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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五千年朝鲜民族史相比而言，一年只不过是一瞬间而已。

2022年，朝鲜人民缔造了空前强大的国力，大振国威，书写了伟大强国的

新篇章。

这并不是时间的累计所带来的。

朝鲜人民一致奋起投入贯彻落实朝鲜劳动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

会议提出的宏伟目标的斗争，面临了敌对势力疯狂的扼杀活动、突如其来的恶

性传染病事态、严酷的自然灾害等前所未闻的考验。

针对急剧变化的形势，朝鲜劳动党总书记金正恩同志适时召开朝鲜劳动党

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第十四届最高人民会议第七次会议等党和

国家的重要会议、各部门会议，提出了加强和发展党、实现国家复兴的实践纲

领，并领导为其实现的斗争。

去年整个一年，敬爱的金正恩同志站在捍卫国权、保卫人民、宏伟的创造

大战之前头，精力充沛地进行领导。他的革命领导增强了国家的力量，加快前

进速度，接连带来了彪炳祖国青史的事件。

他提出新时代的党建设方向等千方百计地提高党的领导作用的实践纲领，

于是展现出全党强化的全盛期。

全体人民紧密团结在党的周围仅用90多天消除流入境内的恶性病毒，取得

了在世界卫生史上值得大书特书的防疫战的胜利。

民族最大的节日和国家纪念日作为大政治庆典隆重庆祝，大力显示了主体

朝鲜的威仪。

首都平壤的住宅建设得到大力推进，呈现农村振兴的新景象，建立了地方

工业现代化的样板，人民的梦想和理想变为现实。

从法律上正式固定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核武力政策，从此确保永恒的

安宁，可靠地保证祖国和人民的安全和未来的最强的国家防卫力量得到了进一

步的巩固。

敬爱的金正恩同志崇高的道德情义使革命前辈的人生永放光芒，越困难越

关怀的热爱后代的情怀使孩子们的笑声更加响亮。

在这些日子里，朝鲜第一国力一心团结得到巩固，全社会亲如一家、情同

手足的美好风尚支配着整个社会，形成一个和睦的大家庭。

2022年，由于有敬爱的金正恩同志非凡的政治实力和崇高的为民献身精神

战胜极大的困难迎来了重大事件，清楚地显示了朝鲜在困难中越加强大、蓬勃

前进的气概。

开创全党强化的全盛期
站在防疫大战的前头
胜利和光荣的大庆典
捍卫国家主权，维护和平
把人民的梦想和理想变为现实
朝鲜劳动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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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创全党强化的全盛期

敬爱的金正恩同志根据加强我们党的工作作为造福我国革命未来的重大历史任务

愈发凸显，精力充沛地领导加强党的领导能力，提高党组织的战斗力和活动性的工作。

他把加强党支部和基层党委提出为全党强化的重要环节，召开朝鲜劳动党第二

次基层党委书记大会，使之成为加强基层党组织的转折性契机。还召开朝鲜劳动党

第一次宣传部门干部讲习会、朝鲜劳动党各级党委员会组织部党的生活指导部门工

作人员特别讲习会，以使党务工作带来革新。

金正恩同志提出的基层党委作用论、基层党委重视论，在党的生活组织和指导

中要坚持的主要四大原则和六项任务，党的宣传工作者要做忠于党中央的大功率扩

音器和无杂音扬声器的思想是在用党中央的革命思想实现全党和全社会一色化，增

强党组织的战斗职能和作用方面打开转折性局面的纲领性指针。

尤其，金正恩同志提出新时代党的建设思想，这是为加强和发展朝鲜劳动党建

立新的里程碑的历史事件。

金正恩同志仅在一个月指导多个党的重要会议。在他的精力充沛的领导下，迎

来全党强化的全盛期，在党的领导下尽管遇到史无前例的极大困难也得以完成在实

现国家经济发展五年计划中成为关键之年的2022年的目标，转入社会主义建设全面

发展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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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劳动党第二次基层党委书记大会举行 2022年2月26日至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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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劳动党总书记金正恩同志作了纲领性结论《基层党委书记
要成为母亲党真正的政治工作者》。

金正恩同志在结论中指出，党中央把人民希望的事情制定为政策、国策，

全党的基层党组织将之切实落实到位并使之惠及人民，是作为人民的党、人民

公仆党恪尽职守的我们党固有的活动方式，这就是党中央所主张的基层党委作

用论、基层党委重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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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劳动党第一次宣传部门干部讲习会举行 2022年3月28日至30日



