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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0月23日电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
表大会主席团 22日晚和 23日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第三次和
第四次会议，通过十九届中央委员会委员、候补委员和中央纪
律检查委员会委员候选人名单（草案），提交各代表团酝酿。

习近平同志主持会议。
会议通过了经各代表团差额预选产生的十九届中央委员

会委员、候补委员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候选人名单（草
案），决定将名单提交各代表团酝酿。

据了解，从 10月 21日开始，各代表团对十八届中央政治局
提出并经大会主席团通过的十九届中央委员会委员、候补委员
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候选人预备人选名单进行了认真
酝酿。代表们认为，这个名单是经过严密的组织程序、充分发
扬党内民主产生的，集中了各地区、各部门、各条战线、各个行
业党的执政骨干和优秀代表，整体素质优良、结构比较合理、分
布比较均衡，群众基础比较好，是一个考虑比较周全的方案。

10月 22日下午和 23日上午，大会举行各代表团全体会议，

先后对中央委员、中央纪委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进行了预选。
按照大会选举办法的规定，预选采用差额选举办法，差额比例
均多于8%。整个预选工作在大会主席团的领导下，在监票人的
监督下，严格按照大会选举办法进行，预选结果合法、有效。

根据大会选举办法规定和日程安排，23日下午，大会举行
各代表团分组会议，酝酿主席团第三次、第四次会议通过的中
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中央纪委委员候选人名单。

24日上午，大会将举行正式选举。

党的十九大主席团举行第三次、第四次会议
通过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和中央纪委委员候选人名单（草案）

习 近 平 主 持 会 议

10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团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

第四次会议。习近平同志主持会议。

新华社记者 兰红光摄

10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团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第四次会议。习近平、

李克强、张德江、俞正声、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等出席会议。

新华社记者 兰红光摄

征服高峰，需要超越的是自我。
“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不断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

水平”……党的十九大吹响了新时代党的建设的强劲号角，展示
出一个百年大党浴火重塑的坚强决心，彰显着中国共产党人在新
时代面前的政治自觉和历史担当。

连日来，全军和武警部队官兵认真学习党的十九大报告，大

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周围，毫不动摇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毫不动摇把党建设得
更加坚强有力。

因训练战备、执勤巡逻等任务的需要，第 74集团军某
旅、南部战区空军某旅、武警福州市支队、无锡联勤保障中心
等单位因地制宜，通过听广播、看电视等，组织官兵认真学习
报告中关于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论述。湖北某预备役团政
委邓仕林谈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全面从严治
党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铁腕反腐、凝心聚魂、正风肃
纪、坚毅担当，新时代党的建设发生了历史性的新变化。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中国工程院院士、解放军

总医院专家组主任医师卢世璧虽已是耄耋之年，但仍然坚持
参加学习报告。亲身经历了从旧社会到新社会转变的他告诉
大家：“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只有共产党才能发展中国！”

学习讨论中，南部战区某团、新疆军区某部、浙江省军
区、武警南阳市支队等单位官兵普遍感到，现在党员干部用
权更规范了，工作作风更实了。作为党内风气全面好转的
亲历者和受益者，大家满怀信心地表示，在决胜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的新航程
中，“中华号”巨轮必须由党来掌舵。

党的十八大以来，省军级以上党员干部及其他中管干
部 440 人被立案审查，100 多万名优秀基层公务员得到了
晋升……专题党课教育中，这组对比强烈的数据让武警西
藏森林总队官兵深有感触：“一个政党、一个政权，其前途
命运取决于人心向背。人民群众反对什么、痛恨什么，我
们就要坚决防范和打击。”

走进训练场宣讲党的十九大报告，郑州联勤保障中心
某部、海军军医大学党委围绕“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
等话题与官兵展开热烈互动。他们感到，这是党对所肩负
使命任务的清醒认识、对“四大考验”“四种危险”的高度警
觉、对当前反腐败斗争形势的准确判断，每一名党员干部都
要认真对照报告精神，不断加强自身的学习和改造，绝不能
辜负党中央和习主席的期望。

军队党的建设是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重要组成部
分，是军队建设发展的核心问题，是军队全部工作的关键。
学习中，这成为全军官兵的一致共识。

北部战区空军某旅、海军南海舰队某基地、南疆军区某
通信团、武警陕西省总队二支队等单位党委谋划工作时，自
觉把战斗力标准贯彻到部队党的建设各个方面。中部战区
陆军某炮兵团政委巩志国说，军队是要准备打仗的，军队党
的建设必须把抓练兵打仗作为第一要务，团结带领广大官
兵坚决完成党和人民赋予的新时代使命任务。海军东海舰
队某潜艇支队党委议训会围绕一批重难点作战课题展开讨
论，支队领导感到，全面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必须不断
强化党委班子的把关定向作用，提高党委和领导善谋打仗
能力，让军队党的建设成为人民军队的制胜优势。

秦成峰团队首次揭示寨卡病毒导致婴儿小头症的根本
机制，陈薇团队研发的埃博拉疫苗获得国家食品药品监督
管理总局批准，艾辉胜团队应用微移植技术治疗老年白血
病两年总生存率达 50.2%……近段时间，军事医学研究院
在学科领头人带领下，硕果累累。十九大代表、中国工程院
院士李松表示，每一名党员都要以十九大报告强调的“打铁
必须自身硬”的要求为标准，发挥好“领头羊”“火车头”的示
范带动作用。

近日，陆军某部“杨子荣连”进行 30公里强化训练，连
队党员干部冲锋在前。曾受到习主席亲切接见的第 77集
团军某陆航旅各级党员干部将学报告焕发出的政治热情，
转化为带兵打仗的强大动力，在艰苦环境中当先锋、打头
阵。该旅飞行营营长张可洪说，军队是要准备打仗的，党
员干部必须在建强新型作战力量、提升全域作战能力上作
表率。

