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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九年
10月1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

立。此前，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
议于9月21日至30日举行。会议通过起临时宪
法作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共
同纲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体是工人阶级
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政体
是实行民主集中制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会议还
通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会议决定国都定
于北平，北平改名为北京；采用公元纪年；在国歌
正式制定前，以《义勇军进行曲》为代国歌；国旗为
五星红旗。会议选举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主
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为副
主席，陈毅等56人为委员，组成中央人民政府委
员会。10月1日下午2时，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
举行第一次会议，一致决议：接受《共同纲领》为本
政府的施政方针，任命周恩来为中央人民政府政
务院总理，毛泽东为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
朱德为人民解放军总司令。下午3时，庆祝中华
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典礼在北京天安
门广场隆重举行。毛泽东宣告中央人民政府成
立。之后，举行盛大阅兵仪式和群众游行。12
月2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决定，
每年的10月1日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日。新
中国的成立，实现了中国从几千年封建专制政治
向人民民主的伟大飞跃，是近代以来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里程碑，中华民族发展进步从此开
启了新纪元。

10月2日 苏联政府决定同新中国建立外交
关系。3日，周恩来复电表示，欢迎立即建立中华
人民共和国与苏联之间的外交关系，并互派大
使。中苏正式建交。1964年1月27日，中国同法
国建交。法国成为第一个与新中国正式建交的西
方大国。到2019年9月21日，中国已同179个国
家建立了外交关系。

10月9日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
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举行。会议选举毛泽东为政
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主席。

10月21日 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成立。
10月22日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

署成立。1954年，最高人民检察署改名为最高人
民检察院。

10月25日 中央人民政府海关总署成立。
中国海关从此完全掌握在中国人民手中。

11月9日 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央及各级党
的纪律检查委员会，朱德任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
书记。

11月11日 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领导机构
成立。在此前后，海军、炮兵等军兵种部队及领导
机构先后成立。

11月21日 北京市第二届各界人民代表会
议通过封闭妓院的决议。之后，全国各地相继采
取行动封闭妓院。

12月2日 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四次会议
决定发行人民胜利折实公债；分别通过省、市、县
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组织通则。地方各级各界人民
代表会议先后由各地人民政府召开，代行人民代
表大会职权，成为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前的一种过
渡形式。

12月6日 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成立办理
留学生回国事务委员会。1949年8月至1955年
11月，李四光、华罗庚、钱学森等共计1536名高
级知识分子从海外回国参加建设。

12月23日－31日 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
议召开。会议提出教育必须为国家建设服务，学
校必须为工农开门。

一九五○年
1月6日 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颁发布告，

宣布收回在京的外国兵营地产，征用兵营及其他
建筑。天津、上海等地也先后收回、征用外国兵营
地产。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大陆的驻军权被彻底
取消。

1月30日 政务院颁布《关于统一全国税政
的决定》，决定以《全国税政实施要则》作为今后整
理和统一全国税政、税务的具体方案。

2月14日 中国同苏联签订《中苏友好同盟
互助条约》及有关协定。1949年12月至1950年
2月，毛泽东对苏联进行为期两个多月的访问。

2月24日 政务院发布《关于严禁鸦片烟毒
的通令》。到1952年底，旧中国遗留下来的种植、
制造、贩卖、吸食烟毒行为被基本禁绝。

3月3日 政务院作出《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
济工作的决定》，以遏制通货膨胀，稳定物价，实现
国家财政收支平衡。

5月1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全党全军开
展整风运动的指示》。遵照这一指示，全党开展以
提高干部和一般党员的思想水平和政治水平，克
服工作中所犯的错误，克服居功自傲和官僚主义、
命令主义，改善党和人民的关系为主要任务的整
风运动。同年底，整风运动结束。

同日 新中国成立后制定的第一部法律——
《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公布施行。婚姻法规
定：实行男女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权利平等、
保护妇女和子女合法利益的新婚姻制度。

同日 人民解放军解放海南岛。新中国成立
后，人民解放军向华南、西南、西北等地和沿海岛
屿的国民党军队残余力量展开最后的围歼。到
1950年6月，解放了除西藏、台湾和部分沿海岛
屿以外的广大国土。

6月 6日－9日 中共七届三中全会召开。
毛泽东提交《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
转而斗争》书面报告，并发表《不要四面出击》讲
话。

6月29日 中央人民政府公布施行《中华人
民共和国工会法》。

6月30日 中央人民政府公布施行《中华人
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到1952年底，除部分少

