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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 90年与中国国际地位的四次飞跃
赵金飞

(嘉兴学院 思想政治理论教学科研部, 浙江嘉兴 314001)

摘 要: 90 年来, 抗日战争时期、新中国成立初期、超级大国冷战中期、改革开放时期, 中国的国际

地位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从落后到提高、从次要到主要四次飞跃, 中国共产党为中国国际地位的四

次飞跃作出了不可磨灭的伟大历史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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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ese Communist Party s Great Contribution to the Four Leaps of China s International Reputation

ZH AO Jin- fei

( Depar tment of Po litical T heo ry Teaching and Research, Jiax ing U niversit y, Jiax ing , Zhejiang 314001)

Abstract: Chinese international r eputation and its global st atus has r espectively gr ow n wit h four leaps,

namely g rowing out of no thing , being weak to str ong, fr om backwardness to elev ation and fr om secondary to

pr imary side in the internat ional communities, all in the 90 year s o f a Chinese histor y of the Anti- Japanese

War , the founding of new China, the per iod of Cold War betw een the two super pow er s and t he intr oduction o f

reform and opening policy. Therefo re,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 CPC) has made g reat contr ibution to the

four leaps in Chinese international r eputation and its global status.

Key words: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nternational status; leap; contr ibut ion

90年前, 中国共产党在浙江嘉兴南湖的一条游船上庄严诞生。从此, 中国共产党引领中国革命

的航船, 劈波斩浪, 开天辟地, 战胜各种艰难险阻, 不断取得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胜利。在过去

的 90年里, 中国的国际地位有了四次飞跃, 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从落后到提高、从次

要到主要的过程。而中国共产党则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前赴后继、艰苦奋斗、开拓前进, 为中国国

际地位的提升作出了不可磨灭的伟大历史贡献。

一、中国国际地位的第一次飞跃 抗日战争时期

从 1840年鸦片战争到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 在这百余年的历史中, 中国一直是列强手中任意摆

布的玩偶和任其宰割的猎物, 在国际上毫无地位可言, 被认为是 一盘散沙 , 中国人被诬蔑为 东

31

第 23卷第 4期 2011 年 7 月
Vo l. 23 No. 4 2011. 7

嘉兴学院学报
J ournal of J iax ing Univ er sity



亚病夫 。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是中国人民 100 多年来第一次取得反对帝国主义斗争的全面胜利,

不仅粉碎了日本法西斯灭亡中国的梦想, 而且使中国的大国地位得到确立, 中国的国际地位也有了第

一次飞跃。

(一) 主要表现

1 同盟国与中国结盟并支持中国抗战, 标志着中国军事地位的提高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 中国战场的重要战略地位引起美英等国的高度重视。1942 年 1月, 中国与

美、英、苏等 26个国家签署 联合国家宣言 , 结成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美国和英国政府分别向

中国政府提供 5亿美元和 50万英镑财政贷款, 作为抗战及稳定货币之用; 同盟国正式确定成立中国

战区, 国民政府派出远征军, 与盟军协同在中印缅战区对日作战。美英对中国政府物质上的援助和中

国战区的成立, 是中国国际地位提高的象征。

2 参与联合国的创建, 标志着中国国际政治地位的提高

1943年 8月, 在有中国代表参加的魁北克会议上, 通过了 四强宣言 草案, 该草案正式确立

了中国为四大强国之一; 同年 10月, 美、英、苏三国外长在莫斯科召开会议, 在美国的支持下, 中

国作为四强之一签署了 四国关于普遍安全的宣言 , 宣布要建立一种世界普遍安全的制度, 并成立

一个国际组织进行监督, 这无疑确定了中国在战后所成立的联合国组织中的特殊地位, 也是中国国际

地位大幅提高的一个新起点。1945年 4月 25日, 反法西斯各国应美、英、苏、中四国之邀, 在美国

旧金山开会, 共商建立 联合国家组织会议 。中国与美、英、苏三国代表一起被邀请轮流担任大会

主席, 汉语被列为大会官方语言之一。旧金山会议制定了 联合国宪章 , 该宪章明文规定美、英、

苏、中、法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 中国的国际地位通过国际组织的根本大法进一步确定下来。

