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续写发展奇迹

中国共产党认为发展是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是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总钥匙。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新

时代中国继续创造令人刮目相看的新的奇迹，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

这十年，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打赢了人类历史上规模空前、力度最大、惠及人口最多的脱贫攻坚战。近 1亿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提前 10年

实现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减贫目标。消除了千年贫困，实现了小康梦想，新时代中国开始了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新探索。

这十年，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走出了一条高质量发展的现代化新路。这条新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

开辟了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的现代化新前景。

这十年，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战胜风险挑战，交出一份亮眼的“成绩单”：国内生产总值突破100万亿元人民币，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1.2万美元，

连续多年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 30%。从牢牢端稳“中国饭碗”到提供优质“中国制造”，从建成世界规模最大的网络基础设施到提前完成向国际社

会承诺的 2020 年碳减排目标……中国把自己的事情办好，对世界而言就是贡献。

续写发展奇迹 ةیمنتلاتازجعم قلخةلصاوم
 يف لثمتملاماعلا طیطختلا عفدىلع نیصلا تلمعو.نیصلا يف لكاشملا عیمج لحل يسیئرلا حاتفملا يھو،اھشاعنإو دالبلا مكحيفةیولوألاتاذ ةمھملايه ةیمنتلا نأب ينیصلا يعویشلا بزحلا نمؤی

 بزحلاایاضق تققحو،باجعإلل ةریثمو ةدیدج تازجعم قلخ نیصلاتلصاو ،دیدجلا رصعلا يفو.ةقسنم ةقیرطب يجیتارتسإلا "ةعبرألا لماوشلا" طیطختذیفنتو "ةجمدنملا ةسمخلا رصانعلا"

.ةیخیرات تاریغتاھیلعتأرطو ةیخیراتتازجنمةلودلاو

 لاشتنا متو ،ةیرشبلا خیرات يف ناكسلا نم ددع ربكأ ھنم دیفتسیو ،ةوقلاو مجحلا ثیح نم قوبسم ریغ رمأ وھو ،رقفلا دض ةكرعملا بسك يف ينیصلا بعشلا ينیصلا يعویشلا بزحلا داق ،يضاملا دقعلا يف

 ًافاشكتسانیصلاتأدبو.تاونس رشعب ددحملا دعوملا لبق2030 ماعل ةمادتسملا ةیمنتلل ةدحتملا ممألا ةطخ يف رقفلا نم دحلا فدھ قیقحتو ،رقفلا نثارب نم فیرلاب ءارقفلا نم نویلم100 نم برقی ام

.ةایحلا دیغر عمتجم ملح قيقحتو رقفلاىلع ءاضقلادعبديدجلا رصعلا يف اھبعش عیمجل كرتشملا ءاخرلا قیقحتلًادیدج

 ةركتبملاةیمنتلاىلع رباثیو ،بعشلايف ةروحمتملا ةیمنتلاةركفب كسمتي ثیح ،ةدوجلا ةیلاع ةیمنتلل دیدج ثیدحت قیرط قش يف ينیصلا بعشلا ينیصلا يعویشلا بزحلا داق ،يضاملا دقعلا يفو

.ةیئیبلاوةیعامتجالاو ةیحورلاو ةیسایسلاو ةیداملاتاراضحللةقسنملاةیمنتلايفثیدحتللةدیدجًاقافآحتفي امم ،ةكرتشملاو ةحوتفملاو ءارضخلاو ةقسنملاو

 بیصن زواجتو ،ناوی نویلیرت100يلامجإلا يلحملا جتانلا زواجت :ارھبم "تازاجنإ لجس" مدقو ،تایدحتلاو رطاخملا ىلع بلغتلا يف ينیصلا بعشلا ينیصلا يعویشلا بزحلا داق ،يضاملا دقعلا يفو