朝鲜劳动党总书记金正恩同志致朝鲜劳动党第一次宣传部门干
部讲习会参加者纲领性信函《关于打破形式主义，从根本上革新党
的思想工作》。

金正恩同志在信函中提出“党的宣传工作者要做忠于党中央的大功率扩
音器、无杂音扬声器”的口号，把用党中央的革命思想实现全党和全社会一色

化定为党的思想工作的基本任务，全面地、完美无缺地阐明了革新党的思想工

作的理论实践问题。



17开创全党强化的全盛期

朝鲜劳动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扩大会议举行 2022年6月8日至10日



19开创全党强化的全盛期

敬爱的金正恩同志在结论中指出，将当前严峻形势反转为主体力量、内部动力强化

的良机并在执行发展和变革之五年计划的重要阶段2022年取得显著进展，并指明了最明

智的斗争指针和科学途径。

金正恩同志就第二个议题《关于2022年度党和国家主要政策执行情况中
期总结及对策》作了结论。



21开创全党强化的全盛期

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书记局会议举行 2022年6月12日

会议阐明敬爱的金正恩同志关于把党的纪律建设提出为党的建设和党的活动

的先决的重大任务、重要路线，进一步筑牢我们党的基础，在党政治活动中提高

革命性和战斗性，磨练成熟、改进和加强党的作用和风貌的重要战略性党的建设

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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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书记局扩大会议举行
2022年6月27日

敬爱的金正恩同志作了关于党中央委员会各部门

任务和当前任务，全党在党政治活动中要坚持的主要

原则、任务和途径的重要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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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劳动党各级党委员会组织部
党的生活指导部门工作人员

特别讲习会
2022年7月2日至6日

敬爱的金正恩同志在指明有关党组织建设的独创思想

理论的结论中阐明了党的生活指导部门工作人员的基本任

务、在党的生活组织和指导中要坚持的主要四大原则和六

项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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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爱的金正恩同志访问朝鲜劳动党
中央干部学校并进行了纪念讲课

2022年10月17日

金正恩同志给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教职员和学生进行了题

为《关于新时代我们党的建设方向和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的任
务》的历史性纪念讲课，指出了在党和革命发展中成为重大里程碑的

新时代党的建设方向。



31开创全党强化的全盛期



站在防疫大战的前头
在世界卫生危机中，朝鲜在两年多期间一直维持了稳定的防疫形势，可是发生了恶性

病毒传入境内的国家最重大紧急事件。

朝鲜针对国家面临的防疫危机，从2022年5月12日起启动最高级紧急防疫体系，90多

天后在境内彻底消灭新冠病毒，恢复了平稳。

在这些日子里，敬爱的金正恩同志多次召开党的重要会议，亲自提出了富有亲民性和

科学性的防疫对策和途径，并临阵指挥了防疫大战。

金正恩同志指出，针对当前的防疫形势，将国家防疫工作转入最高级紧急防疫体系，

并亲自采取一切措施，向全国的发热患者提供药品，保障居民生活稳定。不仅如此，他还

提出了同时推进国家防疫能力建设，哪怕面临任何一种公共卫生危机，也给人民提供可靠

的防疫环境的任务。

结果，国家的防疫体系得到整顿，防疫纪纲得到整饬，防疫政策得到正确落实。朝鲜

人民无条件地接受国家的措施，紧密团结在党的周围，毅然地站起来了。

金正恩同志领导防疫大战的日日夜夜里，诞生了无数个感人肺腑的故事：一天凌晨，

他捐献家里准备的常备药品，提议把它送给生活困难的居民；一天夜晚，结束朝鲜劳动党

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协议会，径直前往恶性病毒传染风险很大的首都多家药店，亲自了解医

药品供应情况。

领导者和人民同生死共命运的90多天，让人们懂得了一个真理：无论是再严酷的灾

难，也不能危害以仁爱、思想和意志团结一心的领导者和人民的浑然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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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劳动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八次政治局会议举行 2022年5月12日

敬爱的金正恩同志提出在紧急防疫工作中要坚持的原则和任务，并说，全国各市、郡

要彻底封锁本地区，所有工作单位、生产单位、生活单位必须在封闭状态下安排工作和生产

活动，完美切断恶性病毒传播空间。

会议通过了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关于针对目前的防疫危机，将国家
防疫工作转移到最高级紧急防疫体系的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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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爱的金正恩同志访问国家紧急防疫司令部 2022年5月12日

敬爱的金正恩同志阐明党中央将胜利主导防疫战争的决心、
意志和战略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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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进行全民集中筛查及

诊断工作

封锁道、市和郡。
采取按工作单位、
生产单位和生活单
位隔离的措施。

全国各道、市、郡彻底封锁本地区，采取按工作
单位、生产单位、生活单位隔离的措施后安排工作和生
产，以切断恶性病毒传播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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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协议会举行
2022年5月14日

