
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批
准广东、福建两省在深圳、珠海、汕头、
厦门设置经济特区。在中央决策的推
动下，特区建设者创造了敢闯敢试、敢
为人先、埋头苦干的特区精神。

9 月 13 日 五届全国人大常委
会第十一次会议原则通过《中华人民
共和国环境保护法（试行）》。1983 年
12月31日，第二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
明确提出环境保护是我国的一项基本
国策。1989年12月26日，七届全国人
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通过《中华人
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

9 月 29 日 叶剑英在庆祝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 30周年大会上发表
讲话，初步总结新中国成立30年来的
经验教训，明确提出要从中国的实际
出发，走出一条适合中国情况和特点
的实现现代化的道路，要发展社会主
义民主和法制，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
明和精神文明。

10月30日 邓小平在中国文学
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致祝
词，指出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
时，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1980年
1 月 16 日 邓小平在中共中央

召集的干部会议上发表《目前的形势
和任务》讲话，提出反对霸权主义、维
护世界和平，台湾归回祖国、实现祖国
统一，加紧四个现代化建设三大任务。

2 月 23 日－29 日 中共十一届
五中全会召开。全会通过《关于党内政
治生活的若干准则》。

3 月 14 日－15 日 中共中央召
开西藏工作座谈会，提出有计划有步
骤地使西藏兴旺发达、繁荣富裕起来。

4月15日－18日 邓小平、胡耀
邦等在会见意大利共产党主席贝林格
时首次提出党际交往的基本原则。
1982年中共十二大正式提出处理党
际关系的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
重和互不干涉内部事务四项原则。

4 月 17 日 中国恢复在国际货
币基金组织的代表权。

5 月 15 日 中国恢复在世界银
行的代表权。

5 月 18 日 中国向太平洋预定
海域发射第一枚运载火箭获得圆满成
功。

8 月 18 日 邓小平在中央政治
局扩大会议上发表《党和国家领导制
度的改革》讲话。指出，领导制度、组织
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
性和长期性，对现行制度存在的各种
弊端必须进行改革。改革党和国家的
领导制度，不是要削弱党的领导，涣散
党的纪律，而正是为了坚持和加强党
的领导，坚持和加强党的纪律。

9月2日 国务院批转国家经委
《关于扩大企业自主权试点工作情况
和今后意见的报告》，要求从 1981年
起把扩大企业自主权的工作在国营工
业企业中全面推开。

9月25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
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
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提倡一对夫
妇只生育一个孩子。1982年中共十二
大把实行计划生育确立为中国的一项
基本国策。

11月 陈云在中央纪律检查委员
会召开的第三次贯彻《关于党内政治
生活的若干准则》座谈会期间指出，执
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
的问题，党风问题必须抓紧搞，永远搞。

1981年

2月25日 全国总工会、共青团
中央等九单位联合向全国人民特别是
青少年发出倡议，开展以讲文明、讲礼
貌、讲卫生、讲秩序、讲道德和心灵美、
语言美、行为美、环境美为主要内容的

“五讲四美”文明礼貌活动。1982年中
共十二大以后，许多地方开展了热爱
祖国、热爱社会主义、热爱党的“三热
爱”活动。它与原来的“五讲四美”活
动，汇合成一个“五讲四美三热爱”的
统一的活动。

6 月 27 日－29 日 中共十一届
六中全会召开。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
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新中
国成立 32年来党的重大历史事件特
别是“文化大革命”作出正确总结，实
事求是地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地位，科
学论述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

的伟大意义。《决议》的通过，标志着党
在指导思想上拨乱反正任务的完成。
29日，全会选举胡耀邦为中央委员会
主席，邓小平为中央军委主席。

8月27日－9月25日 全军高级
干部集训，重点研究战争初期方面军
防御战役的组织与实施。其间，北京军
区部队和空军部队在华北地区组织方
面军防御战役演习。邓小平在演习结
束后举行的阅兵式上讲话指出，必须
把我军建设成为一支强大的现代化、
正规化的革命军队。