3 不平等条约基本被废除, 使中国在国际上获得法理上的平等

鸦片战争以来, 帝国主义列强强迫清政府签订了 1 000个左右的不平等条约, 给中华民族带来了

无尽的灾难和耻辱, 使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抗战期间, 中国成为美英在亚洲的主要

盟国以后, 美英等国同意废除其百余年来在中国享有的不平等条约。1943年 1月 11日, 中美、中英

分别在华盛顿和重庆签订 中美新约 和 中英新约 , 宣布取消美、英两国在中国的治外法权及其

他有关特权。在美英的影响下, 其他在华享有特权的同盟国也相继与中国签订新约, 宣布放弃在华特

权。至于日本近百年来强加给中国人民的不平等条约, 随着抗日战争的胜利而全部无条件被废除。中

美、中英及中国与其他西方国家平等新约的签订是战时中国国际地位提高的结果, 标志着在法理上结

束了西方列强在中国享有的百年特权, 使中国成为国际社会中的平等一员。

(二) 中国共产党的主要贡献

抗日战争时期, 中国共产党虽然不是执政党, 但它始终是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 为提升中国的国

际地位作出了重大贡献。

1 为中国成为反法西斯阵营四强之一做出了重要贡献

中国共产党高举民族解放战争的旗帜, 积极推动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建立, 展现中国是爱好

世界和平和维护人类正义的伟大力量, 为使中国成为反法西斯阵营的四强之一而作出了重要贡献。

中国共产党是最早阐明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主张的政党 。
[ 1] 24
抗战爆发后, 中国共产党立即建议

国民政府实行抗日外交政策, 在不丧失领土主权的范围内, 和一切反对日本侵略主义的国家订立反

侵略的同盟及抗日的军事互助协定 , 鲜明地提出 拥护国际和平阵线, 反对德日意侵略阵线 。[ 2]

中国共产党力主实行抗日外交, 积极促进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建立, 是对国民政府走向抗日,

最终融入世界反法西斯阵营的有力推动。
[ 1] 24

2 为中国国际地位提高创造了根本前提

中国共产党极力倡导建立国内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凝聚东方战场的民族伟力, 为中国国际地位

的提高创造了根本前提。 中国共产党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起到主导性作用 。
[ 1] 26

九一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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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变后, 中国共产党就率先举起了抗日救国大旗, 提出愿意在立即停止进攻苏区、保证民众民主权利

和武装民众等条件下, 与全国军队共同抗日。华北事变后, 中共明确提出要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1936年以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为契机, 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初步形成。抗战全面爆发后, 中共

立即通电全国, 呼吁 国共两党亲密合作抵抗日寇的新进攻 。[ 3] 2随即发表国共合作、共赴国难宣言,

指出: 在民族生命危急万状的现在, 只有我们民族内部团结, 才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 [ 3] 4与

此同时, 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 开赴抗日前线。中共这一系列重大举措加快了国共两党合

作的进程, 从而造成了全民抗战的新形势。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作为特定历史条件下中华民族凝聚力

量的最好载体, 有力地支撑起中国作为抗日大国的地位。[ 1 ] 27

3 为中国获得国际平等地位进行了不懈斗争

中国共产党大力支持国民政府废除不平等条约, 支持并派代表参与联合国的创建, 为中国获得真

正平等的大国地位作出了积极努力。抗日战争时期, 中国共产党对国民政府废除不平等条约予以积极

支持。与此同时, 还领导中国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解放而进行了长期斗争, 为废除不平等条约作出了