敬爱的金正恩同志指出，我们党中央在历史的考验面前再次验证自己领导

作用的时刻已到，现在是要更深刻地认识到我们是为了什么而存在的人、我们

为了谁豁出性命进行奋斗这一点的时候；我们党将敢于承担自己的重大责任，

以无限忠诚和忘我奋斗精神完全负责祖国和人民的安全与平安，并屡次表示了

一定要在防疫战中大获全胜的决心和意志。

他说，怀着要始终和人民共命运的决心以及希望安宁和笑声早日回归全国

家庭的心愿，向本部党委捐献家里准备的常备药品，并提议将这些药品送给生

活困难的居民。

协议会重点讨论了适应最高级紧急防疫体系要求迅速供应紧急

调拨备用药品的问题。



站在防疫大战的前头

向黄海南道的困难家户转达敬爱的金正恩同志的家庭捐献的
常备药品。

紧急调拨国家备用药品，迅速供给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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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所有药店转入全天候服务体系

通过大众新闻媒体集中
进行宣传攻势

宣传防治传
染病所需的
小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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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协议会再次举行 2022年5月15日

敬爱的金正恩同志下达了关于投入人民军军医部门的强大力量来
立即稳定平壤市内医药品供应工作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军事委员会特别
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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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爱的金正恩同志视察平壤市内多家药店
2022年5月15日

敬爱的金正恩同志结束协议会后，直接前往平壤市内多家药店具体了解了许多问

题，如最高级紧急防疫体系启动以来得到哪些药品，药品保管合不合规定，药店有没有

转入全天候服务体系，有患者购药时商谈与否，解热剂和抗菌剂有哪些，现在居民需求

最多的药品有哪些而且价格多少等。

敬爱的金正恩同志强调，尽快纠正医药品供应体系的短处，强力采取搬运医药品的

实行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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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党中央特别命令，军医部门强大的
力量投入到首都医药品保障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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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会议举行 2022年5月17日

敬爱的金正恩同志指出，

为稳定人民生活领域而加倍努

力，并强调，扎实做好生活保障

和生活物资供应，为最大限度地

保障居民治疗需求和条件而竭尽

全力。

敬爱的金正恩同志作了
关于执行当前党和国家防疫
政策的重要结论。



向所有家庭上门供应
粮食和生活必需品

在最高级紧急防疫期间，苦他

人之苦、痛他人之痛、助人为乐、

互帮互带的美好风尚在每个地区、

每个村庄、每个单位层出不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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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恢复稳定的防疫形势积极
进行医药品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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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协议会举行 2022年5月21日

协议会讨论了根据目前稳定

遏制和管控国家全盘疫情情况，

更有效地调整落实党和国家防疫

政策的问题。

金正恩同志提出各项任务，

强调说，要根据形势不断灵活地

调整防疫政策、使之最优化，据

此采用国家的战略策略，在整个

防疫战线继续掌握胜券，与此同

时从各方面采取措施，搞活全盘

经济。

敬爱的金正恩 同志强

调，在整个防疫战线继续掌握

胜券的同时，从各方面采取措

施，搞活全盘经济。



国家防疫体系转入最高级紧急防疫体系
后，经济部门依然大力推进生产和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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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协议会举行 2022年5月29日

政治局积极评价全国疫情

得到管控和改善，并就进一步

巩固防疫初期积累的经验，继

续稳定和改善疫情防控形势进

行了讨论。

政治局审议了根据疫情稳

定形势有效地迅速调整实施防

疫规定和指南的问题。

政治局听取对初期发病

地和传播途径的国家研判结

果，探讨了有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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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劳动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扩大会议举行 2022年6月8日至10日

敬爱的金正恩同志作报告提出了最终消除疫情危机恢复稳定，大力促进国家的危机应

对能力建设中的战略战术性方略。

他强调，在国家防疫工作闯过突如其来的重大关头，从以封锁为主的防疫进入封锁及消

灭斗争并行的新阶段的当前形势下，我们党和国家的最优先任务是尽快消除防疫工作中存在

的缺陷和弊端且采取决定性措施强化国家疫情防控能力。

全会讨论了第三个议题《关于当前紧急防疫状况管理和国家疫
情防控能力建设的任务》。

全会一致通过了第三个议题的决议《关于采取空前加强国家疫
情防控能力的决定性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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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爱的金正恩同志向朝鲜劳动党
黄海南道海州市委员会送去家里

准备的药品
2022年6月15日

金正恩同志就黄海南道海州市发生急性肠道传染病，把家

里准备的药品交给本部党委员会，嘱咐说，将支援药品送到朝

鲜劳动党黄海南道海州市委员会，而市党委员会具体掌握患有

传染病的户数且让药品尽快送到他们手里，为救治工作提供一

点帮助。



站在防疫大战的前头 71

5月30日（启动最高级紧急防疫体系第19天）全国一日新增发烧者减少到十万人以下
6月 9日（启动最高级紧急防疫体系第29天）全国一日新增发烧者减少到五万人以下
6月24日（启动最高级紧急防疫体系第44天）全国一日新增发烧者减少到一万人以下
7月11日（启动最高级紧急防疫体系第61天）全国一日新增发烧者减少到一千人以下
7月24日（启动最高级紧急防疫体系第74天）全国一日新增发烧者减少到一百人以下
7月29日（启动最高级紧急防疫体系第79天）全国一日新增发烧者为零