学习讨论越深入，理解感悟越透彻，贯彻落实越自觉。
全军将士坚信，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
下，沿着十九大报告指引的方向走下去，不断将全面从严治
党的伟大工程推向前进，就一定能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的伟大胜利。
（本报北京10月23日电 记者张科进、孙兴维、邵龙

飞，特约记者姜博西、余泓纬、罗国金、贺军荣、张强，通讯员
沈基飞、侯玮、廖海庭、刘星、刘侃、王祥林、韩萌、郭炫宇、于

乔冰、张杰、施福寿、刘俊耀、王均波、郑剑伟、王泽锋、罗正

然、蒋俊斌、黄旭、王守领、王丹、蒙卓霖、于航、郭彬、李佳

豪、练伟、李三磊、梁晨、殷鹏钊、薛成清、宁学鹏等来稿）

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全军和武警部队官兵认真学习党的十九大报告，表示要

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毫不动摇
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毫不动摇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

本报北京10月23日电 记者安普忠、尹航报
道：金秋结硕果，盛会催奋进。连日来，出席党的十
九大的解放军代表团和武警部队代表团代表，在会
场内外持续进行热烈讨论和深入交流。代表们深切
感到，习近平同志作的报告，主题鲜明、内涵深刻，高
屋建瓴、气势磅礴，反复学习领会，备受激励鼓舞，倍
感使命在肩。大家坚定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党的
十九大精神，牢固确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大力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
为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全面建成世界一流
军队不懈奋斗。

讨论交流中，代表们普遍感到，十八大以来的 5
年，是党、国家和军队发展进程中极不平凡的 5年。
这 5年，习主席带领我们走过非凡历程、取得卓越成
就，在砥砺奋进中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
在伟大实践中形成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这5年，习主席复兴图强的领袖风范、许党许国的
担当精神，深深感染着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在领

导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
现伟大梦想中成为众望所归的领导核心。5年来，人
民军队在新时代中国特色强军之路上迈出坚定步
伐，特别是纵深推进正风反腐，恢复和发扬我党我军
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人民军队政治生态得到有效
治理；强力推动国防和军队改革，实现组织架构和力
量体系革命性重塑；不断加大依法治军从严治军力
度，持续深化练兵备战，遂行使命任务能力大幅提
高。这些成就的取得，根本的在于有习主席这个核
心的领航掌舵，在于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

新时代开启新征程，新使命呼唤新作为。代表
们说，十九大报告对全面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提
出新的更高要求，我们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为
指导，全面贯彻落实报告作出的各项战略部署，努
力在新起点上开创强军兴军新局面。要大力推进
政治建军，毫不动摇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绝对领导的

根本原则和制度，持续深化理论武装，不断强化“四
个意识”，增强“四个自信”，确保任何时候任何情况
下都坚决听从党中央、中央军委和习主席指挥；大
力推进改革强军，继续深化重大政策制度改革，推
进军事管理革命，完善和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军事制度；大力推进科技兴军，牢固树立科技
是核心战斗力的思想，推进重大科技创新、自主创
新，努力建设创新型人民军队；大力推进依法治
军，努力实现治军方式根本性转变，不断提高国防
和军队建设法治化水平；大力推进练兵备战，积极
开展实战化训练，扎实做好军事斗争准备，全面提
高打赢能力，切实担当起党和人民赋予的新时代使
命任务。

代表们表示，要把学习贯彻十九大精神作为首
要政治任务，深入宣讲，模范践行，引导官兵把思想
和行动统一到大会精神上来，以更加饱满的政治热
情和强烈的使命感责任感，投身新时代强军兴军伟
大实践。

解放军代表团和武警部队代表团代表一致表示，深入学习
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全面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

为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
全面建成世界一流军队不懈奋斗

（第五至九版）

解放军和武警部队代表在审议《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
案）》时认为，把党的建设的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
的成果写入党章，符合形势和任务发展变化需要，符合广大
党员意愿，是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需要，有利于全
党更好贯彻落实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有利于促进全
党同志准确把握新时代的新要求，推动党和国家事业沿着
正确的方向发展。
“我们党是一个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党章也需

要与时俱进。”马卫庆代表说，适应新形势新任务对党的工
作和党的建设提出的新要求，对党章进行适当修改，顺应新
时代要求，体现广大党员意愿。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迫切需要新的理论指导
我们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
梦想。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最新成果，是党和人民实践经验和集体智慧的结晶，
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全党全国
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行动指南。代表们
表示，顺应新时代要求，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写入党章，是全党共同的意志、人民共同的意愿。
“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同马克思列

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
学发展观一道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有利于更好地把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前进，是党心所向、民心所望。”来
自海军的鲁军勇代表说。

代表们表示，党要团结带领人民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
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必须毫不动摇坚持
和完善党的领导，毫不动摇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

从“四个全面”到“四个自信”，从新发展理念到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到培育和践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从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到推动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5年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深刻把握世情国情党情，提出了一系列重要论断，作出一系
列重大部署。“及时在党章中体现这些最新成果，有利于推
动党和国家事业沿着正确轨道向前发展。”这是代表们的一
致共识。

新时代，新征程。代表们说，这次党章修改，充分体现
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充分体现了党的十八大以
来党中央提出的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充分体现
了党的工作和党的建设的新鲜经验，使之成为全党行为的
规范，要更好学习党章、遵守党章、贯彻党章、维护党章，更
好发挥党章对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的规范和指导
作用，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
围，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伟大胜利。 （本报北京10月23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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