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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5日-19日 九届全国
人大一次会议举行。 会议选举
江泽民为国家主席、 国家中央
军委主席， 李鹏为全国人大常
委会委员长， 决定朱镕基为国
务院总理。

6月9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
发出《关于切实做好国有企业
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和再就
业工作的通知》。

6月26日 九届全国人大常
委会第三次会议通过《中华人
民共和国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
法》。

6月中旬-9月上旬 我国南
方特别是长江流域及北方的嫩
江、 松花江流域出现历史上罕
见的特大洪灾。 全党全军全国
人民团结奋战， 取得了抗洪抢
险斗争的全面胜利。9月28日，
江泽民在全国抗洪抢险总结表
彰大会上阐述了抗洪精神。

7月 中共中央作出决定，
军队、武警部队、政法机关一律
不再从事经商活动。

8月28日 江泽民在第九次
驻外使节会议上讲话指出，经
济全球化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客
观趋势， 对我国的发展有利也
有弊。不能看到有风险、有不利
因素，就因噎废食，不敢参与进
去， 同时又要对风险保持清醒
认识，坚持独立自主，加强防范
工作，增强抵御和化解能力。

10月14日 中共十五届三
中全会通过《关于农业和农村
工作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
出到2010年建设有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奋斗目标。

11月21日 中共中央印发
《关于在县级以上党政领导班
子、领导干部中深入开展以“讲
学习、讲政治、讲正气”为主要
内容的党性党风教育的意见》。
“三讲”教育到2000年年底基本
结束。

12月7日 江泽民在中央经
济工作会议上讲话， 提出扩大
国内需求， 把经济发展建立在
主要依靠国内市场的基础上。

12月14日 国务院作出
《关于建立城镇职工基本医疗
保险制度的决定》。

一九九九年
6月13日 中共中央、 国务

院作出《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
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提
出，全面推进素质教育，培养适
应21世纪现代化建设需要的社
会主义新人。15日，江泽民在第
三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讲话
指出， 教育必须以提高国民素
质为根本宗旨。

6月17日 江泽民在西安主
持召开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座
谈会时讲话指出， 实施西部大
开发， 是一项振兴中华的宏伟
战略任务。2000年10月26日，
国务院发出《关于实施西部大
开发若干政策措施的通知》。

8月20日 中共中央、 国务
院作出《关于加强技术创新，发
展高科技， 实现产业化的决
定》。23日， 江泽民在全国技术
创新大会上讲话指出， 必须把
以科技创新为先导促进生产力
发展的质的飞跃， 摆在经济建
设的首要地位。

8月24日 中共中央转发
《关于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军队思想政
治建设若干问题的决定》，并发
出通知指出， 重视思想政治建
设是我们党和军队的特有优
势。党绝对领导下的人民军队，
必须把思想政治建设摆在军队
各项建设的首位， 充分发挥政
治工作生命线的作用。

9月22日 中共十五届四中
全会通过《关于国有企业改革
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指出， 要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
济布局， 推进国有企业战略性
改组， 建立和完善现代企业制
度，加强和改善企业管理，提高
国有经济的控制力， 使国有经
济在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
行业和关键领域占支配地位。

同日 江泽民在庆祝中国
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50周年
大会上讲话指出， 人民政协50
年不平凡的发展历程， 可以归
结为两大主题：团结和民主。这
两大主题应该继续贯穿于人民
政协的全部工作中。

10月1日 首都各界庆祝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大
会、阅兵仪式和群众游行举行。
江泽民检阅受阅部队并发表讲
话。

10月8日 中央军委颁布
《中国人民解放军联勤条例》。
2000年1月1日， 全军按区域保
障与建制保障相结合、通用保障
与专用保障相结合，以军区为基
础的联勤新体制正式启动。

12月19日午夜-20日凌晨
中葡两国政府澳门政权交接仪
式在澳门举行， 宣告中国政府
对澳门恢复行使主权， 中华人
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成
立。交接仪式后，举行中华人民
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成立暨
特区政府宣誓就职仪式。 中国
人民解放军驻澳部队于20日零
时开始履行澳门防务职责。