数民族地区外，土地改革在中国大陆基本完成，封
建土地所有制被彻底摧毁。

7月28日 40名基督教代表人物联名发表
《中国基督教在新中国建设中努力的途径》宣言，
表示拥护《共同纲领》，割断教会同帝国主义的联
系，发起自治、自养、自传运动。11月，中国天主
教人士发表宣言，开展“三自”爱国运动。

8月 7日－19日 第一届全国卫生会议召
开。会议确定“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
西医”为新中国卫生工作三大原则。

9月20日－29日 第一次全国工农教育会
议召开。会议提出“推行识字教育，逐步减少文
盲”口号。

10月上旬 应朝鲜党和政府的请求，中共中
央作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略决策。10月8
日，毛泽东发布命令，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彭德
怀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
进入朝鲜战场。25日，志愿军与敌军遭遇，打响
出国作战的第一次战役。全国掀起大规模抗美援
朝运动。1953年7月27日，《关于朝鲜军事停战
的协定》签署。到1958年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
分三批全部撤出朝鲜回国。

10月10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镇压反革
命活动的指示》。到1951年10月底，全国规模的
镇压反革命运动基本结束。

10月14日 政务院作出《关于治理淮河的
决定》。1951年，毛泽东题词“一定要把淮河修
好”。到1957年冬，治淮工程初见成效。

11月3日 政务院发出《关于加强人民司法
工作的指示》，要求在全国范围内逐步建立和健全
人民司法制度。

11月24日 政务院第六十次政务会议批准
《培养少数民族干部试行方案》和《筹办中央民族
学院试行方案》。1951年6月11日，中央民族学
院开学。

一九五一年
2月26日 政务院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劳

动保险条例》。
3月5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积极推进宗教

革新运动的指示》，强调贯彻党的宗教政策，团结
宗教界最大多数，发展和巩固全国宗教界的统一
战线。

3月28日－4月9日 中共中央召开第一次
全国组织工作会议。刘少奇作报告和总结。会议
通过《关于整顿党的基层组织的决议》。到1954
年春，整党工作基本结束。

5月23日 中央人民政府全权代表和西藏地
方政府全权代表在北京签订《关于和平解放西藏
办法的协议》（简称“十七条协议”），宣告西藏和平
解放。10月26日，人民解放军进藏部队进驻拉
萨。

9月20日－30日 中共中央召开全国第一
次互助合作会议。会议通过《关于农业生产互助
合作的决议（草案）》。会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运
动很快开展起来。经过一年多的试点，1953年2
月15日，中共中央将决议草案通过为正式决议。

9月29日 周恩来在北京、天津高等学校教
师学习会上作《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报告。
11月3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学校中进行思
想改造和组织清理工作的指示》。知识分子思想
改造运动广泛开展起来，到1952年秋基本结束。

12月1日 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实行精兵简
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
义的决定》。“三反”运动在全国展开，到1952年
10月结束。运动中抓住重大典型案件严肃处理，
先后任天津地委书记的刘青山、张子善被查处并
判处死刑。

一九五二年
1月26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首先在大中

城市开展“五反”斗争的指示》，要求在全国大中城
市向违法的资本家开展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
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和反对盗窃经
济情报的斗争。“五反”运动到1952年10月结束。

4月 5日 治理开发长江的第一个大型工
程——荆江分洪第一期工程全面开工。到1978
年底，新安江水电站、黄河三门峡水利枢纽、黄河
青铜峡水利枢纽、丹江口水利枢纽、黄河刘家峡水
利枢纽等一批水利工程陆续建成。

4月21日 中央人民政府公布施行《中华人
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

6月10日 毛泽东为中华全国体育总会成立
大会题词：“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1954
年1月8日，中共中央批转中央人民政府体育运
动委员会党组《关于加强人民体育运动工作的报
告》，指出：“改善人民的健康状况，增强人民体质，
是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

7月1日 成渝铁路建成通车。这是新中国
成立后完全采用国产材料自行修建的第一条铁路
干线。到1978年底，宝成、鹰厦、包兰、兰新、成
昆、湘黔等铁路陆续建成。

8月9日 中央人民政府公布施行《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对民族自治地方
的建立、自治机关的组成和自治权利等重要问题
作出明确规定。此前，成立于1947年5月1日的
内蒙古自治政府于1949年12月2日改称内蒙古
自治区人民政府。1955年10月1日，新疆维吾尔