9 月 30 日 叶剑英向新华社记
者发表谈话，进一步阐述关于台湾回
归祖国、实现祖国和平统一的九条方
针政策。

10月17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作
出《关于广开门路，搞活经济，解决城
镇就业问题的若干决定》。

11 月 7 日－16 日 中国女排在
日本大阪举行的第三届世界杯女子排
球赛上七战七捷，首次获得世界冠军。
到 1986年，中国女排在世界杯、世界
锦标赛和奥运会上五次蝉联世界冠
军。

1982年
1月1日 中共中央批转《全国农

村工作会议纪要》，肯定包产到户等各
种生产责任制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
的生产责任制。1982年至1986年，中
共中央就农业和农村问题连续发出五
个一号文件。

1 月 11 日 邓小平会见美国华
人协会主席李耀滋，首次提出“一个国
家，两种制度”概念。1983年6月26日，
他会见美国新泽西州西东大学教授杨
力宇，进一步阐述了有关大陆和台湾
和平统一的六条方针。

1 月 13 日 邓小平在中央政治
局扩大会议上发表讲话，提出干部队
伍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

“四化”方针。
2月20日 中共中央作出《关于

建立老干部退休制度的决定》。
3月31日 中共中央印发《关于

我国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的基本观
点和基本政策》，明确阐述了尊重和保
护宗教信仰自由，争取、团结和教育宗
教界人士，落实党的各项宗教政策等
问题。

4月13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作
出《关于打击经济领域中严重犯罪活
动的决定》。

8 月 17 日 中美两国政府就分
步骤直到最后彻底解决美国向台湾出
售武器问题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
美利坚合众国联合公报》（八一七公
报）。

9月1日－11日 中国共产党第
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举行。大会正式
代表1600人，候补代表149人，代表全
国3900多万党员。邓小平在致开幕词
时提出，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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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大
会通过的报告《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
代化建设的新局面》，提出分两步走，在
20世纪末实现工农业年总产值翻两番
的目标。大会通过新的《中国共产党章
程》。大会决定设立中央顾问委员会。

9 月 12 日－13 日 中共十二届
一中全会选举胡耀邦为中央委员会总
书记，决定邓小平为中央军委主席，批
准邓小平为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批
准陈云为中央纪委第一书记。

9 月 24 日 邓小平会见英国首
相撒切尔夫人，阐述中国政府对香港
问题的基本立场。指出，主权问题不是
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1997年中国将
收回香港，不仅是新界，而且包括香港
岛、九龙。

10月3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作
出《关于中央党政机关干部教育工作
的决定》，要求中央党政机关的干部教
育经常化、正规化、制度化。1983年 4
月 18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实现党
校教育正规化的决定》。

10月12日 中国首次以潜艇从
水下向预定海上目标区发射运载火箭
获得成功。

12 月 4 日 五届全国人大五次
会议通过并公布施行经全面修改后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即现行宪
法）。规定：加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扩
大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职权；恢复设立
国家主席；国家设立中央军事委员会，
中央军事委员会实行主席负责制；国
务院实行总理负责制；国家在必要时
得设立特别行政区；改变农村人民公
社“政社合一”的体制，设立乡政权；在
宪法序言中明确人民政协的性质、作
用。此后，为适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
现代化建设的需要，我国分别于1988
年、1993年、1999年、2004年、2018年
先后五次对宪法进行修改。

1983年
4月5日 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

队总部在北京成立。
4 月 24 日 国务院批转财政部

《关于国营企业利改税试行办法》。
6月4日－22日 全国政协六届

一次会议举行。会议选举邓颖超为全
国政协主席。

6月6日－21日 六届全国人大
一次会议举行。会议选举李先念为国
家主席，彭真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
长，邓小平为国家中央军委主席，决定

赵紫阳为国务院总理。
8月25日 中共中央作出《关于

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的决定》。
10 月 1 日 邓小平为景山学校

题词：“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
面向未来。”

10月11日－12日 中共十二届
二中全会召开。全会通过《关于整党的
决定》，决定用三年时间分期分批对党
的作风和党的组织进行一次全面整
顿。这次整党到1987年5月基本结束。