重要贡献。早在 1922年 6月, 中共发表的对于时局的主张中, 明确提出改正协定税制, 取消列强在

华各种治外法权, 清偿铁路债款, 完全收回管理等要求。 中国共产党是中华民族解放的急先锋, 它

是推翻了帝国主义在华统治、废除不平等条约的首倡者, 是这一主张始终不渝地坚持者。[ 4] 1945年 4

月 25日, 联合国代表大会在美国旧金山举行。中共积极支持联合国的创建, 并且力争派遣自己的代

表 董必武同志作为 10位中国代表之一参加旧金山会议。同年 6月 26日, 董必武与其他中国代表

分别在联合国宪章上庄重地签上自己的名字。这一历史画面向全世界昭示中国作为联合国创始国的尊

严, 展现了中国团结统一的大国形象, 也记载着中共对创建联合国的历史性贡献。

二、中国国际地位的第二次飞跃 新中国成立初期

1949年 10月 1日新中国成立到 1956年年底, 我国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

义改造基本完成, 标志着中国历史上长达数千年的阶级剥削制度的结束, 实现了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

主义的转变, 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我国初步确立, 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中华民

族的发展从此开启了历史新纪元。与此同时, 中国的国际地位也发生了第二次飞跃。

(一) 主要表现

1 新中国的诞生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确立, 结束了中华民族备受列强侵略欺凌的历史

1949年 10月 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是中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事件也是二十世纪世界最伟

大的事件之一。 [ 5]新中国成立, 中国从此走上了独立、民主、统一的道路, 继而使所有新老强国再也

不敢轻蔑待之。 一个长期受帝国主义掠夺和奴役的国家, 变成一个享有主权的独立的国家; 一个四

分五裂的国家, 变成一个除了台湾等岛屿外实现统一的国家; 一个人民备受欺凌压迫的国家, 变成一

个人民当家作主、享有民主权利的国家; 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 变成一个开始走向经济繁荣、全

面进步的国家; 一个在世界上被人们看不起的国家, 变成一个受到国际社会普遍尊重和重视的国

家。[ 6] 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中国的确立, 使占世界人口 1/ 4的东方大国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 这是世

界社会主义运动史上又一个历史性的伟大胜利。它进一步改变了世界政治经济格局, 增强了社会主义

的力量, 对维护世界和平产生了积极影响。

2 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 使中国的国际威望空前提高

1950年开始的朝鲜半岛战争, 是新中国第一次在国际舞台上扮演独立而又独特的角色。1953年

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 使中国的国际威望空前提高。美国著名学者费正清说: 中国的民族自尊心和

国际威信由于在朝鲜与世界上最大的强国打得相持不下而大为提高。 这一次中国国际地位提高的标

志就是 1954年的日内瓦会议, 从此新中国进入了世界五强之一。在外交上, 中国用能力、决心和意

志, 毫不示弱地向美国宣告了一个强劲对手的存在; 在军事战略上, 美国对中国产生敬畏, 发誓再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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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与中国发生地面军事对抗。以此为标志, 藐视中国自卫能力、无视中国民族意志的历史终于走向

结束。

(二) 中国共产党的主要贡献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为提升中国国际地位作出了伟大贡献。

1 通过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确立为当代中国的发展奠定了制度基础

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完成了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任务, 消灭了剥削制度和剥削

阶级, 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 为当代中国的发展奠定了制度基础。新中国成立之后, 中国共产党

成为执政党, 担负起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建设新政权的重任, 实行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完成三大改

造, 把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变成了社会主义新中国, 为发展社会生产力开辟了广阔的道路, 使中

华大地逐步展现出国家富强、民族团结、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文化昌盛的崭新面貌。

2 通过抗美援朝的伟大胜利而极大地提高了新中国的国际地位

1950年 10月至 1953年 7月历经 3年的抗美援朝战争, 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紧密团结,

