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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 10月 25日上午，世界的目光聚焦中国、
聚焦北京，人民大会堂又一次迎来历史性时刻——

新一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即将
在这里集体亮相。

东大厅内，华灯璀璨。一面鲜红党旗醒目地竖
立在主席台一侧。

500多名中外记者已经在会场内等候。他们有
的提前 2个多小时就赶到这里，架起摄影机、照相
机，打开电脑、录音笔，希望在这场举世瞩目的新闻
报道中抢得先机。
“中国共产党变得越来越强大，取得了巨大发

展成就。”塔斯社北京分社社长基里洛夫已是第三
次参加这样的见面会，“世界从来没像今天这样关
注中国、关注这个世界上最大的政党。”

时代的回眸给人鲜明昭示。5 年前，正是在
这里，习近平总书记以许党许国的情怀立下庄严
承诺——
“夙夜在公，勤勉工作，努力向历史、向人民交

出一份合格的答卷。”
5年砥砺奋进，5年成就辉煌。如今，中共十八

大绘就的宏伟蓝图正在化为亮丽的图景，党和国家
事业发生历史性变革，一个个中国奇迹震惊世界。

时针指向11时 54分，新当选的中共中央总书记
习近平，同李克强、栗战书、汪洋、王沪宁、赵乐际、
韩正步入会场。在刚刚闭幕的中共十九届一中全
会上，他们当选为新一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
场响起长时间热烈的掌声。

亮成一片的闪光灯中，穿着深色西装、系着
红色领带的习近平总书记居中站立，自信而坚
定。其他常委分列两侧，面带微笑。这一历史
性场景，第一时间通过电视、网络传遍神州大
地、传遍世界。

此刻，远在陕北梁家河的党员干部和乡亲们
聚在党员活动室，目不转睛地收看电视直播。看
到镜头中出现习近平总书记的身影，大家情不自
禁鼓起掌来。

会场上，习近平总书记代表新一届中共中央领
导成员衷心感谢全党同志的信任，表示一定恪尽职
守、勤勉工作、不辱使命、不负重托。

面对中外记者的镜头，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
讲话。

这是对伟大梦想的坚定信心——
“我们将总结经验、乘势而上，继续推进国家治

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坚定不移深化各方面改
革，坚定不移扩大开放，使改革和开放相互促进、相
得益彰。我坚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将在改革开
放的进程中得以实现。”

这是对人民饱含的殷殷深情——
“我们要牢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

的奋斗目标，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努力抓
好保障和改善民生各项工作，不断增强人民的获得
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这是对自我革命的必胜信念——
“实践充分证明，中国共产党能够带领人民进

行伟大的社会革命，也能够进行伟大的自我革命。我们要永葆蓬勃朝气，永远做人
民公仆、时代先锋、民族脊梁。”

20多分钟、1000多字的讲话，情真意切，坚毅自信，显示了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
风范，展现了大国领袖的气度和品格。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只要我们深深扎根人民、紧紧依靠人民，就可以获得无穷

的力量，风雨无阻，奋勇向前。”从电视上听到习近平总书记振奋人心的话语，十九大
代表、贵州六盘水市海嘎村党支部第一书记杨波难抑激动，“我们一定要扎扎实实落
实好，不负总书记嘱托、不负党和人民的期望。”

12时 17分，见面活动结束，全场再次响起热烈的掌声。闪光灯依然闪烁，快门
声此起彼伏，将一个个珍贵的画面永久定格。

（新华社北京10月25日电 记者张晓松、邹伟；参与采写：陈晨、于佳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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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胶囊胃镜机器人？”一位老大爷，抚着眼镜
弯下腰，仔细地看着展台上那个小小的胶囊，好奇地
说：“太让人震撼了，一个小小胶囊就能看清胃部，还没
有痛苦？太进步了！”
“砥砺奋进的五年”大型成就展开展的一个月里，

这样的惊叹和称赞，每天都在展区上演着。参观者纷
纷为祖国五年来的成就点赞：“厉害了，我的国”“我们
期盼美好的未来。”

展览由中共中央宣传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

会、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中共北京市委联合主办，运
用图片、文字、视频、实物、模型互动体验等形式，全面
宣传展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事业发生的历史
性变革。