10月12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发
出《关于实行政社分开建立乡政府的
通知》。到1984年底，全国基本完成了
政社分设。

12 月 6 日 由中国人民解放军
国防科技大学研制成功的中国第一台
亿次巨型计算机——“银河－Ⅰ”计算
机在长沙通过国家鉴定，填补了国内
巨型计算机研制的空白。

1984年
1月22日－2月17日 邓小平视

察深圳、珠海、厦门三个经济特区和上
海，充分肯定试办经济特区和对外开
放的决策。

3月1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转发
农牧渔业部《关于开创社队企业新局
面的报告》，同意将社队企业改称乡镇
企业，提出发展乡镇企业的若干政策。

4月8日 中国首次成功发射试
验通信卫星东方红二号，成为世界上
第五个掌握卫星通信能力的国家。

5月4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
《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纪要》，决定进
一步开放天津、上海、大连、秦皇岛、烟
台、青岛、连云港、南通、宁波、温州、福
州、广州、湛江和北海 14个沿海港口
城市，并提出逐步兴办经济技术开发
区。

5 月 31 日 六届全国人大二次
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
自治法》。2001年2月28日，九届全国
人大常委会第二十次会议通过《关于
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
法〉的决定》，明确规定民族区域自治
是国家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

10 月 1 日 首都举行庆祝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 35周年的阅兵仪式
和群众游行。邓小平检阅受阅部队并
发表讲话。

10月20日 中共十二届三中全
会召开。全会通过《关于经济体制改革
的决定》，规定以城市为重点的经济体
制改革的任务、性质和各项方针政策；
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
有计划的商品经济。

10月 《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
开始分卷出版。全集共60卷，到1990
年出齐。

12月3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作
出《关于严禁党政机关和党政干部经
商、办企业的决定》。

12月19日 中英两国政府在北
京正式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政府关
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中国政府声
明决定于1997年7月1日对香港恢复
行使主权。

1985年
1月1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

《关于进一步活跃农村经济的十项政
策》，决定改革农产品统购派购制度，
从 1985年起实行合同定购和市场收
购。

1 月 21 日 六届全国人大常委
会第九次会议通过《关于教师节的决
定》，决定9月10日为教师节。

2月18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批
转《长江、珠江三角洲和闽南厦漳泉三
角地区座谈会纪要》，决定在长江三角
洲、珠江三角洲和闽南厦漳泉三角地
区开辟沿海经济开放区。1988年3月
18日，国务院发出《关于扩大沿海经济
开放区范围的通知》，决定新划入沿海
经济开放区 140个市、县，包括杭州、
南京、沈阳 3个省会城市。此后，国务
院又相继决定开放了一批沿江、沿边、
内陆和省会城市，形成了多层次、多渠
道、全方位开放格局。

2 月 20 日 中国第一个南极考
察站——长城站在南极乔治王岛建
成。此后，我国又陆续建成南极中山
站、昆仑站、泰山站。

3月4日 邓小平在会见外宾时
指出，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
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
个是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
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概括起来，就是
东西南北四个字。南北问题是核心问
题。

3月13日 中共中央作出《关于
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经济
建设必须依靠科学技术、科学技术工
作必须面向经济建设的战略方针。

5月23日－6月6日 中央军委召
开扩大会议。邓小平在会上提出对国
际形势的新判断和中国对外政策的两
个重要转变，宣布中国人民解放军减
少员额100万。会议作出军队建设指导
思想实行战略性转变的重大决策。

5月27日 中共中央作出《关于
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教育体制
改革的根本目的和主要措施，提出有
步骤地实行九年制义务教育，大力发
展职业技术教育，改革高等学校招生
计划和毕业生分配制度，扩大高等学
校办学自主权。

5月 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实
施旨在依靠科学技术促进农村经济发
展的“星火计划”。