8月 3日（启动最高级紧急防疫体系第84天）最后一名发烧者痊愈

39万2920人

9万6020人

4万5540人

9610人 900人 50人 0



站在防疫大战的前头 73

全国紧急防疫总结会议举行 2022年8月10日



站在防疫大战的前头 75

敬爱的金正恩同志在宣布最高级紧急防疫战胜利的总结会议上作了题为
《巩固防疫战的胜利，可靠地保证国家和人民的安全》的重要讲话。



投入首都紧急防疫战线的朝鲜人民军
军医部门战斗员奏凯归队



站在防疫大战的前头 79

敬爱的金正恩同志会见参加最高级紧急防疫战
建立赫赫功勋的朝鲜人民军军医部门战斗员，

并发表意义深远的贺词
2022年8月18日

敬爱的金正恩同志会见参加最高级紧急防疫战，完成保卫首都、保卫人民的神圣任务，

建立不朽功勋的朝鲜人民军军医部门战斗员，并祝贺和激励他们。

金正恩同志在贺词中谈及我们党拥有对得起人民军队这一神圣而光荣之称呼的可靠革命

军队的莫大骄傲和自豪，并热烈呼吁全体参加者一如既往，为了我们伟大的国家、为了我们

伟大的党、为了我们伟大的人民、为了我们伟大的尊严与名誉而忠实地忘我服务。



胜利和光荣的大庆典

2022年，朝鲜举行丰富多彩的活动，隆重庆祝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诞辰110周

年、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诞辰80周年、朝鲜人民革命军建军90周年、伟大的祖

国解放战争胜利69周年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成立74周年。

尤其，在金日成广场隆重举行的庆祝朝鲜人民革命军建军90周年阅兵仪式彰

显朝鲜的综合国力和威仪，证实光明前程，是代表2022年成果的民族史上大书特

书的事件。

阅兵仪式用结构严密的艺术画幅展现所向无敌的军力，不只是大政治军事庆

典，是一个大文化庆典。

敬爱的金正恩同志倡议举行庆祝朝鲜人民革命军建军90周年阅兵仪式，对升

旗仪式、阅兵音乐、照明效果等阅兵仪式的所有细部和因素一一做了指导，开辟

新的境界，还指导阅兵仪式录像编辑工作，使之成为杰作。

朝鲜人民通过各种深有意义的庆祝活动，对战胜任何困难蓬勃前进的祖国感

到自豪和骄傲，更加确信繁荣昌盛的明天。



胜利和光荣的大庆典 83

朝鲜劳动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政治局会议举行 2022年1月19日

会议通过了关于隆重庆祝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诞辰110周年和伟大领导者金正日
同志诞辰80周年的决议。



隆重庆祝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诞辰110周年



敬爱的金正恩同志出席

庆祝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
诞辰110周年中央报告大会

和平壤市群众游行 
2022年4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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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利和光荣的大庆典 93



胜利和光荣的大庆典 95



胜利和光荣的大庆典 97

迎接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诞辰110周年举行中央研讨会、中央图片
展、庆祝太阳节全国美展等丰富多彩的庆祝活动。



第七届四月之春人民艺术节



庆祝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诞辰110周年大型演出
《永恒的太阳之歌》



胜利和光荣的大庆典

庆祝太阳节青年学生的晚会



胜利和光荣的大庆典

世界各国举行庆祝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
诞辰110周年活动。



迎接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诞辰110周年之际，第32届四月之
春友谊艺术节隆重举行，近30个国家60多个艺术团体和著名演员
参加艺术节。



隆重庆祝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诞辰80周年



胜利和光荣的大庆典 111

敬爱的金正恩同志出席在革命圣地三池渊市隆重举行的庆祝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
诞辰80周年中央报告大会 

2022年2月15日



胜利和光荣的大庆典 113

迎接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诞辰80周年，举行中
央研讨会、中央图片展、国家图书展、全国美展、邮
票展、产业美术展等丰富多彩的庆祝活动。



人民艺术节演出增添了光明星节的气氛



庆祝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诞辰80周年大型演出
《正日峰多么灿烂》



胜利和光荣的大庆典 119

庆祝光明星节青年学生的舞会及礼花晚会在金日成广场举行。



庆祝朝鲜人民革命军建军90周年阅兵仪式隆重举行



胜利和光荣的大庆典 123

敬爱的金正恩同志在庆祝
朝鲜人民革命军建军90周
年阅兵仪式上发表了讲话

2022年4月25日







胜利和光荣的大庆典 129











胜利和光荣的大庆典 139

在朝鲜人民革命军建军90周
年之际，敬爱的金正恩同志
参谒大城山革命烈士陵园 

2022年4月25日



胜利和光荣的大庆典



胜利和光荣的大庆典 143

敬爱的金正恩同志会见并祝贺参加朝鲜人民革命军
建军90周年庆祝活动的朝鲜人民军各级部队指挥官 

2022年4月25日





伟大的战胜69周年纪念活动隆重举行



敬爱的金正恩同志出席
伟大的战胜69周年纪念
活动，发表了意义深远

的讲话 
2022年7月27日





胜利和光荣的大庆典 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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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利和光荣的大庆典