据统计，截至 25 日，成就展累计参观人数高达
90.57万人。

便携式水下机器人、暗物质粒子探测卫星——“悟
空”模型、世界首颗量子卫星——“墨子号”模型、“蛟龙
号”载人深潜器模型……一件件科技新成果的展品模

型吸引人们驻足，拿出手机拍个不停。
五年来，党和国家全面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

面创新改革试验取得重要突破。从“天眼”探空到“蛟
龙”探海，从量子卫星天地一体化实验到“神威·太湖之
光”超级计算机，中国人自古“上九天揽月，下五洋捉
鳖”的愿望变为现实……
“咱们国家这五年真是干了不少事！”“中国，加

油！”“中国梦一定能实现！”……电子屏幕上滚动展示
着观众们通过语音留言，发出的一句句感言。这些喝
彩与祈愿，汇聚成一种信心、一种力量，感召着更多的
人为实现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而奋斗。

通过参观展览，很多青年学子更加感受到时代进
步速度之快，更加自豪于国家发展稳步之姿，更加清楚
地认识到当代青年的使命担当。

本科生姜卓君说：“希望能身体力行地为我们伟
大祖国的下一个五年、十年、五十年奉献青春、贡献
力量。”

（据新华社北京10月25日电）

恢弘展览再现壮阔画卷
——“砥砺奋进的五年”大型成就展展出一月反响强烈

■新华社记者 王 茜 黄小希 王思北

新时代，需要科学理论指引；新征程，需要坚强核

心领航。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

议，选举产生了新的中央领导机构，习近平同志再次

当选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中央军委主席，一批为党

和国家事业作出重大贡献的同志从党中央领导岗位

上退下来，一批德才兼备、年富力强的领导干部进入

新一届中央委员会和中央领导机构。这是一个政治

坚定、团结统一、坚强有力、奋发有为的中央领导集

体，这是一个人民可以期待、适应党和国家事业发展

需要的中央领导集体。选举结果充分体现了全党全

军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心愿，充分反映了我们党朝气

蓬勃、兴旺发达。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团

结带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奋力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

党的十九大，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作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

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

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等重大政治论断，深刻阐

述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把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确立为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

导思想，深刻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对决胜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

作出了全面部署。党的十九大和党的十九届一中全

会的胜利召开，为党和人民事业发展进一步指明了前进

方向，为我们党继续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奠定

了重要的思想政治基础，为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

精神，全面贯彻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

提供了坚强的政治保证和组织保证。

党的十九届一中全会决定了中共中央军事委员

会组成人员，全军和武警部队坚决拥护全会的决定。

我们坚信，在党中央、中央军委和习主席坚强领导下，

我军将在中国特色强军之路上不断迈出新的步伐，为

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提供有力战略支撑。

万山磅礴看主峰。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

党。我们党是一个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定成熟、

永葆先进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在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只有在党的坚强领导下，才

能凝聚起同心共筑中国梦的磅礴力量。现在，国内

外形势正在发生深刻复杂变化，我国仍然处于重要

战略机遇期，前景十分光明，挑战也十分严峻。走好

新时代的长征路，一刻也离不开党的坚强领导；进行

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

梦想，我们党更加需要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和中央

领导集体。

我军是党绝对领导下的人民军队，任何时候任何

情况下都以党的旗帜为旗帜、以党的方向为方向、以

党的意志为意志，在高举旗帜、维护核心上要更加坚

定自觉。广大官兵要不断强化政治意识、大局意识、

核心意识、看齐意识，坚决维护权威、维护核心、维护

和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坚决听从党中央、中央军委

和习主席指挥。全军要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为行动指南，牢固确立习近平强军思想在

国防和军队建设中的指导地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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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实担

当起党和人民赋予的新时代使命任务。

高举旗帜 维护核心

新华社北京10月25日电 中国国民党主席吴敦
义 25日致电祝贺习近平连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表示国
共两党在“九二共识”的基础上，努力推动两岸关系从
紧张对立到和平发展，实现两岸领导人会面，成效有目
共睹。未来盼望两党持续深化“九二共识”，强化互信、