二○○○年
2月25日 江泽民在广东考

察工作听取省委工作汇报时明
确提出“三个代表”要求。指出，
我们党所以赢得人民的拥护，
是因为我们党在革命、建设、改
革的各个历史时期， 总是代表
着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
求， 代表着中国先进文化的前
进方向，代表着中国最广大人民
的根本利益，并通过制定正确的
路线方针政策，为实现国家和人
民的根本利益而不懈奋斗。5月
14日， 江泽民在上海主持召开
江苏、浙江、上海党建工作座谈
会时进一步指出，始终做到“三
个代表”，是我们党的立党之本、
执政之基、力量之源。

3月2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
发出《关于进行农村税费改革
试点工作的通知》，要求通过试
点， 探索建立规范的农村税费
制度和从根本上减轻农民负担
的有效办法。 农村税费改革是
继实行家庭承包经营以来的又
一重大改革。

3月15日 九届全国人大三
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
立法法》。2015年3月15日，十
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通过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修改
〈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的决
定》。

6月13日 中共中央、 国务
院印发《关于促进小城镇健康
发展的若干意见》。

10月11日 中共十五届五
中全会通过《关于制定国民经
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
的建议》。2001年3月15日，九
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批准《中
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
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纲要》。

同日 江泽民在中共十五
届五中全会上讲话指出， 实行
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 推动
两个根本性转变， 保持国民经
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这就是
新世纪之初我国经济发展的大
思路。

同日 江泽民在中共十五
届五中全会闭幕后的讲话中结
合新疆的历史和现实， 全面阐
述打击民族分裂势力、 宗教极
端势力、恐怖势力，维护新疆稳
定的各项工作。强调，保持民族
地区、边疆地区稳定和发展，是
一个很大的政治、 很重要的大
局， 对国家长治久安和社会政
治稳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1月8日 贵州省洪家渡水
电站、引子渡水电站、乌江渡水
电站扩机工程同时开工建设，
我国西电东送工程全面启动。

二○○一年
1月10日 江泽民在全国宣

传部长会议上讲话指出， 要在
全社会大力宣传和弘扬为实现
社会主义现代化而不懈奋斗的
精神， 强调要把依法治国和以
德治国紧密结合起来。

2月9日 国务院作出《关于
2000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
的决定》。自2000年起设立国家
最高科学技术奖。

2月27日 博鳌亚洲论坛成
立大会在海南博鳌举行。2002
年4月12日至13日， 博鳌亚洲
论坛首届年会举行。

5月24日-25日 中央扶贫
开发工作会议举行。会议指出，
党中央、 国务院确定的在20世
纪末基本解决农村贫困人口温
饱问题的战略目标已基本实
现。 会议明确了今后十年扶贫
开发工作的大政方针和主要任
务。6月13日，国务院印发《中国
农 村 扶 贫 开 发 纲 要
（2001-2010年）》。

6月15日 中国、俄罗斯、哈
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
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6国元首
共同签署《上海合作组织成立宣
言》，在中国、俄罗斯、哈萨克斯
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5
国元首会晤机制基础上正式建
立上海合作组织，并将我国提出
的以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
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为基
本内容的“上海精神”写入成立
宣言。2004年1月， 上海合作组
织秘书处在北京成立。

6月29日 青藏铁路开工典
礼在青海格尔木和西藏拉萨同
时举行。2006年7月1日， 青藏
铁路全线建成通车。

7月1日 江泽民在庆祝中
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大会上发

表讲话， 总结了党80年来的奋
斗业绩和基本经验，阐述了“三
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出，“三个
代表”要求，是我们党保持先进
性、 始终成为建设有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坚强领导核心的基本
要求。强调，改革开放以来，我
国的社会阶层构成发生了新的
变化， 出现了民营科技企业的
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 受聘于
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
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
从业人员、 自由职业人员等社
会阶层。 他们也是有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

8月7日 江泽民在北戴河
同国防科技专家和社会科学专
家座谈时讲话指出， 做好人才
工作， 首先要确立人才资源是
第一资源的思想。

9月26日 中共十五届六中
全会通过《关于加强和改进党
的作风建设的决定》，提出作风
建设“八个坚持、八个反对”的
要求。

10月21日 亚太经合组织
第九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在上
海举行。 江泽民主持会议并讲
话指出， 只有使国际社会的广
大成员都受益， 经济全球化才
能顺利地推进， 世界经济才能
持续稳定地发展。