胜利和光荣的大庆典

敬爱的金正恩同志同
第八次全国参战老兵
大会与会者合影留念 

2022年7月28日



163

敬爱的金正恩同志在战胜
节之际凭吊祖国解放战争

烈士陵园 
2022年7月27日



胜利和光荣的大庆典 165

敬爱的金正恩同志在伟大的战胜节之际参谒友谊塔 2022年7月28日



胜利和光荣的大庆典 167

第八次全国参战老兵大会举行



胜利和光荣的大庆典

第八次全国参战老兵大会与会者分别参谒大城山革命烈士陵
园、新美里爱国烈士陵园和祖国解放战争烈士陵园，向共同闯过炽
烈战火的指挥官和战友们表示敬意。



171

庆祝祖国解放战争胜利69周年参战老兵和职业同盟盟
员座谈会、参战老兵和女盟盟员联欢会、参战老兵和青年
学生见面会举行。



为第八次全国参战老兵大会
与会者举行庆祝宴会。



第八次全国参战老兵大会与
会者在阳德温泉文化休养地度过
愉快的日子。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成立74周年庆祝活动隆重举行



敬爱的金正恩同志出席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
国成立74周年庆祝活动 

2022年9月8日





胜利和光荣的大庆典





胜利和光荣的大庆典





胜利和光荣的大庆典 191

敬爱的金正恩同志会见并祝贺勉励参加共和国
成立74周年庆祝活动的劳动模范和有功者 

2022年9月8日



敬爱的金正恩同志出席万景台革命学院和康盘石革命学院建院75周年纪念活动 
2022年10月12日





胜利和光荣的大庆典 197



敬爱的金正恩同志发表纪念讲
话《万景台革命学院和康盘石革
命学院作为骨干力量的原种场要
保证主体事业万古长青》。



胜利和光荣的大庆典



胜利和光荣的大庆典 203

敬爱的金正恩同志再次视察万景台革命学院 2022年10月16日



胜利和光荣的大庆典



胜利和光荣的大庆典



209

庆祝万景台革命学院和康盘石革命学院建院75周年
体育及游戏娱乐比赛在万景台革命学院举行



胜利和光荣的大庆典 211

敬爱的金正恩同志同朝鲜少年团第九次代表大会代表合影 2023年1月1日



胜利和光荣的大庆典 213

朝鲜少年团第九次代表大会举行 2022年12月
敬爱的慈父金正恩元帅给朝鲜少年团第九次代表大会参加者致纲领性信函《高举少年团旗奔向强国未来》。





胜利和光荣的大庆典

敬爱的慈父金正恩元帅送给
朝鲜少年团第九次代表大会
代表的礼物转达仪式举行 

2023年1月1日



捍卫国家主权，维护和平

2022年，朝鲜在粉碎敌对势力日益剧增的疯

狂的军事挑衅阴谋活动，捍卫国家主权与和平的

过程中取得宝贵成果。

这些成果是敬爱的金正恩同志卓绝的军事思

想、英明领导、无比的胆略所带来的。

敬爱的金正恩同志在党和国家会议上指明国

防工业要完成的战略目标，不断视察硝烟弥漫的

训练场和十分危险的火线做了具体指导，留下英

明领导的足迹。

在他的献身和劳苦之中，发生了依法固定朝

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核武力政策的政治事件，

在美国和敌对势力鲁莽的军事对抗妄动达到极点

的局势下，“火星炮-17”型新型洲际弹道导弹乘

载朝鲜劳动党绝对不变的对敌意志飞上天空，连

续研发出新一代主体武器，大力显示了主体朝鲜

捍卫和平的绝对力量和军事技术的强势。

还组织粉碎敌对势力盲目的军事挑衅的共和

国武装力量实战化军事训练和对应军事作战，显

示谁也不可侵犯朝鲜的尊严、主权、生存，阻挡

不了走向社会主义全面发展的有力步伐。

大力显示朝鲜国防力量飞跃发展面貌的2022

年成果，成为可靠保证国家的安全、人民的安宁

和朝鲜半岛地区和平的正义法宝。



高超音速导弹试射 2022年1月5日



223

敬爱的金正恩同志到场 
参观高超音速导弹试射 

2022年1月11日



225

战术制导导弹验收试射 2022年1月17日铁道机动导弹团进行检查发射训练 2022年1月14日



捍卫国家主权，维护和平 227

更新远程巡航导弹系统的试射 
2022年1月25日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防科学院进行重要武器试射