真诚合作，再创两岸和平发展新局。
同日，习近平复电吴敦义表示感谢。复电指出，

2005年以来，国共两党秉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之
共同政治基础，携手努力，推动两岸关系走上和平发展
道路，成果惠及两岸同胞。诚期两党以两岸同胞福祉

和中华民族利益为念，巩固既有政治基础，不断增进互
信，加强交流合作，同为维护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贡献。

亲民党主席宋楚瑜、新党主席郁慕明等也致电祝
贺习近平连任中共中央总书记。

中国国民党主席吴敦义电贺习近平连任中共中央总书记

习近平复电表示感谢

（上接第五版）

1973－1977 年 江西省兴国县五里亭公社
知青

1977－1979 年 江西冶金学院矿业系选矿
专业学习

1979－1985 年 冶金部画眉坳钨矿机选车
间技术员、工段长、党支部书记，生产副主任、行
政副主任、主任

1985－1990 年 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总公司
画眉坳钨矿矿长

1990－1992 年 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总公司
画眉坳钨矿矿长兼贵溪银矿建设指挥部总指挥、
党委书记

1992－1993 年 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总公司
贵溪银矿矿长、党委书记

1993－1997 年 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总公司
南昌公司经理、党组书记（其间：1994－1996年中
南工业大学管理工程系管理工程专业学习，获管
理学硕士学位；1995－1996年中央党校一年制中
青年干部培训班学习）

1997－1998 年 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总公司
副总经理、党组成员

1998－1999 年 国家有色金属工业局党组
成员

1999－2000 年 国家有色金属工业局副局
长、党组成员

2000－2001 年 国务院国有重点大型企业
监事会主席，中国铝业公司筹备组组长

2001－2004 年 中国铝业公司总经理、党
组书记兼中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总裁（其
间：2002.03－2002.05 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
班学习）

2004－2007 年 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副书
记，区政府副主席、党组副书记
（2003－2007年北京科技大学管理科学与工

程专业学习，获管理学博士学位）
2007－2008年 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书记
2008－2012年 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书记，

区人大常委会主任
2012－2013年 公安部部长、党委书记
2013－2017年 国务委员、国务院党组成员

兼公安部部长、党委书记，中央政法委员会副书
记，武装警察部队第一政委、党委第一书记

2017－ 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
记，国务委员、国务院党组成员兼公安部部长、党
委书记，中央政法委员会副书记，武装警察部队
第一政委、党委第一书记

第十六届、十七届中央候补委员，十八届、十
九届中央委员，十九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
记处书记。

黄坤明同志简历

黄坤明，男，汉族，1956年 11月生，福建上杭
人，1974年 12月参加工作，1976年 10月加入中国
共产党，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公共管理专业毕
业，在职研究生学历，管理学博士学位。

现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
央宣传部主持常务工作的副部长，中央精神文明
建设指导委员会办公室主任。

1974－1977 年 陆军三二八六六部队八十
四分队战士、副班长

1977－1978 年 福建省上杭县通贤公社通
贤大队文书、党支部委员

1978－1982年 福建师范大学政教系学习
1982－ 1985 年 福建省龙岩地委组织部

干部
1985－1988 年 福建省龙岩地委组织部青

干科副科长（其间：1985－1988年中央党校培训
部研究生班学习）

1988－1990 年 福建省龙岩地区行署办公
室副主任

1990－1991 年 福建省龙岩地区行署办公
室主任

1991－1992 年 福建省龙岩地区行署副秘
书长、办公室主任

1992－1993 年 福建省龙岩地区行署专员
助理、副秘书长、办公室主任

1993－1995 年 福建省龙岩地区行署专员
助理、永定县委书记

1995－1997年 福建省龙岩地委委员、永定
县委书记

1997－1998年 福建省龙岩市委常委、永定
县委书记

1998－1999年 福建省龙岩市委副书记、市长

1999－2000年 浙江省湖州市委副书记、代
市长

2000－2003 年 浙江省湖州市委副书记、
市长

2003－2007年 浙江省嘉兴市委书记、市人
大常委会主任

2007－2010年 浙江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2005－2008年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公共

管理专业学习，获管理学博士学位）
2010－2012 年 浙江省委常委、杭州市委

书记
2012－2013年 浙江省委常委，杭州市委书

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
2013－2014年 中央宣传部副部长
2014－2017 年 中央宣传部主持常务工作