6月9日－15日 全国法制宣传
教育工作会议召开。会议通过《关于向
全体公民基本普及法律常识的五年规
划》。到2021年，共实施八个五年普法
规划。

9 月 18 日－23 日 中国共产党
全国代表会议举行。会议对中央委员
会、中央顾问委员会和中央纪律检查
委员会的成员进行了调整。

9 月 24 日 中共十二届五中全
会召开。全会对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
记处成员进行了调整，进一步实现了
中央领导机构成员的新老交替。

1986年
3月5日 邓小平对王大珩、王淦

昌、杨嘉墀、陈芳允四位科学家提出的
关于跟踪研究外国高技术发展的建议
作出批示。11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
院转发《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纲要》。
这个计划因邓小平首次批示的时间为
1986年3月，又称“八六三计划”。

4 月 12 日 六届全国人大四次
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
则》、《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和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企业法》。
7月8日 中国国内卫星通信网

正式建成。
8月10日 解放军总参谋部、总

政治部、总后勤部发出通知，规定预备
役部队正式列入人民解放军建制序
列。

9月15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
发《中国共产党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
基层组织工作条例》。

9 月 28 日 中共十二届六中全
会召开。全会通过《关于社会主义精神
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阐明社会
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战略地位、根本
任务和基本指导方针。社会主义精神
文明建设对促进党风和社会风气好转
起了积极作用，涌现出蒋筑英、罗健
夫、朱伯儒、谷文昌等一批时代楷模。

12月5日 国务院作出《关于深
化企业改革增强企业活力的若干规
定》。

12月30日 邓小平在同几位中
央负责同志谈话时指出，要旗帜鲜明
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
自由化。1987 年 1 月 28 日，中共中央
发出《关于当前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
若干问题的通知》。

1987年
4 月 13 日 中葡两国政府在北

京正式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
葡萄牙共和国政府关于澳门问题的联
合声明》，确认中国政府于1999年12
月20日对澳门恢复行使主权。

4月17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批
转中央统战部、国家民委《关于民族工
作几个重要问题的报告》，阐述新时期
民族工作总的指导思想和根本任务。

10月16日 国务院办公厅公布
有关接待探亲台胞的办法。11月2日，
第一批探亲台胞经香港赴大陆。至此，
长达 38年之久的两岸隔绝状态被打
破，两岸人员往来和经济文化交流逐
步展开。

10月 25日－11月 1日 中国共
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举行。大
会正式代表1936人，特邀代表61人，
代表全国4600多万党员。大会通过的
报告《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
路前进》，阐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
论，提出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
本路线，制定到 21 世纪中叶分三步
走、实现现代化的发展战略。大会通过

《中国共产党章程部分条文修正案》。
11 月 2 日 中共十三届一中全

会选举赵紫阳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
决定邓小平为中央军委主席，批准陈
云为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批准乔石
为中央纪委书记。

11月24日 六届全国人大常委
会第二十三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
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1998
年11月4日，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
五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
委员会组织法》。

1988年
2月25日 国务院印发《关于在

全国城镇分期分批推行住房制度改革
的实施方案》。1994年7月18日，国务
院作出《关于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
的决定》，住房供应管理逐步由单位化
向社会化、专业化改变。1998年7月3
日，国务院发出《关于进一步深化城镇
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设的通知》，
提出停止住房实物分配，逐步实行住
房分配货币化。

3 月 14 日 人民解放军海军进
行南沙群岛自卫还击作战。

3月24日－4月10日 全国政协
七届一次会议举行。会议选举李先念
为全国政协主席。

3月25日－4月13日 七届全国
人大一次会议举行。会议决定设立海
南省、建立海南经济特区；批准国务院
机构改革方案，此后第一次对各部门
进行“定职能、定机构、定编制”的“三
定”工作；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
合作经营企业法》等。会议选举杨尚昆
为国家主席，万里为全国人大常委会
委员长，邓小平为国家中央军委主席，

决定李鹏为国务院总理。
6月1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党和

国家机关必须保持廉洁的通知》。
7月1日 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

二次会议通过《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军
衔条例》，人民解放军实行新的军衔制。

8月 国务院批准实施旨在发展高
新技术产业的“火炬计划”。

9月5日 邓小平在会见外宾时指
出，马克思说过，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事
实证明这话讲得很对。依我看，科学技术
是第一生产力。