自治区成立。1958年3月5日，广西僮族自治区
成立（1965 年 10 月 12 日改称广西壮族自治区）。
1958年10月25日，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1965
年9月9日，西藏自治区成立。

11月15日 中央人民政府扫除文盲工作委
员会成立。群众性的扫盲运动有计划、有步骤地
在全国大规模展开。

年底 国民经济获得全面恢复和初步增长。
工农业总产值 810 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
1949年增长77.6%。

本年 全国高等学校进行院系调整。到
1953年底，调整工作基本完成。

一九五三年
3月1日 中央人民政府公布施行《中华人民

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
会选举法》。经过一年多的工作，全国进行基层选
举的单位为21.4万余个，登记选民总数为3.23亿
多人，全国共选出基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566万
余名，并逐级召开了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在
此基础上，选举产生出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
表1226名。

4月3日 政务院发出《为准备普选进行全国
人口调查登记的指示》。以1953年6月30日24
时为标准时间，全国开展人口调查登记。翌年11
月 1 日公布调查登记结果，全国人口总数为
601938035人。

5月15日 中苏两国政府签订《关于苏维埃
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援助中华人民共和国中
央人民政府发展中国国民经济的协定》，规定苏联
援助中国建设91个工业项目。加上1950年已确
定的50项和1954年增加的15项，共156项，列入

“一五”计划。后多次调整，确定154项，实际施工
150项。因156项公布在先，仍称“156项工程”。

6月15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会议
确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利用、限制和改造的
方针。毛泽东在会上第一次比较完整地阐述了党
在过渡时期总路线和总任务的基本内容。12月，
中共中央批准中央宣传部《为动员一切力量把我
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斗争——
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

10月16日 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实行粮食
的计划收购与计划供应的决议》。11月15日又作
出《关于在全国实行计划收购油料的决定》。
1954年9月，政务院下达对棉布实行计划收购和
计划供应、对棉花实行计划收购的命令。国家对
粮食等主要农产品实行统购统销政策，并延续到
20世纪80年代中期，之后逐步取消。

12月7日－翌年1月26日 全国军事系统
党的高级干部会议召开。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指
示，明确提出建设优良的现代化的革命军队的总
方针总任务。

12月26日 鞍山钢铁公司三大工程——大
型轧钢厂、无缝钢管厂、七号炼铁炉举行开工生产
典礼。到1978年底，武汉钢铁联合企业、包头钢
铁公司、攀枝花钢铁公司等钢铁企业陆续建成。

本年 我国开始执行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
五年计划。到2019年9月，共编制执行十三个五
年计划、规划。

一九五四年
2月6日－10日 中共七届四中全会召开。

会议通过《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
4月15日 中共中央、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

命军事委员会颁布新中国成立后第一部《中国人
民解放军政治工作条例（草案）》。

4月26日－7月21日 周恩来率中国代表团
参加讨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和恢复印度支那和平
问题的日内瓦会议。这是新中国首次作为五大国
之一参加重要国际会议。

6月28日、29日 周恩来在访问印度、缅甸
期间，分别与印度总理尼赫鲁和缅甸总理吴努发
表《联合声明》，共同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此
前，1953年12月31日，周恩来在接见参加中印有
关问题谈判的印度代表团时首次提出和平共处五
项原则。

6月－9月 长江、淮河流域发生百年未遇的
大水灾。灾区党委和政府迅速动员，组织群众转
移，开展以工代赈、生产自救，取得抗洪斗争的胜
利。

7月 南昌飞机制造厂试制成功初教－5教
练机。到1978年底，新中国先后试制成功歼－5
型、运－5型、直－5型、轰－5型飞机等。

9月15日－28日 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第一次会议举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全国范
围内正式实行。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
法》；选举毛泽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
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决定周
恩来为国务院总理；决定设立国防委员会，毛泽东
兼任国防委员会主席。

9月28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关于成立
党的军事委员会的决议》。毛泽东任中央军事委
员会主席，彭德怀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

10月 7日 新疆军区遵照军委总参谋部8
月 6 日的批复公布成立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
团。1975年3月，兵团撤销，成立新疆维吾尔自
治区农垦总局。1981年12月3日，中共中央、国
务院、中央军委作出《关于恢复新疆生产建设兵