 ةمھاسم يھف ،دیج لكشب اھنوؤش نیصلا تیدأ اذإو .ةیلاتتم ةدیدع تاونسل يملاعلا يداصتقالا ومنلا طسوتم يف ٪30 نم رثكأبنیصلا تمھاسدقو،يكیرمأ رالودفلأ12 يلامجإلا يلحملا جتانلا نم درفلا

 ماعل نوبركلا تاثاعبنا ضفخ فادھأ لامكتسا ىلإ ملاعلا يف ةكبشلل ةیتحت ةینب ربكأ ءانب نمو ،ةدوجلا يلاع "نیصلا يف عنص"میدقت ىلإةیئاذغلا بوبحلا دادمإ ىلع ةیوقلا ةردقلاب اھعتمت نمو ،ملاعلل اھتاذب

 ... ددحملا دعوملا لبق يلودلا عمتجملل اھب تدعو يتلا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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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写发展奇迹

2012 年 11 月 8 日至 14 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大会根据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实际，确定了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的目标。11 月 15 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习近平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决定习近平为中央
军事委员会主席。图为刚刚当选的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与中外记者亲切见面时挥手致意。



续写发展奇迹

2012 年 11 月 29 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和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克强、张德江、俞正声、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
等来到国家博物馆，参观《复兴之路》展览。     



续写发展奇迹

2013 年 11 月 3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花垣县排碧乡十八洞村同村干部和村民座谈，首次提出“精准
扶贫”。中国各方力量全面动员起来，展开了一场波澜壮阔的脱贫攻坚战。



续写发展奇迹

2013 年 7 月 21 日至 23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湖北省调研全面深化改
革问题和当前经济运行情况。图为 7 月 21 日，习近平总书记冒雨来
到武汉新港阳逻集装箱港区考察。



续写发展奇迹

2018 年 9 月 25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黑龙江省七星农场了解粮食生产和收获情况。



续写发展奇迹

2016 年 4 月 26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近代物理系自旋磁共振实验室了解科研情况。



续写发展奇迹

2012 年至 2021 年底，中国铁路、公路增加里程约 110 万公里，相当于绕行地球赤道 27 圈半，高速铁路、高速公路对 20
万以上人口城市的覆盖率均超过 95%。图为高速公路穿越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丹寨县。该县是中国扶贫开发工作重
点县，有三条交通大动脉从这里穿过。

中国不断织密基建网络，加速推进交通等传统基础设施建设，同时在光伏发电、算力建设等新型基础设施

建设方面取得新突破，快速向基建强国迈进。



续写发展奇迹

2021 年 6 月 25 日，拉林铁路建成通车，西藏自治区首条电气化铁路建成，标志着复兴号列车实现对 31 个省区市全覆盖。拉林
铁路是西藏自治区境内连接拉萨市与林芝市的电气化铁路，全长 435 公里、设计时速 160 公里。图为行驶在拉林铁路上的复兴
号列车。

续写发展奇迹续写发展奇迹



续写发展奇迹

北京大兴国际机场于 2014 年 12 月开工建设，2019 年 9 月 25 日正式投运，工程耗时不到 5 年，远期可满足年旅客吞吐量 1 亿
人次以上的需求，成为国家发展新的动力源。图为北京大兴国际机场航站楼。



续写发展奇迹

2021 年底，中国发电总装机容量达到 23.8 亿千瓦，其中风电光伏并网装机合计 6.35 亿千瓦，是 2012 年的近 90 倍。图为福建
省南平市松溪县信义太阳能光伏发电站。



续写发展奇迹

位于四川省和云南省交界处的白鹤滩水电站，是当今世界在建规模最大、技术难度最高的水电工程。首批机组于 2021 年 6 月 28
日投产发电。电站机组全部投产后，预计年平均发电量 624.43 亿千瓦时，每年节约标准煤消耗约 1968 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
约 5200 万吨。



续写发展奇迹

“蓝鲸 1 号”超深水双钻塔半潜式钻井平台适用于全球深海作业，是目前世界上作业水深、钻井深度最大的半潜式钻井平台。图为
在南海神狐海域进行天然气水合物试采作业的“蓝鲸 1 号”钻探平台。