同日 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
次会议通过《中国人民解放军现役军官
服役条例》。2000年12月28日，九届全国
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中华人
民共和国现役军官法》。

9月12日 邓小平在听取工作汇报
时，提出“两个大局”思想。指出，沿海地
区要加快对外开放，使这个拥有两亿人
口的广大地带较快地先发展起来，从而
带动内地更好地发展，这是一个事关大
局的问题。内地要顾全这个大局。反过
来，发展到一定的时候，又要求沿海拿出
更多力量来帮助内地发展，这也是个大
局。那时沿海也要服从这个大局。

9 月 14 日－27 日 中国自行研制
的导弹核潜艇在东海海域进行水下发射
运载火箭试验并取得成功。

9 月 26 日－30 日 中共十三届三
中全会召开。全会提出治理经济环境、整
顿经济秩序、全面深化改革的方针。

10月16日 中国第一座高能加速
器——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对撞成功。

1989年
春夏之交 北京和其他一些城市

发生政治风波，党和政府依靠人民，旗帜
鲜明地反对动乱，平息在北京发生的反
革命暴乱，捍卫了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维
护了人民的根本利益，保证了改革开放
和现代化建设继续前进。6月9日，邓小
平在接见首都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时指
出，北京发生的政治风波是国际的大气
候和中国自己的小气候所决定的，强调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制定的基本路
线、方针、政策和发展战略是正确的，要
坚定不移地干下去。

5月16日 邓小平会见来访的苏联
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苏共中央总书
记戈尔巴乔夫，中苏关系实现正常化。

6月16日 邓小平在同几位中央负
责同志谈话时指出，任何一个领导集体都
要有一个核心，没有核心的领导是靠不住
的。并指出，我们要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
抓惩治腐败，把这两件事结合起来。

6 月 23 日－24 日 中共十三届四
中全会召开。全会通过《关于赵紫阳同志
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动乱中所犯错误的
报告》，选举江泽民为中央委员会总书
记。24日，江泽民在全会上讲话指出，在
对待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和
基本政策这个最基本的问题上，要明确
两句话：一句是坚定不移，毫不动摇；一
句是全面执行，一以贯之。

7月27日－28日、8月28日 中央
政治局召开全体会议，通过《关于近期做
几件群众关心的事的决定》、《关于加强
宣传、思想工作的通知》和《关于加强党
的建设的通知》。

9月4日 邓小平针对国际局势的
剧变提出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
的对外工作指导方针。

9月29日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40周年大会召开。江泽民发表讲话。

11月6日－9日 中共十三届五中
全会召开。全会通过《关于进一步治理整
顿和深化改革的决定》。同意邓小平辞去
中央军委主席职务，决定江泽民为中央
军委主席。

12月21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加
强和改善党对工会、共青团、妇联工作领
导的通知》。

12月26日 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
第十一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城
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

12月30日 中共中央印发《关于坚
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
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指出“长期共存、
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是中国
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合作的基本方针，
明确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
协商制度是我国一项基本政治制度。

1990年
3月9日－12日 中共十三届六中

全会召开。全会通过《关于加强党同人民
群众联系的决定》。

3月 20日－4月 4日 七届全国人
大三次会议举行。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
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关于〈中
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
的决定》、《关于设立香港特别行政区的
决定》；决定接受邓小平辞去国家中央军
委主席职务的请求，选举江泽民为国家
中央军委主席。

4月12日 中央政治局会议原则通
过国务院提交的浦东开发开放方案。上
海浦东新区成为我国首个国家级新区。
此后，天津滨海、重庆两江等新区陆续批
复设立。到 2021 年 6 月，全国共设立 19
个国家级新区。

4月 中国政府首次向联合国停战
监督组织派遣五名军事观察员，开启中
国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的序幕。1992年
4月，中国政府首次向联合国柬埔寨临时
权力机构派出 400 人的维和工程兵大
队，开创我军成建制参加联合国维和行
动的先河。 【下转第10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