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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全国两会聚焦全国两会

据新华社北京3月 18日电 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
议主席团18日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第九次会议。

主席团常务主席栗战书主持会议。会议应到190人，
出席190人，出席人数符合法定人数。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六十二条的规定，国务
院总理李克强向大会提出了国务院副总理、国务委员、各
部部长、各委员会主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审计长、秘书
长的人选，提请大会决定任命。

主席团会议经表决决定，将李克强提名的上述国务院
其他组成人员的人选，提请各代表团酝酿。

十三届全国人大设10个专门委员会。其中，宪法和
法律委员会、财政经济委员会组成人员名单已于3月13日
表决通过。3月15日，中共中央向大会主席团提出了其他
8个专门委员会的建议人选名单。

主席团会议分别经过表决，决定将十三届全国人大民
族委员会、监察和司法委员会、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
外事委员会、华侨委员会、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农业与
农村委员会、社会建设委员会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委员
的人选，作为主席团提名，提请各代表团酝酿。

据新华社北京3月 18日电 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
议主席团18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第十次会议。

主席团常务主席栗战书主持会议。会议应到190人，
出席190人，出席人数符合法定人数。

3月12日全天，各代表团认真审议了全国人大常委会
工作报告。根据代表们提出的意见和建议，报告作了7处
修改。主席团常务主席建议批准修改后的常委会工作报
告，并代拟了关于常委会工作报告的决议草案。

会议经过表决，决定将大会关于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
报告的决议草案提请各代表团审议。

3月10日全天，各代表团认真审议了最高人民法院工
作报告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代表们充分肯定最高
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过去五年的工作，对报告提出
的2018年工作安排表示赞成。各代表团一致同意批准上
述报告。根据代表们的审议意见，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
民检察院对各自的报告认真进行了修改。主席团常务主席
建议批准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
告，并代拟了关于上述报告的2个决议草案。

会议分别经过表决，决定将大会关于最高人民法院工
作报告的决议草案、关于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的决议
草案提请各代表团审议。

3月18日下午，各代表团对国务院副总理、国务委员、
各部部长、各委员会主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审计长、秘
书长的人选进行了酝酿，对人选名单一致表示赞成。主席
团会议经过表决，决定将上述国务院其他组成人员的人
选，提请大会全体会议决定任命。

3月18日下午，各代表团对十三届全国人大民族委员
会、监察和司法委员会、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外事委
员会、华侨委员会、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农业与农村委
员会、社会建设委员会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委员的人选
进行了酝酿，对人选名单一致表示赞成。主席团会议分别
经过表决，确定了上述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的正式人选名
单，提请大会全体会议表决。

据新华社北京3月 18日电 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
议主席团常务主席第七次会议18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举
行。大会主席团常务主席栗战书主持会议。

会议听取了大会副秘书长信春鹰分别作的大会秘书
处关于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
告、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审议和修改情况以及决议草
案代拟稿的汇报。

会议听取了大会副秘书长姜信治作的大会秘书处关
于国务院副总理、国务委员、各部部长、各委员会主任、中
国人民银行行长、审计长、秘书长的人选，十三届全国人大
民族委员会、监察和司法委员会、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
会、外事委员会、华侨委员会、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农
业与农村委员会、社会建设委员会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
委员的人选酝酿情况的汇报。

会议同意将上述决议草案和各项名单草案提请主席
团第十次会议审议。

得民心众望所归 齐奋斗再创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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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一版）全国人大代表裴春亮禁
不住热泪盈眶。“这是我们代表 13亿
多人民作出的郑重选择，表达了每一
个中国人对习近平主席发自内心的
拥戴。”

来自太行山区的裴寨村党支部书
记裴春亮是多届全国人大代表，也是
党的十九大代表。他动情地说：“我们
党有这样一位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
往作为奋斗目标的领导核心，我们国
家有这样一位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
领袖，我们的事业一定能够实现新的
更大的辉煌。”

中联部、统战部、中直机关工委、
团中央干部职工认为，习近平全票当
选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是亿万人
民的共同心声。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党和国家事
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
革。习近平总书记的核心地位是经过
历史证明、实践检验的，他是当之无愧
的党的核心、人民的领袖。

民政部、交通运输部、教育部干部
职工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在领导党和
国家事业发展的过程中，展现出非凡
的政治智慧、顽强的意志品质、深厚的
人民情怀、强烈的责任担当，习近平当
选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是历史的
选择、人民的选择、时代的选择，是党
心所向、民心所盼、众望所归。

令人振奋的消息，传到江西井冈
山茅坪乡神山村。2016年春节前夕，

习近平总书记来到神山村看望乡亲
们。两年间，神山村发生了翻天覆地
的变化，昔日的土坯房不见了，黄桃、
茶叶等产业发展起来了。“这些都离不
开党和国家的好政策。习近平总书记
心里装着老百姓，他当选国家主席、中
央军委主席，我们完全拥护！”77岁的
老支书彭水生说。

