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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A01版）
一九八五年，江泽民同志任

上海市市长、中共上海市委副书
记。一九八七年，江泽民同志在
党的十三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
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并任中共上
海市委书记。担任上海市长、市
委书记期间，江泽民同志带领上
海广大干部群众振奋精神、勇于
探索，推动上海改革开放和社会
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重大突破，
浦东开发开放蓄势谋篇，推动党
的建设、精神文明建设、社会建设
取得重大进步。一九八九年春夏
之交我国发生严重政治风波，江
泽民同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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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八九年，在党的十三届
四中全会上，江泽民同志当选为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
会总书记。同年，党的十三届五
中全会决定江泽民同志为中共中
央军事委员会主席。一九九〇
年，在七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
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
委员会主席。

江泽民同志是党的第三代中
央领导集体的核心。二十世纪八
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国际国内
发生严重政治风波，世界社会主
义出现严重曲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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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旗
帜鲜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维护
国家独立、尊严、安全、稳定，毫不
动摇坚持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坚
持改革开放，捍卫了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伟大事业，打开了我国改
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
局面。

从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到党
的十六大的十三年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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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结全党
全国各族人民，抓住机遇、深化改
革、扩大开放、促进发展、保持稳
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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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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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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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创全面改革开放
新局面，实施依法治国基本方略，
坚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方
针，实现香港、澳门顺利回归，坚
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打
开外交工作崭新局面，推进党的
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推动社会主
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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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十一世纪。在以江泽民同志为
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
体领导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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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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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三届四中
全会以来十三年我们党和国家
取得的巨大成就，同江泽民同志
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家的雄才
大略、关键作用、高超政治领导
艺术是分不开的。

江泽民同志担任中央军事委
员会主席期间，深刻洞察和把握
国内外形势的重大变化和世界新
军事变革的发展趋势，对加强国
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提出了一系
列新论断新举措，丰富和发展了
毛泽东军事思想和邓小平新时期
军队建设思想，创立了江泽民国
防和军队建设思想，领导国防和
军队现代化建设取得了巨大成
就。江泽民同志强调，要坚持国
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的方
针，加强人民军队革命化、现代
化、正规化建设；按照政治合格、
军事过硬、作风优良、纪律严明、
保障有力的总要求，紧紧围绕打
得赢、不变质两个历史性课题，全
面推进人民军队建设；毫不动摇
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
始终把思想政治建设摆在我军各
项建设的首位，永葆人民军队性
质、本色、作风；贯彻积极防御的
军事战略方针，推进中国特色军
事变革，按照建设信息化军队、打
赢信息化战争的目标，坚定不移
走中国特色的精兵之路，实现我
军现代化跨越式发展；实施科技
强军战略，坚持从严治军、依法治
军、勤俭建军，探索新的历史条件
下治军的特点和规律，与时俱进
推进我军各项建设；深化国防科
技工业体制改革，增强自主创新
能力，加快国防科技和武器装备
发展，走出一条投入较少、效益较
高的军队现代化建设路子；按照
平战结合、军民结合、寓军于民的
方针，提高国防动员能力，发展高
技术条件下人民战争的战略战
术，巩固军政军民团结。这一切，
对于加强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
具有长远指导意义。

江泽民同志坚持马克思主义
的思想路线，尊重实践，尊重群
众，准确把握时代特征，科学判断
我们党所处的历史方位，围绕建
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主题，
在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
治党治国治军等各方面都提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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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现了党在指导思想上的又一次
与时俱进，体现了一位真正马克
思主义者的巨大政治勇气和理论
勇气。“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突出
强调我们党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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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循了人类

历史发展进步的普遍规律，顺应
了时代发展潮流和我国社会发展
进步要求，反映了全国各族人民
利益和愿望，抓住了新形势下提
高党的执政能力、巩固党的执政
地位、完成党的执政使命的根
本。“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最鲜明
的特点和最突出的贡献，在于用
一系列紧密联系、相互贯通的新
思想新观点新论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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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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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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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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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泽民同
志主动提出，为了党和国家事业
长远发展，为了党和国家长治久
安，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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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当时国际形势复杂多变、
国防和军队建设任务繁重考虑，
党的十六届一中全会决定江泽民
同志留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
席。党的十六届一中全会后，江
泽民同志全力支持以胡锦涛同志
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
的工作，尽心尽力履行党中央交
付他的职责。二〇〇四年，江泽
民同志从党和国家事业长远发展
的大局出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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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〇〇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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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泽民文选》主要收
入了江泽民同志从二十世纪八十
年代末至二十一世纪初具有代表
性和独创性的重要著作，为我们
更深入地学习领会“三个代表”重
要思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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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泽民同志的优秀品

格和高尚风范将永远教育和激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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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一定要更加自觉地团结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周围，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
线、基本方略，深刻领悟“两个确
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
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
维护”，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
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
的伟大工程，以党的自我革命引
领社会革命，使我们党坚守初心
使命，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

我们一定要坚持马克思列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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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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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与时俱进、求真务实，勇于进行理
论探索和创新，在新时代的伟大
实践中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
化时代化新境界，让当代中国马
克思主义放射出更加灿烂的真理
光芒。

我们一定要坚定不移坚持中
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坚持把国家和民族发展
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把中国
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
手中，团结一心为全面建成社会
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
年奋斗目标而努力，以中国式现
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
造人类文明新形态。

我们一定要坚持全心全意为
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树牢群众
观点，贯彻群众路线，尊重人民首
创精神，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
依靠人民，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
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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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一定要努力学习“三个
代表”重要思想，学习江泽民同志
的革命精神和革命风范，学习他
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
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的科学
态度和创造精神，为把我国建设
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
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团结奋斗。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事业，
凝结了包括江泽民同志在内的一
代又一代共产党人的心血和奋
斗。前进道路上，全党全军全国
各族人民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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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坚
定信心、同心同德，埋头苦干、奋
勇前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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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北京11月30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