确定地对地战术导弹常规
战斗部威力的试射 

2022年1月27日



捍卫国家主权，维护和平 229

敬爱的金正恩同志视察生产重要武器系统的军工厂 2022年1月



231

地对地中远程弹道导弹
“火星-12”型验收试射 

2022年1月30日



捍卫国家主权，维护和平 233

敬爱的金正恩同志视察
国家宇宙开发局 

2022年3月



捍卫国家主权，维护和平 235

敬爱的金正恩同志视察西海卫星发射场 
2022年3月



捍卫国家主权，维护和平 237

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
武装力量最高司令官金正恩同志下达关于进行新型洲际弹道导弹试射的命令



捍卫国家主权，维护和平 239

敬爱的金正恩同志在现场指导“火星炮-17”型新型洲际弹道导弹试射 
2022年3月24日



考虑周边国家的安全，洲际弹道导弹试射采取了高角度发
射方式。

“火星炮－17”型洲际弹道导弹上升高度为6248.5公里，
用4052秒时间飞行1090公里，准确落在朝鲜东海公海上的预定
目标水域。

通过试射清楚地证明，武器系统的所有参数按设计要求准
确达标，并能够为战时环境条件迅速运营可靠性提供科技实践
保证。

“火星炮-17”型新型洲际弹道导弹试射



243

敬爱的金正恩同志观看
新型战术制导武器试射 

2022年4月16日



捍卫国家主权，维护和平 245

朝鲜劳动党第八届中央军事委员会第三次扩大会议举行 
2022年6月21日至23日

敬爱的金正恩同志
在会议上作了关于朝鲜
人民军一切军事政治活
动要坚持的重要原则的
结论。



捍卫国家主权，维护和平 247

2022年9月8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最高人民会议第七次会议
一致通过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法令《关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
和国核武力政策》。

通过关于共和国核武力政策法令，从而，朝鲜作为负责任的拥核国、有尊严
的自主强国地位变得不可抗拒，大大彰显了共和国政府为坚决保卫朝鲜革命的根
本利益和人民安全做出自主抉择并坚定不移地维护国家权益的意志，为朝鲜半岛
和地区、世界和平繁荣提供可靠法律宝剑，是重大的政治事件。

依法固定国家核武力政策，巩固
共和国的绝对地位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最高人民会议第七次会议 
2022年9月7日至8日



捍卫国家主权，维护和平 249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法令
《关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核武力政策》

敬爱的金正恩同志在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
第十四届最高人民会议第七次会议上发表

历史性施政演说



敬爱的金正恩同志指导朝鲜人民军战术核武器运用部队军事训练 
2022年9月25日至10月9日

为验证和判定国家战争遏制力和核反击战能力且向敌人发出强有力的警告，
进行朝鲜人民军战术核武器运用部队的军事训练。

美国勾结日本和南朝鲜动员核航母“里根”号战斗群等大规模海上战斗力
量，在朝鲜半岛水域连续进行危险的军事演习，公然对朝鲜实施军事威胁，进一
步加剧地区的紧张局势。

针对不可避免的形势，朝鲜劳动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于9月下旬就朝鲜半岛造成
的政治军事形势和前景进行讨论，并为了验证和提升国家战争遏制力可信度和战
斗力且向敌人发出强有力的军事反制警告，决定组织进行不同水平的实战化军事
训练。

在水库水中发射场进行模拟搭载战术核弹头的
弹道导弹发射训练 2022年9月25日



捍卫国家主权，维护和平

模拟搭载战术核弹头的
弹道导弹发射训练 

2022年9月28日



捍卫国家主权，维护和平

战术弹道导弹发射训练 
2022年9月29日和10月1日



捍卫国家主权，维护和平

新型地对地中远程弹道导弹发射 
2022年10月4日



捍卫国家主权，维护和平



超大型火箭炮和战术弹道导弹命中打击训练 
2022年10月6日

超大型火箭炮发射训练 
2022年10月9日



敬爱的金正恩同志指导朝鲜人民军前线远程炮兵部队和空军飞行队火力打击训练 
2022年10月6日和8日



朝鲜人民军西部前线远程炮兵部队和西部地区
空军飞行队进行联合打击训练 2022年10月6日





朝鲜人民军空军大规模航空
攻击综合训练 2022年10月8日



前线东部地区远程炮兵部队大规模
集中火力打击训练 2022年10月8日



捍卫国家主权，维护和平

远程战略巡航导弹试射
2022年10月12日



2022年10月31日至11月5日，在南朝鲜地区进行了空前大规模的美国南朝鲜联合

空中训练“警戒风暴”，动员包括核战略轰炸机在内的数百架各种战斗机。

美国和南朝鲜的大规模联合空中训练实际上是故意加剧地区紧张局势的公然挑

衅行为，特别是直接对准朝鲜的侵略性质很明显的万分危险的战争演习。

为显示针对严重情况的切实而坚决的回应意志和对朝鲜武装力量的军事能力的

明显自信感，给朝鲜官兵坚决的报复意志增添必胜信心，朝鲜人民军总参谋部从11

月2日至5日组织进行了军事应对作战。

针对美国南朝鲜联合空中训练“警戒风暴”