续写发展奇迹

南水北调中线一期工程从湖北、河南两省交界的丹江口水库取水，向河南、河北、北京和天津输水，全长 1432 公里，于 2014 年
12 月通水。截至 2022 年 7 月，南水北调中线一期工程累计调水突破 500 亿立方米，沿线共有 24 座大中城市 200 多个县市区
用上了南水，受益人口达到 8500 多万。图为南水北调中线穿黄工程。



续写发展奇迹

2022 年 2 月，中国启动“东数西算”工程，将东部发达地区的数据传输到西部算力资源丰富的地区进行运算、存储，解决东西部算力
供需失衡问题。宁夏回族自治区作为中国算力枢纽节点，积极推进算力建设，构建西部云基地。图为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市西部云基地
全景。



续写发展奇迹

图为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黑水县沙石多镇羊茸哈德
村新貌。该村以前位于平均海拔 2700 多米的高山上，近
几年当地政府修建 40 余户新居，帮助村民搬迁下山，全
村 200 余人住进新居并通过发展乡村旅游实现脱贫。

中国共产党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将巩固拓展

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2020 年底，现行标准下 9899 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832个贫困

县全部摘帽，12.8 万个贫困村全部出列。中国根本性解决了区域性整体贫困问题，完成消除绝对贫困的艰

巨任务。



续写发展奇迹

安徽省合肥市庐江县政府积极引导农民发展蛋鸭养殖，不仅提供技术服务，还帮助对接市
场资源，许多养殖户由此脱贫，走上致富之路。图为当地养殖户在放养鸭子。



续写发展奇迹

甘肃省张掖市高台县宣化镇政府引导农民开展集约化、规模化辣椒种植，辣椒已成为当地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的支柱产业。
图为当地农民在筛选辣椒。



续写发展奇迹

在驻村扶贫干部的帮助下，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龙藏乡龙藏村村民改进了农作物栽培技术，连年增产增收。图为
村民们在田间集体耕作。



续写发展奇迹

随着精准扶贫战略的深入推进，广西壮族自治区大化瑶族自治县七百弄片区近年来新建、改扩建并升级硬化村（屯）级道路 1370 条，
实现村村通水泥路，解决了 2.88 万户贫困户（约 11.25 万人）行路难问题。图为大化瑶族自治县七百弄乡山洼瑶寨修建的新路。



续写发展奇迹

2020 年 6 月 23 日，北斗三号最后一颗全球组网卫星在西昌卫星
发射中心发射成功，提前完成北斗全球卫星导航系统星座部署。北
斗全球卫星导航系统，是中国迄今为止规模最大、覆盖范围最广、
服务性能最高、与百姓生活关联最紧密的重大科技工程。

中国的科技事业发生了历史性、整体性、格局性重大变化，走出了一条从人才强、科技强，到产业强、
经济强、国家强的发展道路。全社会研发投入从 2012 年的 1.03 万亿元（约合 1490.41 亿美元）增长到
2021 年的 2.79 万亿元（约合 4037.13 亿美元）。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中
国从 2012 年的第 34 位上升到 2021 年的第 12 位。



续写发展奇迹

2021 年 6 月 11 日，中国国家航天局公布了由祝融号火星车拍摄的着陆点全景、火星地形地貌、“中国印迹”和“着巡合影”等
影像图，标志着中国首次火星探测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图为“着巡合影”影像图，图中左物为祝融号火星车，右物为着陆平台。



续写发展奇迹

右图为 500 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FAST）。FAST 被誉为“中
国天眼”，是具有中国自主知识产权，世界最大单口径、最灵敏
的射电望远镜。

2022 年 6 月 5 日，中国成功发射神舟十四号载人飞船，将航天员乘组顺利送
入太空。这是中国航天员第九次太空远征，也是中国空间站建造阶段的首次载
人飞行。此次任务中，三名航天员进入天和核心舱，开启为期 6 个月的在轨驻
留。左图为拼版照片，其中上图为神舟十四号载人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成功实
现自主快速交会对接后的画面。下图为航天员乘组在天和核心舱挥手致意。



