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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书名 作者 出版社 

1 
“一带一路”建设发展报告 

“ 2018 
李永全主编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 大阅兵 郭胜伟著 中共党史出版社 

3 建国之道: 周易政治哲学 姚中秋著 中央编译出版社 

4 胡锦涛文选 胡锦涛 人民出版社 

5 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 第一册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

室，中央档案馆编 
中央文献出版社 

6 
共产党通史.第二卷. 上册. , 在

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 

沈云锁，潘强恩主编; 

本卷主编周新城 
人民出版社 

7 建国大业 何虎生主编 中国广播影视出版社 

8 
市场 社会 政府: 共和国 60年发

展理论解读 

李友梅，徐中振，陆

铭主编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

社 

9 共和国 家春秋 京华时报社编 人民日报出版社 

10 
中国生活记忆: 建国 65周年民生

往事 
陈煜编著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11 当代中国家庭生命周期 田丰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2 
国家: 2011·中国外交史上的空前

行动 
何建明著 作家出版社 

13 建国方略 孙中山著；黄彦编注 广东人民出版社 

14 
中国对外关系: 回顾与思考 : 

1949-2009 
张蕴岭主编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5 论中国 (美) 亨利·基辛格著 中信出版社 

16 建国 60年社会科学理论研究 金国华主编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

社 

17 新中国经济史 苏星著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8 新中国经济建设简史 刘日新著 中央文献出版社 

19 突围：中国企业战略抉择 郎咸平著 东方出版社 

20 跌荡一百年 中国企业 吴晓波 中信出版社 

21 
激荡三十年 : 中国企业 1978-

2008 
吴晓波著 中信出版社 

22 
光荣与梦想: 新中国经济崛起后的

实业力量 
经济观察报社编著 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 

23 转型中国: 中国未来发展大走向 迟福林，傅治平著 人民出版社 

24 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 林毅夫等著 
上海三联书店 上海

人民出版社 

25 大博弈 : 中国之危与机. 经济篇 占豪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26 中国经济与资本市场纵横谈 苏剑, 王国斌主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 

27 大突破：新中国私营经济风云录 马立诚著 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 

28 新中国经济 60年 刘仲藜主编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9 大战略: “一带一路”五国探访 赵忆宁著 浙江人民出版社 

30 毛泽东 赵大义著 中央文献出版社 

31 邓小平: 一个世纪的传奇 刘金田著 湖南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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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邓小平第一次主持中央工作 薛庆超著 四川人民出版社 

33 邓小平交往纪实 主编于俊道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34 
毛泽东在建国后的国际战略思想及

其实践效应 
李久林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35 
国庆典藏: 中华人民共和国庆典文

物收藏集锦 
董兴喜著 解放军出版社 

36 共和国 60年文化发展 贺绍俊等著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

社 

37 建国大业 王兴东，陈宝光著 作家出版社 

38 
向北飞，雁南归: 新中国一个两弹

军工家庭的悲欢离合 
午月著 中国经济出版社 

39 人民记忆 宋強著 江西人民出版社 

40 
中南海大事 建国以来重大政治事

件全纪录下 
李健编著 中共党史出版社 

41 
中南海大事 建国以来重大政治事

件全纪录上 
李健编著 中共党史出版社 

42 
秋水长天: 新中国第一位女省委书

记回忆散文集 
万绍芬著 作家出版社 

43 建国日记 喻世长著 东方出版社 

44 建国日记 喻世长著 东方出版社 

45 共和国记忆 60年. 成长地标 李翔著 中信出版社 

46 新中国 60年重大科技成就巡礼 本书编写组编 人民出版社 

47 周恩来交往纪实 主编于俊道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48 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 
中央党校采访实录编

辑室著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49 他改变了中国 江泽民传 

(美) 罗伯特·劳伦

斯·库恩著 谈峥, 于

海江等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50 历史转折中的人和事 程中原, 夏杏珍著 四川人民出版社 

51 1945̃1949：国共政争与中国命运 汪朝光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52 
亲历者说: 中国抗战编年纪事 : 

1931-1937 

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

委员会编 
人民出版社 

53 二十世纪中国史纲 金冲及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54 
艰难抉择 : 1976-1978年中国命

运大转折 
薛庆超著 台海出版社 

55 
证照中国: 1949-1966 : 共和国特

殊年代的纸上历史 
许善斌著 华文出版社 

56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 上卷 

(美)R.麦克法夸尔, 

(美)费正清编; 谢亮

生等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

社 , 

57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 下卷 

(美)费正清总主编 

(英)R. 麦克法夸尔

[Roderick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

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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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cFquhar]，(美)费

正清编 俞金尧等译 

58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长编.第一卷. , 

1949－1956 
刘国新[等]主编 天津人民出版社 

59 六十年国事纪要. 军事卷 徐焰著 湖南人民出版社 

60 
“第一”解读 : 从第一次大阅兵

到第一家证券交易所 

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

委员会编 
中国文史出版社 

61 开国纪事 舒云著 人民日报出版社 

62 
亲历共和国 60年: 历史进程中的

重大事件与决策 
陈一然编著 人民出版社 

63 中国的精神记忆 : 2008沉思录 罗海岩著 人民出版社 

64 开国大典一九四九实录 武国友编著 红旗出版社 

65 共和国记忆 60年·编年纪事 孟云剑等著 中信出版社 

66 1949: 历史选择了共产党 朱汉国主编 山西人民出版社 

67 
老报纸记忆 : 新中国诞生纪实

1945-1951 
吴德广编著 东南大学出版社 

68 
聚焦红墙 : 1956-1989共和国红

镜头 

顾保孜撰文; 杜修贤

摄影 
现代出版社 

69 见证：老报人镜头下的中国进步史 贺家宝，郝致柔著 江西高校出版社 

70 一天看中国 : 1949-2009 峻冰主编 天地出版社 

71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史研究 (1) 杨奎松著 江西人民出版社 

72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史研究 (2) 杨奎松著 江西人民出版社 

73 
国家记忆: 《人民画报》820期封

面故事精选 
人民画报社编 中国画报出版社 

74 转折中国 . 1976-1982 谢春涛主编 人民出版社 

75 新中国传奇 《南方周末》编著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76 苦难辉煌 金一南著 华艺出版社 

77 我的名字叫建国(1949-2009) 李建国等著 江苏人民出版社 

78 共和国 36位军事家 上册 史海，陈雄主编 长征出版社 

79 共和国 36位军事家 下册 史海，陈雄主编 长征出版社 

80 共和国一代访谈录 马国川著 华夏出版社 

81 我的体育生涯：1958-2008 魏纪中著 新华出版社 

82 毛泽东与中美外交风云 宫力著 红旗出版社 

83 改革的方向 林毅夫等著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84 
光耀中华: 改革开放 30年科技成

就撷英 
本书编委会组编 科学普及出版社 

85 中国自主创新探路 黄胜平, 姜念涛著 人民出版社 

86 “明”扬天下 杨丽娜编 金城出版社 

87 何振梁申奥日记 何振梁著 人民出版社 

88 袁伟民与体坛风云 远山编著 江苏人民出版社 

89 六十年国事纪要. 外交卷 肖冬连著 湖南人民出版社 

90 六十年国事纪要. 经济卷 贺耀敏，武力主编 湖南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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