在朝鲜战场上打败了以美国为首的 16 个国家组成的联合国军队, 取得了抗美援朝战争的伟大胜利。

这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进行反侵略战争取得的第一次伟大胜利。这一胜利, 标志

中国在国际上树立起了强国的形象, 结束了中国在国际交往中签订不平等条约的屈辱历史, 为恢复中

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奠定了基础。

3 通过实施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而日益提高新中国的国际地位

中国共产党在新中国成立时就制定了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 坚持睦邻友好, 维护国家的主权

和领土完整, 促进世界的进步与和平, 使中国的国际地位日益提高。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

导集体, 从当时两个阵营严重对峙的实际情况出发, 作出了 另起炉灶 、 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 和

一边倒 的重大外交政策, 彻底清除了帝国主义在华特权和势力, 同社会主义国家和其他友好国家

建立了外交关系。中国同苏联缔结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 1954年, 中国同印度和缅甸共同倡导和

平共处五项原则, 更是在世界上产生了深远影响, 使中国的国际地位日益提高。

三、中国国际地位的第三次飞跃 超级大国冷战中期

20世纪 50年代, 中国处于冷战的夹缝中, 新中国不得不与苏联结盟, 这种 一边倒 , 使西方

国家把中国看成莫斯科的 小伙伴 。20世纪 60年代, 世界形势仍处于 冷战共处 状态。以毛泽

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 根据当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实行孤立、封锁和禁运, 中

苏关系恶化以及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 将我国外交政策重心由 一边倒 调整为同

时反对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到处侵略扩张、肆意干涉别国内政的霸权主义政策。中国利用美苏之间的战

略对峙, 使自己摆脱了被两强夹击的艰难处境, 进而与美英两国形成战略鼎立之势, 使中国的国际地

位有了第三次飞跃。

(一) 主要表现

1 在既对抗 苏修 又反对美帝的国际斗争中, 逐步树立起中国独立的国际形象并成为 世界

五大力量中心 之一

苏美两个超级大国到处侵略和扩张, 必然引起反抗和革命。亚非拉地区的革命风起云涌, 一浪高

过一浪, 形成反对两个超级大国的主力军; 同时, 帝国主义阵营的许多国家, 也不满超级大国的欺压

和控制, 不再听从他们的指挥, 有的甚至公开分庭抗礼, 也形成了第二世界的一股势力。在 60年代

末 70年代初, 中国就是在依靠革命力量和间接势力的基础上, 在同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斗争中异军

突起, 成为独立于美苏之外的一支重要力量, 在国际上形成了中、美、苏三角的国际政治斗争的新格

局。1969年的中苏珍宝岛之战, 是中国进一步改变国际环境和世界格局的里程碑。珍宝岛之战以中

国的胜利而告终, 再次证明了中国遇强不弱的民族特质。从此之后, 苏联也对中国产生忌惮之心。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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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为重要的是, 这场小小冲突改变了世界大格局, 中国的巨星, 改变了 20世纪后半叶的世界政治的

潮流。毛主席的卓越的世界外交战略, 把中国的地位提高到了美苏中三国时代的一角。
[ 7]

2 打破了美苏核垄断, 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三大核力量

1964年 10月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1966年 10月, 中国第一枚导弹发射成功; 1967年 6

月, 中国首次全当量氢弹爆炸试验圆满成功, 使中国成为世界上第四个掌握氢弹制造技术的国家;

1970年 4月, 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 东方红一号 发射成功, 在重量和一些技术上超过美国和

苏联的第一颗卫星, 等等。中国成功研制 两弹一星 , 有力地打破了超级大国的核垄断和核讹诈,

极大地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

3 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得到恢复, 进而走上了更广阔的国际舞台

1971年 10月 25日, 联合国第二十六届大会恢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

并就立即把国民党集团的代表从联合国及其所属一切机构中驱逐出去的 2758号决议进行表决, 结果

以 76票赞成、35票反对、17票弃权的压倒多数通过。中国在联合国和安理会的合法席位的恢复, 是

超级大国敌视、孤立和封锁新中国政策的破产, 是我国外交战线上取得的一个重大胜利。从此以后,

打破了超级大国操纵和垄断联合国的局面, 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自通过恢复

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决议之日起到 1972年底短短 1年多时间, 就有 29个国家与中国