续写发展奇迹

2020 年 12 月 4 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宣布成功构建 76 个光子的量子计算原型机“九章”，这一突破使中国成为全球第二个实现“量
子优越性”的国家。图为光量子干涉实物图。

图为中国国家并行计算机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研制的“神威·太湖之光”超级计算机。它使用的是拥有中国自主知识产权的芯片，其浮点运
算速度达到每秒 9.3 亿亿次。



续写发展奇迹

2022 年 5 月 4 日，中国 13 名珠峰科考队员成功登顶珠穆朗玛峰，这是中国珠峰科考首次突破 8000 米以上海拔高度，在青藏
高原科学考察研究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图为科考队员在珠峰成功架设世界海拔最高自动气象站。



续写发展奇迹

中国中医科学院首席科学家屠呦呦及其团队从中医古籍中得到启迪，发现青蒿素并研制以青蒿素为核心的抗疟药物，有效降低了疟疾
患者的死亡率，在全球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挽救了数百万人的生命。左图为屠呦呦在 2015 年诺贝尔奖颁奖仪式后展示奖章。

下拼图为青蒿和抗疟疾成药。



续写发展奇迹

2020 年 11 月 28 日，创造了 10909 米中国载人深潜新纪录的“奋斗者”号，完成第二阶段海试，胜利返航。 2021 年 1 月 30 日，中国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三代核电技术——全球第一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福建福清核电 5 号机组完成满功
率连续运行考核，投入商业运行。图为核电机组外景。



续写发展奇迹

2022 年 5 月 14 日，中国商飞公司即将交付首家用户的第一架 C919 大飞机首次飞行试验圆满完成。C919 大型客机作为中国首款按照
最新国际适航标准自主研制的单通道大型干线客机，是中国民用航空工业发展的重要里程碑。

中国制造业不断转型升级，正加速向智能化方向发展。图为重庆市一家新能源汽车工厂里的智能化焊接机器人正在作业。



续写发展奇迹

2015 年 4 月 21 日，中国（福建）自由贸易试验区正式挂牌成立。图为该自贸试验
区厦门片区东渡港区。

2018 年 10 月 16 日，中国 ( 海南 ) 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正式发布。图为该自贸
试验区内的三亚国际免税城。

2013 年 9 月 29 日，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正式挂牌成立，这是中国第一个
自贸试验区。图为该自贸试验区陆家嘴金融区夜景。

中国的全方位高水平开放型经济加快形成，已先后设立 21个自贸试验区，形成了改革开放创新格局。

经济实力跃上新台阶，经济总量由 2012 年的 53.9 万亿元（约合 7.80 万亿美元）上升到 2021 年的

114.4 万亿元（约合 16.57 万亿美元），占世界经济比重从 11.3%上升到超过 18%，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从 6300 美元上升到超过 1.2 万美元。



续写发展奇迹

目前，中国已在深圳、苏州、雄安新区、成都、上海等地开展数字人民币试点，为企业和居民提供更为便捷的服务。图为消费者在重庆市
一家百货商场使用数字人民币支付。

2021 年 9 月 3 日，中国设立北京证券交易所，标志着以服务中小企业为己任的新三板站上改革新起点，中国资本市场改革发展又迈出关
键一步。图为北京证券交易所外景。



续写发展奇迹

通过推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战略，近年
来沿黄各地对流域内的黄河水进行同步治理，黄河水
质呈现稳中向好局面。图为山西省永和县阁底乡境内
的黄河乾坤湾。

2012 至 2021 年，中国区域协调发展指数持续上升。东部地区率先发展，西部大开发、东北振兴、促进中

部地区崛起等区域发展战略相继实施，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长三角区域一

体化发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区域发展重大战略高质量推进，主体功能区战略和制度逐步完善，

