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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所做的一切，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
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人类谋和平与发展。”

                                    ——习近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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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

 بعــشلا ةداعــس ءارو يعــسلا وــھ ينیــصلا يعویــشلا بزــحلا ھــب موــقی اــم لــك"
 ".ةیرشبلل ةیمنتلاو مالسلاو ةینیصلا ةمألا ةضھنو ينیصلا
                                                                 

غنیب نیج يش--                                                                              



2021 年 7 月 1 日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图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2012 年 11月，中国共产党召开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新一届中共中央领导集体接过历史的接力棒，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

新时代。

这是继往开来的伟大时代：向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百年大党团结带领亿万人民接续奋斗，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

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迎来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东方大国巍然屹立，民族复兴不可逆转。

这是守正创新的伟大时代：站在中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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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理论创新和实践探索，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

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所经历的这十年，塑造了生机蓬勃的繁荣国家，成就了欣欣向荣的美好生活，弘扬了奋发奋进的民族气质，彰显了“中国之治”

的制度优势，为世界擘画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美好愿景。

本展览讲述了新时代中国非凡十年的精彩故事，记录了中国人民自强不息的追梦足迹，展现了中国人民同世界人民和衷共济、携手共进的时代华章。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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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中国的非凡十年，经济建设书写新成就。新发展理念引领发展全局深刻变革，中国经济迈上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
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之路，国家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跃上新台阶。图为广东省 深圳市莲塘口岸夜景。莲塘 / 香
园围口岸是粤港澳大湾区背景下深港之间首个建成投入使用的大型跨境互联互通基 础设施，是深港合作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新时代中国的非凡十年，政治建设开创新局面。党的领导得到全面加强，人民当家作主有了更坚实的制度保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充满生
机活力，全国上下万众一心，矢志民族复兴。图为 2021 年 7 月 1 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
习近平总书记在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回顾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光辉历程，高度评价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创造的伟大成就，号
召全体中国共产党员牢记初心使命，坚定理想信念，践行党的宗旨，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为党和人民争取更大光荣。



新时代中国的非凡十年，文化建设呈现新气象。中国人的文化自信更加深厚，人民群众的精神生活更加富足，全民族的文化创新
创造活力竞相迸发，丰富多彩的中外文化交流绘出和合共生的文明新画卷。图为观众在位于北京的中国国家版本馆中央总馆文瀚
厅内参观。中国国家版本馆是国家版本资源总库和中华文化种子基因库，总分馆分别选址北京燕山、西安秦岭圭峰山、杭州良渚、
广州凤凰山。



新时代中国的非凡十年，社会建设创造新福祉。脱贫攻坚战全面胜利，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人民生活进入相对殷实富足阶
段，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举世瞩目，“中国之治”的时代价值进一步彰显。图为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
宣恩县晓关侗族乡张官村村民们在“合拢宴”上用餐。当日，张官村 70 余名易地扶贫搬迁群众搬进新居，按照侗族习俗，村民们在
安置点举办“合拢宴”庆祝乔迁之喜。



新时代中国的非凡十年，生态文明建设开启新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深入人心，碳达峰、碳中和的“双碳”变革
扎实推进，天蓝、地绿、水净的美丽中国从蓝图走向现实。图为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兴安源江风电场。截至 2022 年 4 月底，中
国新能源发电装机规模约 7 亿千瓦，占发电总装机的 29%，连续多年位居全球首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