建交、复交或将代办级外交关系升格为大使级外交关系, 形成了一个建交高潮。

(二) 中国共产党的主要贡献

1 领导各族人民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奠定了物质基础

中国共产党领导各族人民进行了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 初步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

和国民经济体系, 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奠定了物质基础, 使古老的中国以崭新的姿态屹立在世界东

方。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 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开始转入全面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

虽然我们党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过程中犯过包括 文化大革命 这样严重的错误, 遭受了重大挫

折, 但从总体上看, 我国在经济和国防等建设上取得的成就仍然是巨大的。毛泽东领导狠抓了两大环

节: 一个是三线建设, 投入 2 000亿资金, 开展以军事工业为主的战略大后方建设; 另一个是国防科

技尖端技术, 集中表现在我国自力更生成功研制 两弹一星 , 国防科技尖端技术在多方面有重大突

破。没有 两弹一星 , 就不会有中国真正的大国地位。

2 适时调整外交战略, 使中国与西方国家关系有了根本改善

中国共产党审时度势调整外交战略, 毛泽东亲手打开中美关系大门, 使整个西方世界与中国的关

系有了根本改善。20世纪 70年代, 美苏争霸出现了苏攻美守的态势。苏联加强在中苏边境地区和蒙

古的军事部署, 并企图从北、南、西三面包围中国。美国实行战略收缩, 急于从越南脱身, 谋求打开

对华关系。毛泽东审时度势, 导演了乒乓外交, 小球转动大球, 果断地决定打开中美关系的大门, 提

出了 一条线 的外交战略, 这对缓和我国面临的紧张局势, 改善与西方国家的关系发挥了重要作

用, 也为后来对外开放创造了前提条件。

四、中国国际地位的第四次飞跃 改革开发之后

改革开放以来, 特别是进入新世纪 10余年来, 中国的综合国力大幅度提升, 人民生活明显改善,

国际地位发生了第四次飞跃, 已经名副其实成为世界经济大国和举足轻重的世界政治大国, 从根本上

彻底洗刷了国家耻辱, 恢复了民族自信, 树立起负责任大国形象, 增强了对世界事务的影响力, 昂首

从世界舞台的边缘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心。

(一) 主要表现

1 中国已成为世界政治大国, 在世界格局中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

经过新中国成立 62年特别是改革开放 33年来的发展, 中国的世界政治大国地位不断增加新的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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涵, 并得到进一步加强。中国是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 在联合国中正确地利用自己的影响和

否决权, 努力使联合国摆脱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控制, 为世界和平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中国是一

个负责任的世界大国, 在联合国事务、国际经济金融改革、联合国维和、反恐、气候变化、能源安

全、国际援助、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反海盗等方面的行动和表现, 受到世界范围的肯定和认

可。中国也是一个拥有广大朋友的世界大国, 60多年来, 我国同世界各国的友好合作全面推进, 我

国与各大国的关系不断向前发展, 与周边国家经贸联系日益紧密, 同发展中国家的友好合作不断取得

重大进展。目前, 我国的建交国已由新中国成立初期的 18个增加到现在的 171 个, 形成了 我们的

朋友遍天下 的可喜局面。

2 中国已经是世界经济大国, 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作用越来越大

1952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只有 679亿元, 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所占的比重微不足道, 到 1978

年也只占到 1 8% , 而 2010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达到 397 983亿元, 按平均汇率折算达到 58 791亿

美元, 超过日本, 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我国进出口贸易总额由 1950年的 11 3亿美