工人、农民、知识分子、青年学生……
习近平主席关心牵挂着每一个群体。

“习近平主席对青年人的成长给
予殷切期望，他的谆谆教导是我们青
年人的成长成才指南。”从新闻客户端
上看到习近平全票当选国家主席、中
央军委主席的消息，南开大学文学院
2016级本科生吴国豪说。

“‘人民’在习近平总书记的心中
重如千钧，这样一位人民至上的领袖，
我们怎能不爱戴？”全国政协委员、广
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第四人民医院护
士长杜丽群说，习近平当选国家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是举国意志的体现，是
党心民心的凝聚。

时代呼唤：共和国领路
人带领中国走向富强

左手抚按宪法，右手举拳，习近平
主席在近 3000名全国人大代表的见
证下，庄严宣誓。

审议宪法修正案草案、监察法草
案，首次举行国家领导人宪法宣誓……

全面依法治国的步伐在这个春天更加
铿锵有力。

公安部、司法部、国家安全部干
部职工表示，我们之所以能够统筹推
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
个全面”战略布局，迎来从站起来、富
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最根本
的原因就在于有习近平总书记这个党
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有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
引。习近平当选国家主席、中央军委
主席，有利于党和国家事业的兴旺发
达、长治久安。

民建中央、全国工商联表示，坚决
拥护习近平当选国家主席、中央军委
主席。要充分发挥自身特色和优势，
围绕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建设现代
化经济体系、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打赢三大攻坚战等集智聚力，跟上新
时代、增强新本领、实现新作为。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壮美
乐章里，美丽中国的音符格外动人。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坚持
山 水 林 田 湖 草 是 一 个 生 命 共 同
体”……对于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管理
局局长赵利而言，习近平总书记一句
句既接地气又饱含哲理的话语，为他
做好本职工作指明了方向。

“这是既为当代人着想、又为子孙
后代负责的情怀、担当和智慧。有这
样一位领路人，共和国的明天一定越
来越美。”守在电视机前等来习近平当

选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的好消息，
赵利十分激动。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锦绣
画卷里，文化自信的色彩灿烂夺目。

江苏省少年儿童文化艺术促进会
常务副主席张锋注意到，今年全国两
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培育
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国家的强大，民族的复兴，必然
要求人民群众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定文化自信，
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把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社会发展各方
面，这些都充分体现了他的远见卓识，
得到全党全社会的高度认可。”张锋
说。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宏伟
征程上，创新驱动的力量锐不可当。

识才爱才敬才用才，党的十八大
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专家学者、对各
领域人才的关心与尊重、理解与支持
暖人心扉，对创新驱动发展的重视振
奋人心。

在安徽合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生命科学院执行院长薛天对这些年来
不断向好的创新创业政策和环境感慨
良多。“在海外，我们更能感受到国家
的发展和强大。好的政策和环境，让
回国的人能干实事、干成事。”2012年
从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归国的薛天
说，在习近平主席的带领下，我们的国
家将更具向心力、更有吸引力。

万众一心：“中国号”掌舵
者凝聚团结奋斗的磅礴力量

这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接续
奋斗。

水利部、国家资源部门、国家环境
部门干部职工表示，我们对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事业的光明前景充满必胜信
心，面对新要求新任务，要更加紧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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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以时不我待、只
争朝夕的精神，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伟大胜利作出更大贡献。

这是一心一意跟党走的真情与信
念。

习近平主席宣誓的声音，在青海
省贵德县河阴镇大史家村党委书记毕
生忠代表耳畔久久回响。毕生忠是第
十二届、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2016
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参
加青海代表团审议时，同他有一段长
达 20分钟的对话交流。村里种什么
庄稼、牛羊育肥和水产养殖业如何发
展……毕生忠没有想到，总书记问得
那么细致。

“如今，村里发展新型建材厂、农
业种植合作社等集体经济，57户贫困
户于2017年底全部脱贫。”毕生忠说，
自己最大的愿望是邀请习近平总书记

到村子里看一看，亲耳听听乡亲们对
跟着共产党把日子越过越好的信心和
决心。

虽然是周末，西藏山南市乃东区
克松社区党支部第一书记卓玛仍忙碌
在春耕第一线。手机一声振动，卓玛
读到了习近平当选国家主席、中央军
委主席的新闻快讯。

“国家的政策特别好，老人、孩子、
残障人士等都有补贴，村民们生活很
幸福。习近平当选国家主席、中央军
委主席，我们撸起袖子加油干的劲头
更足了。”卓玛说。

这是砥砺奋进、再创辉煌的昂扬
斗志。

短短几年时间，从合肥舰下水入
列，到远赴大洋参加联合军演，海军合
肥舰舰长赵岩泉率领官兵创下令人叹
服的“合肥舰速度”。

“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主席在解
放军和武警部队代表团发表的重要讲
话，为我们谱写新时代强军兴军新篇
章提供了根本遵循。”赵岩泉代表说，
要牢记习主席嘱托，建设强大的现代
化人民海军，保卫国家领海主权，更好
地维护国家海洋权益。

大江南北，长城内外，万语千言
中，民心在汇聚，力量在激荡。更加
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周围，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
民携手同心，向着民族伟大复兴昂首
前进！ （新华社北京3月18日电）