团的决定》。
12月21日－25日 全国政协二届一次会议

举行。周恩来作政治报告，指出，由于一届全国人
大一次会议已经召开，政协代行全国人大职权的
政权机关的作用已经消失，但它本身的统一战线
作用仍然存在。会议推举毛泽东为全国政协名誉
主席，选举周恩来为主席；通过《中国人民政治协
商会议章程》。

12月25日 康藏（后改为川藏）公路和青藏
公路全线通车。毛泽东题词：“庆贺康藏、青藏两
公路的通车，巩固各民族人民的团结，建设祖国！”
此后，新藏、滇藏等公路陆续建成。

一九五五年
1月18日 人民解放军解放一江山岛。2月

13日至26日，解放大陈岛及外围列岛。至此，浙
江沿海岛屿全部解放。

3月21日－31日 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
议举行。会议通过《关于成立党的中央和地方监
察委员会的决议》以及关于高岗、饶漱石问题的决
议等。董必武任中央监察委员会书记。原有的中
央及地方各级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撤销。

4月18日－24日 周恩来率中国代表团出
席在印度尼西亚万隆举行的有29个国家参加的
亚非会议。中国代表团本着“求同存异”的方针，
同其他与会国家一起，为会议的成功作出贡献，共
同倡导形成“万隆精神”。通过这次会议，中国打
开了与亚非国家广泛交往的大门。

5月13日 周恩来在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
十五次扩大会议上作《关于亚非会议的报告》，指
出，中国人民愿意在可能的条件下，争取用和平的
方式解放台湾。

7月30日 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中
华人民共和国兵役法》。自1956年起，人民解放
军由志愿兵役制改为义务兵役制。此前，自1955
年1月起，人民解放军开始实行军官薪金制。

8月31日 国务院发布《关于国家机关工作
人员全部实行工资制和改行货币工资制的命令》，
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生活待遇制度进行重大改
革。

9月 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始实行军衔制度。
朱德、彭德怀、林彪、刘伯承、贺龙、陈毅、罗荣桓、
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
帅军衔。到1965年取消军衔制度止，共授元帅
10名、大将10名、上将57名、中将177名、少将
1360名。

一九五六年
1月 14日－20日 中共中央召开关于知

识分子问题的会议。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作
《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充分肯定知识分
子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作用，宣布知识分子的
绝大部分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提出制定
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的任务，向全国人民发
出“向现代科学进军”的号召。毛泽东在会议最
后一天讲话，号召全党努力学习科学知识，同党
外知识分子团结一致，为迅速赶上世界科学先
进水平而奋斗。

1月15日 北京各界20多万人在天安门广
场举行大会，庆祝北京市农业、手工业全部实现合
作化和在全国第一个实现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全行
业公私合营。到本年底，在中国大陆，生产资料私
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取得决定性胜利。

1月23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提出《1956年到
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25日，最高
国务会议第六次会议讨论纲要草案。后经多次变
动和修改，1960年4月正式通过并公布。

1月27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文字改革工
作问题的指示》。28日，国务院第二十三次全体
会议通过《国务院关于公布汉字简化方案的决
议》《国务院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2月9日，
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发表《汉语拼音方案（草
案）》。

3月 14日 国务院成立科学规划委员会。
12月22日，中共中央同意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
党组《关于征求〈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
景规划纲要（修正草案）〉意见的报告》。

4月25日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
议上作《论十大关系》报告。报告强调要调动国内
外一切积极因素，为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
奋斗，并初步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提出探
索适合中国情况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任务。报
告还提出共产党和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
督”的方针。

4月28日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
议总结讲话中指出，艺术问题上的百花齐放，学术
问题上的百家争鸣，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5月2
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七次会议上正式提
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6月30日 中国第一个自然保护区——广东
鼎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立。1982年9月25
日，第一个国家森林公园——张家界国家森林公
园建立。中国逐步建立自然保护区、森林公园、风
景名胜区、自然遗产、地质公园、海洋公园等各级
各类自然保护地。

7月13日 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试制成功
第一批国产“解放”牌载重汽车。1958年5月、8
月，第一辆国产“东风”牌轿车和“红旗”牌轿车相

继下线。
9月15日－27日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

代表大会举行。大会通过的《关于政治报告的决
议》指出：社会主义改造已取得决定性胜利，我国
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上解
决，几千年来的阶级剥削制度的历史已经基本上
结束，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基本上建立。国内的主
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
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
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
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党和人民
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集中力量来解决这个矛
盾，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
业国。大会着重提出加强执政党建设的问题，通
过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章程》。