元增加到 2010年的 29 728亿美元, 增长 2 630倍; 2010年进出口贸易总额居世界位次由 1978年的

第 29位跃升到第 2位。2010年末, 我国外汇储备已达到 28 473亿美元, 连续 5 年稳居世界第一位。

随着中国综合经济实力显著增强, 中国对世界经济的贡献也越来越大。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 新中国

六十年系列报告 , 我国经济对世界经济的贡献率由 1978年的 2 3% , 2008 年则超过 20% , 位居世

界第一。 只要中国打一喷嚏, 各国经济就要感冒 , 似乎可以用这一句话来形容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

地位。

3 中国的文化影响力显著增强, 中国模式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认可

一个国家对世界的影响力, 也同时表现在文化的影响力上。根据中国科学院 中国现代化报告

2009 文化现代化研究 , 2005 年中国的文化影响力指数在全世界排名第七, 居于美、德、英、

法、意、西之后, 已达到世界强国水平。人们看到, 随着国家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 汉学热 汉语

热 在全球兴起, 中国模式 北京共识 的提法在世界流行, 特别是中国在国际金融危机中的突出

表现, 使 中国模式 再次受到热议。2008 年以来, 我们战胜四川汶川特大地震, 成功举办北京奥

运会、残奥会并迎来上海世博会开幕, 积极有效地应对国际金融危机, 向世界展示了中华民族万众一

心、自强不息的英勇气概, 展示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强大动员力、组织力、凝聚

力、生命力, 展示了中国与各国携手并进、共克时艰的精神风貌, 赢得国际社会的广泛赞誉。

(二) 中国共产党所作的主要贡献

1 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

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开创了在改革开放中实现繁荣富强、人民共同富裕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道路, 在实现现代化进程中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1978年,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

了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从此, 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开始了新的伟大革命。经过

30多年的改革开放, 中国取得了举世属目的伟大成就, 综合国力大幅跃升, 国际地位显著提高; 中

国人民大踏步地赶上了时代前进潮流, 走上了奔向富裕安康的广阔道路。中国大大加快了社会主义现

代化进程, 缩短了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 仅用 30年的时间走完了别的国家几个世纪才能走完的路。

2 形成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

中国共产党人在总结我国经验和研究国际形势的基础上,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 形

成了包括邓小平理论、 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十一届三中全会以

来, 中国共产党解放思想, 实事求是, 与时俱进, 坚持以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为指导, 立足于我国

国情, 通过改革开放, 不断探索和完善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大政方针、政策举

措, 不断探索和发展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党的建设的有效途径

和方法, 不断取得新的理论成果, 创立了邓小平理论、 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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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思想, 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 从而不断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

局面。

3 积极应对国内外复杂局势, 在国际事务中展现出负责任的大国形象

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沉着应对国际国内复杂局势, 战胜风险, 顶住压力, 使社会主义中国展

现出勃勃生机和活力。20世纪 80年代末以来, 东欧剧变、苏联解体, 世界社会主义出现严重挫折;

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在曲折中发展。科学技术发展日新月异, 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在复杂的

国际局势下, 中国共产党审时度势, 抓住机遇, 应对挑战, 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 坚持互利

共赢的开放战略, 积极参与多边事务, 开展多边外交, 发挥建设性作用, 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

合理的方向发展, 展现了中国负责任的大国形象。特别是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 中国果断实

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 形成了进一步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一揽子计划。同

时, 中国积极同国际社会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协调, 推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 维护多边贸易体制稳定。

这些措施对缓解经济运行中的突出矛盾、增强信心、稳定预期, 发挥了重要作用, 为推动恢复世界经

济增长做出了应有贡献。

五、结语

90年来, 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 领导中国人民不懈奋斗, 在革

命、建设、改革的伟大实践中谱写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顽强奋进的壮丽史诗。90年的艰苦奋斗,

90年的沧桑巨变, 中国已经从世界的边缘快速走近世界的中心。90 年的实践充分证明, 没有共产党

就没有新中国,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没有共产党就没中国今天这么高的国际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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