形成了国土空间布局更加优化，东西南北中纵横联动，主体功能明显、优势互补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格局 。



续写发展奇迹

长江经济带覆盖沿江 11 个省市，有力推动了陆海联动、东西互济，成为畅通中国国内大循环和国内国际双循环的主动脉。图为船舶在长
江三峡五级船闸上游引航道有序行驶。

2017 年，中国设立雄安新区，这是调整优化京津冀城市布局和空间结构、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大战略举措。图为河北省雄安新区京
雄城际铁路雄安站。



续写发展奇迹

麦积山石窟位于甘肃省天水市，因其形似麦垛而得名，是“中国四大
石窟”之一，也是世界文化遗产“丝绸之路：长安 - 天山廊道路网”
的遗产点之一，被称为“东方雕塑陈列馆”。左图为麦积山石窟外景。

2021 年 7 月 25 日，在第 44 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 成
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中国第 56 个世界遗产。上图为福建省泉州市开元寺东西塔。

中国将文物事业改革发展纳入全面深化

改革战略部署，文物工作取得重大成就。文

物保护资金十年累计投入 1000 多亿元。先

后完成两次中国文物普查，实施了石窟寺、

长城、大运河、丝绸之路、布达拉宫等万余

项重点文物保护工程，推进了 8800 多项考

古发掘项目，世界遗产总数达到 56 项。

2019 年 7 月 6 日，良渚古城遗址获准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良渚文化是环中国钱塘江分布的
以黑陶和磨光玉器为代表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为中华 5000 多年文明史提供了有力实证。上
图为良渚文化遗址出土的（上排左起）黑陶器、玉琮、木屐、（下排左起）漆器、陶片和玉璧。



续写发展奇迹

图为一位文物修复师在北京故宫文物医院修复室为故宫藏品进行清洁保养。2018 年 6 月 9 日恰逢中国“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北京故宫
文物医院首次开放，迎来第一批观众。

南宋古沉船“南海一号”是迄今为止中国境内发现的年代最早、船体最大、保存最完整的沉船，是“海上丝绸之路”主航道上的珍贵文化遗存。
图为考古工作者对“南海一号”上提取的瓷器进行登记。



续写发展奇迹

山西省朔州市右玉县人民持续植树造林，使右玉林木绿化率从不到 0.3% 提高到现在的 57%，创造了将“不
毛之地”变成“塞上绿洲”的生态奇迹。上图为治理前山西省右玉县随处可见的荒凉沙地（资料照片）。
下图为 2021 年 7 月 13 日拍摄的山西省右玉县右卫镇景色。

中国生态环境保护发生历史性、转折

性、全局性变化。“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成为全社会共识，环境治理成效之好前所

未有，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显著上升，

生物多样性保护取得明显成效。



续写发展奇迹

近年来，部分珍稀濒危物种种群在中国逐步恢复，其中大熊猫野外种群数量已达 1800 多只，受威胁程度由“濒危”降为“易危”。图为
四川省绵阳市大熊猫国家公园的野生大熊猫。

在多年的保护下，朱鹮受威胁等级从“极危”降为“濒危”。图为陕西省洋县龙亭镇梁河村密林里的一只朱鹮给幼鸟喂食。



续写发展奇迹

近几年，中国设立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林、武夷山等国家公园，保护面积达 23 万平方公里，涵盖近 30％的陆域国家
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种类。图为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内的野生东北虎。

2021 年 1 月 1 日零时起，长江流域重点水域开始实行“十年禁渔”，该政策全面推行仅半年后，江豚等一些多年不见的珍稀鱼类在长江、
汉江湖北段再次出现。图为长江江豚在水中嬉戏。



续写发展奇迹

2020 年 3 月，云南西双版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 17 头亚洲象集体北迁。在历时十几个月的迁徙中，象群所到之处，人们悄然避让。
2021 年 8 月 8 日，象群平安回归栖息地。图为迁徙中酣睡的野象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