9月28日 中共八届一中全会选举毛泽东为
中央委员会主席，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为副
主席，邓小平为总书记。

一九五七年
1月 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作出《关于裁减军

队数量加强质量的决定》。新中国成立至1958
年，人民解放军进行数次精简整编，总员额降至
240万人。

2月27日 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
（扩大）会议上发表《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
（后改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讲
话，提出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社会矛
盾，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发展经济、文化，为建设社
会主义事业服务的思想。

4月20日 国务院发出《关于消灭血吸虫病
的指示》。此前，毛泽东多次提出，必须消灭血吸
虫病。

4月25日 第一届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在广
州举行（简称“广交会”）。此后，每年在广州举办
春、秋季两次出口商品交易会。自2007年起改称
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

4月27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
指示》。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以反对
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为主要内容的整
风运动全面展开。在整风过程中，极少数右派分
子乘机向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发动进攻。6
月，运动的重点开始由党内整风转向反右派。到
1958年夏季，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完全结束。
对右派分子的进攻进行反击是正确和必要的，但
反右派斗争被严重扩大化，把一批知识分子、爱国
人士和党内干部错划为“右派分子”，造成了不幸
的后果。

5月15日－25日 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
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举行，决定将中国新民主主
义青年团改名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5月24日 国务院第四十九次全体会议通过
《水土保持暂行纲要》。

10月15日 武汉长江大桥举行通车典礼。
这是中国在长江上修建的第一座铁路、公路两用
桥梁。

11月2日－21日 毛泽东率中国代表团参
加十月革命胜利40周年庆典，并出席在莫斯科举
行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以及
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会议通过《社会
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宣言》（即《莫
斯科宣言》）及《和平宣言》。

本年 “一五”计划超额完成。“一五”计划取
得巨大成就，为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奠定了初步
基础，为社会主义建设积累了宝贵经验。

一九五八年
4月7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在全

国大规模造林的指示》。
4月22日 人民英雄纪念碑在天安门广场建

成。
5月5日－23日 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举行。

会议正式通过“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
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会后，“大跃进”运动在全
国展开。

8月17日－30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
议在北戴河召开。会议确定一批工农业生产的高
指标。会后，全国很快掀起大炼钢铁和人民公社
化运动的高潮，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
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泛滥开来。

9月2日 中国第一座电视台——北京电视
台正式开播。1978年5月1日改称中央电视台。

9月4日 中国政府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政
府关于领海的声明》。

11月2日－10日 毛泽东在郑州召集中央
工作会议（即第一次郑州会议）。到1959年7月
庐山会议前，中共中央相继召开中共八届六中全
会、第二次郑州会议、中共八届七中全会等一系列
会议，初步纠正已经察觉到的“大跃进”和人民公
社化运动中出现的“左”的错误。

一九五九年
3月28日 国务院发布《关于解散西藏地方

政府的命令》，决定由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行使
西藏地方政府职权。此前，3月10日，西藏上层反
动集团撕毁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十七条协
议”，发动武装叛乱。20日，人民解放军驻藏部队
奉命进行平叛作战。22日，中共中央发出在平叛
中实行民主改革的指示。到1960年底，西藏民主
改革基本完成，彻底摧毁了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
制度，实现百万农奴和奴隶翻身解放。

4月5日 容国团获得第二十五届世界乒乓
球锦标赛男子单打冠军。这是中国运动员第一次
在世界锦标赛中获得冠军。

4月17日－29日 全国政协三届一次会议
举行。会议推举毛泽东为全国政协名誉主席，选
举周恩来为主席。

4月18日－28日 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
举行。会议选举刘少奇为国家主席，朱德为全国
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决定周恩来为国务院总理。

（下转7版）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事记
（1949年10月－2019年9月）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新华社编者按：新中国的成立，实现了中国从几千年封建专制政治向人民民主的伟大飞跃，是近代以来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里程碑，中华民族发展进步从此开启了新纪元。为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突出反映党领导人民探索、开创、坚
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及其重大理论、制度创新成果，充分展示新中国成立70年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
态文明建设以及国防和军队、“一国两制”和祖国统一、外交、党的建设等各方面取得的辉煌成就，更加深刻地认识中国共产
党、中国人民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力量，动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
围，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锐意进取、开拓创新，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满怀信心继续把新中国巩固好、发展好，为实现

“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而不懈奋斗，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写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事
记（1949年10月－2019年9月）》。现将全文刊发，以飨读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