朝鲜人民军进行军事作战 
2022年11月2日至5日



美国和敌对势力执意迫使朝鲜半岛军事政治局势逼近危
险边缘，他们鲁莽的军事对抗妄动逾越红线，甚至把每一个
有关主权国家自卫权的事件都说成“挑衅”的伪善而强盗般
的诡辩在联合国舞台上变成合法化。在如此不可忽视的形势
下进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战略武装力量的新型洲际弹
道导弹试射。

新型洲际弹道导弹试射旨在验证武器系统的可信度和运
用可靠性。

“火星炮－17”型新型洲际弹道导弹上升高度为6040.9
公里，飞行距离达999.2公里，飞行时间为4135秒，最后准确
落在朝鲜东海公海的预定水域。

通过试射结果，清楚地验证了将代表朝鲜战略武装力量
的新型重要战略武器系统的可信度和全球最强战略武器的威
力强大的战斗性能。

敬爱的金正恩同志在现场指导朝鲜
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战略武装力量

的新型洲际弹道导弹试射
 2022年11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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捍卫国家主权，维护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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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爱的金正恩同志在现
场指导大功率固体燃料
发动机地上点火试验

2022年12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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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侦察卫星的重要试验 
2022年12月18日



捍卫国家主权，维护和平

超大型火箭炮验收试射 
2022年12月31日、2023年1月1日



捍卫国家主权，维护和平 291

献给朝鲜劳动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的600毫米
超大型火箭炮赠送仪式隆重举行 2022年12月31日



捍卫国家主权，维护和平 293



捍卫国家主权，维护和平





敬爱的金正恩同志为了实现人民的梦想和理想，一整年留下

了献身和劳苦的足迹。

敬爱的金正恩同志不顾正月寒风实地考察将为提高咸镜南道

人民的饮食生活作出贡献的连浦温室农场建设预定址，以此迈出

宏伟的创造大战的第一步。他把连浦温室农场建设定为2022年最

重大政策建设任务，并成为施工和建设负责人，英明领导了建设

工程。

他亲自铲下开工的第一锹土，并最优先解决组织建设力

量、设备、施工、材料保障问题等一切问题。由于有他的领

导，创造了仅用230多天建设世界最大规模现代化温室蔬菜生产

基地的奇迹。

不仅如此，他在和盛地区一万套住宅建设奠基典礼上发表

激动人心的讲话，还在朝鲜劳动党第八次代表大会提出的首都 

5万套住宅建设的第一个实体——松花大街和富有特色的普通江

岸楼梯式住宅区竣工典礼上，祝福迁入新居的人民，并和他们

同享喜悦。

在松花大街建设期间，他指导的形成方案达到1000多件，为

普通江岸楼梯式住宅区建设在一个多月的时间内指导的设计图纸

达到240多张。

全国各地取得宣告振兴农村新时代的变革成果，在金化郡建

设地方工业现代化样板厂等，这一年里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的创

造物都是他的为民献身所带来的结晶。

把人民的梦想和理想变为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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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爱的金正恩同志出席和盛地区一万套住宅建设工程奠基典礼，
发表意义深远的讲话 2022年2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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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爱的金正恩同志视察即将完工的松新、松花地区一万套住宅建设工地 
2022年3月15日



敬爱的金正恩同志出席
松花大街竣工典礼，为
竣工剪彩 2022年4月11日





把人民的梦想和理想变为现实 313

完工的松花大街

首都平壤松新、松花地区
一万套住宅，只用一年时间完
工，平凡的劳动人民无偿分配
到住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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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爱的金正恩同志视察建设在琼
楼洞的普通江岸楼梯式住宅区

2022年4月2日



敬爱的金正恩同志出席普通江岸楼梯式住宅区竣工典礼，为竣工剪彩
 2022年4月13日



321



在首都平壤风景秀丽的普通江岸建设富有特色的楼梯式住宅区，并无偿分配给生产革新者、有功
者、科学家、教育工作者等各部门劳模。



把人民的梦想和理想变为现实



把人民的梦想和理想变为现实

敬爱的金正恩同志实地考察
连浦温室农场建设预定址 

2022年1月27日



把人民的梦想和理想变为现实 329

敬爱的金正恩同志出席连浦温室农场建设奠基典礼，发表激动
人心的讲话，并铲起开工的第一锹土 2022年2月18日





把人民的梦想和理想变为现实 333

连浦温室农场竣工典礼隆重举行 2022年10月10日







连浦温室农场



按照地区特点建设的村庄里建有113栋1000多户的
单层、两三层住宅和教育、卫生保健机关、文化福利设
施，住宅按照99种形式建设。

连浦温室农场生产面积为100公顷，建设实现现代
化、集约化、工业化的850多栋水培及土壤温室。



把人民的梦想和理想变为现实 343

通过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育儿法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最高人民会议第六次会议 2022年2月



