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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1．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



会主席团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1943年5月26日
）
292．毛泽东给季米特洛夫的电报（晚于1943年5月
26日）
293．伊利切夫给季米特洛夫的电报（1943年5月31日
）
294．季米特洛夫给毛泽东的电报（1943年6月10日）
附录
295．菲京关于中国政界和新闻界对共产国际解散的
反应给季米特洛夫的信（1943年6月7日）
296．毛泽东关于陈绍禹、秦邦宪、张闻天和其他中
国共产党人的错误路线给季米特洛夫的电报（1943年
6月25日）
297．伊利切夫给季米特洛夫的电报（1943年12月3日
）
298．季米特洛夫就中共党内状况给毛泽东的信（
1943年12月22日）
299．毛泽东给季米特洛夫的信（1944年1月10日）
300．弗拉索夫关于同毛泽东的谈话向伊利切夫所作
的通报（1944年1月12日）
人名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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