的副部长（正部长级），中央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
员会办公室主任

2017－ 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
记，中央宣传部主持常务工作的副部长，中央精
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办公室主任

第十八届中央候补委员，十九届中央委员，
十九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

蔡奇同志简历

蔡奇，男，汉族，1955 年 12 月生，福建尤溪
人，1973年 3月参加工作，1975年 8月加入中国共
产党，福建师范大学经济法律学院政治经济学专
业毕业，在职研究生学历，经济学博士学位。

现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北京
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组织委员会主席、党组
书记。

1973－1975 年 福建省永安县西洋公社插
队知青

1975－1978 年 福建师范大学政教系政教
专业学习

1978－1983 年 福建师范大学党委办公室
干部

1983－1987 年 福建省委办公厅综合处干
部、副处长

1987－1991年 福建省委办公厅正处级秘书
1991－1992年 福建省委政改办副主任

1992－1993年 福建省委党建办副主任、省
委办公厅厅务会议成员

1993－1996年 福建省委办公厅副主任、厅
务会议成员（其间：1994－1996年挂职任福建省
三明市委副书记；1996.03－1996.07 中央党校地
厅级干部培训班学习）

1996－1997年 福建省三明市委副书记
（1994－1997年福建师范大学经济法律学院

硕士研究生班学习）
1997－1999年 福建省三明市委副书记、副

市长、市长
1999－2002 年 浙江省衢州市委副书记、

市长
（1998－2001年福建师范大学经济法律学院

政治经济学专业博士研究生班学习，获经济学博
士学位）

2002－2004年 浙江省衢州市委书记、市人
大常委会主任

2004－2007年 浙江省台州市委书记
2007－2010年 浙江省杭州市委副书记、市长
2010－2013年 浙江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
2013－2014年 浙江省委常委、副省长
2014－2015 年 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办公

室副主任
2015－2016 年 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办公

室主持常务工作的副主任（正部长级）
2016－2017 年 北京市委副书记、代市长、

市长，北京 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组织委员会
执行主席、党组副书记

2017－2017年 北京市委书记，北京 2022年
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组织委员会主席、党组书记

2017－ 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
北京 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组织委员会主席、
党组书记

第十九届中央委员，十九届中央政治局委员。

尤权同志简历

尤权，男，汉族，1954年 1月生，河北卢龙人，
1969年 9月参加工作，1973年 3月加入中国共产
党，中国人民大学计划经济系国民经济计划专业
毕业，研究生学历，经济学硕士学位。

现任中央书记处书记，福建省委书记、省人
大常委会主任。

1969－1976年 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战士、
连指导员

1976－1976 年 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街道
党委协助工作（待分配）

1976－1980年 北京第一机床厂工人、组织
科干事

1980－1984 年 中国人民大学一分校计划
统计系国民经济计划专业学习

1984－1987 年 中国人民大学计划经济系
国民经济计划专业硕士研究生

1987－1988 年 中国人民大学计划经济系
教师

1988－1988年 国务院办公厅秘书局干部
1988－1990 年 国务院办公厅秘书二局主

任科员
1990－1992 年 国务院办公厅秘书二局一

组副组长（副处级）
1992－1993 年 国务院办公厅秘书二局一

组一秘（正处级）兼副组长
1993－1995 年 国务院办公厅秘书二局一

组组长
1995－1997 年 国务院办公厅秘书二局助

理政务专员（副局级）
1997－1998 年 国务院办公厅秘书二局副

局长
1998－ 2000 年 国务院办公厅秘书二局

局长
2000－2006年 国务院副秘书长、机关党组

成员
2006－2008年 国家电力监管委员会主席、

党组书记
2008－2012年 国务院副秘书长（负责国务

院办公厅常务工作，正部长级）、机关党组副书记
2012－2013年 福建省委书记
2013－2017年 福建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

会主任
2017－ 中央书记处书记，福建省委书记、

省人大常委会主任
第十七届中央候补委员，十八届、十九届中

央委员，十九届中央书记处书记。
（新华社北京10月25日电）

中共十九届中央领导机构成员简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