由国家负担向全国儿童供应乳制品。



把人民的梦想和理想变为现实

向全国新生供应新校
服、鞋子、书包、学
习用品。



朝鲜劳动党把后代教育工作视为国家重
大任务，在她的关怀下，与学校相隔较远的
山村学生们乘坐船上下学。



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文化领域取得成果

新建的渔郎川三号发电站



把人民的梦想和理想变为现实 353

新建的南兴青年化工联合企业大规模碳酸钠生产工序

改建的金星拖拉机厂



新建的大城山冰激凌厂



焕然一新的金化郡地方工业工厂



把人民的梦想和理想变为现实

敬爱的金正恩同志送给
的5500台农机转交给黄
海南道农业劳动者。





把人民的梦想和理想变为现实 363

按照朝鲜劳动党的构想迎来振兴农村的新时代





按照把社会主义农村面貌焕然一新的朝鲜劳动党崇
高的构想，各地大力推进单层、两三层、楼梯式文化住宅
建设，诞生新的仙境村庄，展现乔迁之风景。

在全国各地拔地而起的仙境村庄

○江南郡长桥农场
○德岩农场
○镜城郡盐盆农场
○金野郡龙源农场
○江西区德兴农场
○直节蔬菜农场
○罗津区
○先锋区
○连浦温室农场
○万景台区万景台蔬菜农场
○北青郡文洞果木农场
○寺洞区五柳蔬菜农场
○宝珠农场
○盐州郡内中农场
○温泉郡金城里
○长津郡白岩农场
○信川农场
○定平郡香洞农场
○泰川郡龙兴农场

○慈山农场
○平安北道农村经济委员会三光畜产农场
○乐浪区南寺农场
○力浦区小新蔬菜农场
○恩情区裴山蔬菜农场
○平壤市农村经济委员会大城蔬菜农场
○咸境北道农村经济委员会吉松农场
○咸州郡连浦农场
○兄弟山区兄山蔬菜农场
○洪原郡湖南农场
○康翎郡平茂农场
○检德地区
○庆源郡沙水农场
○嵋谷农场
○安岳郡屈山农场
○千里马区高昌蔬菜农场
○平壤市农村经济委员会长寿院农场
○平壤市农村经济委员会九瑞农场
       ………



“女装展-2022”举行





朝鲜劳动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
             第六次全体会议举行

朝鲜劳动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于2022年12月26至

31日举行。

朝鲜劳动党总书记金正恩同志在全会上引以自豪地总结以艰苦奋

斗的精神实现显著发展的2022年的全民性斗争，阐明了针对革命形势

演变的朝鲜的前进方向和飞跃途径。

朝鲜劳动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大力显示党的领导

能力，为朝鲜浩浩荡荡的前进气概和朝鲜百折不挠的斗争气势注入新

的勇气和活力，将成为在朝鲜革命胜利历程上缔造特有的重大变曲点

的意义深远的契机。



朝鲜劳动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
第六次全体会议举行 375



朝鲜劳动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
第六次全体会议举行 377

朝鲜劳动党总书记金正恩同志作了第一个议
程《关于2022年度党和国家主要政策执行情况总
结和2023年度工作计划》的报告。

敬爱的金正恩同志在报告中评价了去年我们党和人民紧密
团结并展开艰苦斗争持续争取有力发展的成果，并提出新年工
作的总方向：进一步扩大和发展打开社会主义建设新局面的全
民斗争，为完成五年计划提供决定性保证。



朝鲜劳动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
第六次全体会议举行 379



朝鲜劳动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
第六次全体会议举行 381

在彻底贯彻敬爱的金正恩同志在历史性报告中提出的纲领性任
务的各部门小组研究及协议会上，进行拟定决议草案的工作。

 



朝鲜劳动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
第六次全体会议举行 383

敬爱的金正恩同志表示，确信只要以新时代
党的建设理论为基础的五大方向被确定为我们党
的建设路线，那么朝鲜劳动党就能够始终坚持并
加强自己的性质和本色，一百年一千年地完成人
民所赋予的神圣使命和责任，并向全会郑重建议
正式确定集中反映全党意志的新时代党的建设方
向为党的路线。

全会一致表决通过了关于确定以敬爱的 

金正恩同志独创的党建思想和理论为基础的五大
方向为我们党新时代党建设路线的决议。

敬爱的金正恩同志作了第五个议程
《关于新时代党的建设五大路线》的报告。





387

朝鲜劳动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二次政治局会议举行 2022年12月30日



贯彻落实朝鲜劳动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
全体会议决议的平壤市动员大会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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