11月10日 在卡塔尔首都
多哈举行的世界贸易组织第四
届部长级会议以全体协商一致
的方式， 审议并通过中国加入
世界贸易组织的决定。12月11
日， 中国正式成为世界贸易组
织成员， 中国对外开放进入新
的阶段。

12月10日 江泽民在全国
宗教工作会议上讲话指出，我
国信仰各种宗教的群众有1亿
多， 他们也是建设有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的积极力量。 要全面
贯彻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
依法管理宗教事务， 积极引导
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
坚持独立自主自办的原则，巩
固和发展党同宗教界的爱国统
一战线。

二○○二年
1月10日 国务院西部开发

办公室召开退耕还林工作电视
电话会议， 确定在过去两年试
点工作的基础上， 全面启动退
耕还林工程。12月14日， 国务
院发布《退耕还林条例》。

6月29日 九届全国人大常
委会第二十八次会议通过《中
华人民共和国中小企业促进
法》。2017年9月1日，十二届全
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九次会议
通过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
国中小企业促进法》。

7月4日 西气东输一线工
程（新疆轮南至上海）开工典礼
举行。 此后又建设了西气东输
二线工程、三线工程。

8月29日 九届全国人大常
委会第二十九次会议通过《中华
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

9月12日 江泽民在全国再
就业工作会议上讲话， 提出就
业是民生之本。30日， 中共中
央、国务院发出《关于进一步做
好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工作的
通知》，提出实施积极的就业政

策。
10月19日 中共中央、国

务院作出《关于进一步加强农
村卫生工作的决定》。 指出，到
2010年，在全国农村基本建立
起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要求和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水平
的农村卫生服务体系和农村合
作医疗制度。2008年6月底，新
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覆盖到全
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

11月8日-14日 中国共产
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举
行。大会通过的报告《全面建设
小康社会， 开创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事业新局面》， 总结过去5
年的工作和13年的基本经验，
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
目标， 阐述全面贯彻“三个代
表”重要思想的根本要求。报告
指出， 综观全局，21世纪头20
年，对我国来说，是一个必须紧
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
要战略机遇期， 我们要在本世
纪头20年，集中力量，全面建设
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
小康社会。报告阐明，贯彻“三
个代表”重要思想，关键在坚持
与时俱进， 核心在坚持党的先
进性，本质在坚持执政为民。报
告强调， 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
治， 最根本的是要把坚持党的
领导、 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
国有机统一起来。 大会通过关
于《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
的决议，把“三个代表”重要思
想同马克思列宁主义、 毛泽东
思想、 邓小平理论一道确立为
党的指导思想并载入党章。

11月15日 中共十六届一
中全会选举胡锦涛为中央委员
会总书记， 决定江泽民为中央
军委主席， 批准吴官正为中央
纪委书记。

同日 胡锦涛在中共十六
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记者
见面时强调， 我们全党和全国
各族人民将更加紧密地团结在
一起，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
意谋发展， 把改革开放和现代
化建设事业继续推向前进。

12月5日-6日 胡锦涛带
领中共中央书记处成员到河北
省平山县西柏坡学习考察，重
温毛泽东关于“两个务必”的重
要论述， 号召全党同志特别是
领导干部大力发扬艰苦奋斗的
作风。指出，坚持艰苦奋斗，根
本目的就是要为最广大人民根
本利益而不懈努力， 不断把人
民群众利益实现好、维护好、发
展好。

12月27日 南水北调工程
开工典礼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和
江苏省、山东省施工现场同时举
行。2013年11月15日， 南水北
调东线一期工程正式通水运行。

二○○三年
2月24日-26日 中共十六

届二中全会举行。全会通过《关于
深化行政管理体制和机构改革的
意见》。3月10日， 十届全国人大
一次会议批准根据这个意见形成
的《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

3月3日-14日 全国政协
十届一次会议举行。 会议选举
贾庆林为全国政协主席。

(下转E06版）

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
(上接E04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