新华社北京3月 18日电 一些
国家领导人和国际组织负责人陆续
致电致函习近平，热烈祝贺习近平
当选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柬埔寨国王西哈莫尼表示，我
谨代表柬埔寨全体人民和参议院、
国会、政府，并以我个人的名义向您
致以最热烈的祝贺。我坚信，在您
的英明领导下，中国将会取得更大
发展成就，越来越繁荣富强，并继续
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重要作
用。

柬埔寨首相洪森表示，您的丰
功伟业赢得了全体中国人民的充分
信任。我坚信，有您的远见卓识和
不懈努力，中国政府和人民将在实
现“两个一百年”目标奋斗中不断进
步，将中国建成一个富强民主文明
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文莱苏丹哈桑纳尔表示，在您
的卓越领导下，中国社会主义现代
化强国建设不断取得巨大成就，为
全球和平、发展和繁荣作出重要贡
献。希望中国作为具有战略性引领

作用的负责任大国，不断取得新的
成功。

新加坡总理李显龙表示，过去
5年，在不确定和充满挑战的国际
环境中，您领导中国取得新的成就，
中国政府在改善民生方面展现了巨
大的决心。相信在您的坚强领导
下，中国将继续朝着实现新时代的
目标前进。

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
夫表示，在您高瞻远瞩的领导下，中
国正在持续实施深思熟虑的改革战
略，以实现国家稳定发展和繁荣。
您的当选将提高中国作为有威望的
世界大国在国际政治经济舞台上的
作用和地位，保障全球、包括本地区
的稳定和安全。

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表示，
您的当选充分证明中国社会对您确
定的政治路线的坚定支持。在您的
英明领导下，中国在经济社会发展
和巩固国际威望道路上取得了前所
未有的成就。

吉尔吉斯斯坦总统热恩别科夫

表示，您的全票当选表明您实施的
内政外交方针政策获得中国人民高
度信任，相信您的治国经验和远见
卓识将确保中国取得新的发展成
就。

非盟轮值主席、卢旺达总统卡
加梅表示，在您强有力的领导下，中
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人民生
活水平显著提高，国际影响力与日
俱增。

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表示，在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指引下，中国必将成为21世纪伟
大的社会主义大国。我们坚信，中
国将继续发挥保障和平、维护国际
法、促进世界力量平衡的作用。

意大利总统马塔雷拉表示，祝
您在履行这一崇高使命中取得更大
成就，我愿与您共同推动深化意中
关系及两国在多边和欧中框架下各
领域务实合作。

葡萄牙总统德索萨表示，我深
信在您新的任期内，葡中之间稳固
的友好关系将进一步加强，各领域

务实合作将得到更大发展。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表示，

您为加强中国政府同联合国的伙伴
关系展现了坚定承诺和领导力。联
合国愿同中国进一步加强合作，维
护和平，实现可持续发展，促进全球
人民福祉。

向习近平主席发来贺电或贺函
的还有：尼泊尔总统班达里、新加坡
总统哈莉玛、坦桑尼亚总统马古富
力、阿塞拜疆总统阿利耶夫、亚美尼
亚总统萨尔基相、摩尔多瓦总统多
东、肯尼亚总统肯雅塔、刚果（布）总
统萨苏、布隆迪总统恩库伦齐扎、乍
得总统代比、莫桑比克总统纽西、莱
索托国王莱齐耶三世、塞舌尔总统
富尔、尼泊尔总理奥利、圣多美和普
林西比总理特罗瓦达、萨摩亚总理
图伊拉埃帕、意大利总理真蒂洛尼。

阿富汗总统加尼、玻利维亚总统
莫拉莱斯、巴拿马总统巴雷拉、伊朗
总统鲁哈尼、马来西亚总理纳吉布、
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穆罕默德还以
其他方式向习近平主席表示祝贺。

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3月
17 日选举产生新一届国家领导人。
习近平全票当选国家主席、中央军
委主席。国际社会看好新一届国家
领导人带领中国实现发展目标，期
待与中国共同发展、互利共赢。

美国全国公共广播电台报道
说，解决发展中的问题需要强有力
的领导层，相信中国新一届国家领
导人将致力于深化改革，解决中国
经济结构性问题及推进反腐，这将
有利于全球经济增长。

日本《日本经济新闻》报道说，
中国全国人大全票选举习近平为国
家主席。作为新时代中国的领导
人，习近平为中国人民勾勒出到
2050年将中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
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
图景。

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主任

研究员安德烈·维诺格拉多夫认为，
中国新一届国家领导人的选举产
生，不仅有利于中国的长期稳定发
展，也有利于中国推动构建新型国
际关系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近年来，俄中关系处于历史最
好时期，相信中国新一届国家领导
人将继续推动俄中关系健康稳定发
展，造福两国人民。

法国巴黎第八大学中国问题专
家皮埃尔·皮卡尔说，在国内外形势
发生深刻复杂变化的背景下，中国
需要一个稳定团结、坚强有力的领
导层来领导这个国家为实现既定奋
斗目标继续努力。他说，新一届国
家领导人将带领中国人民建设一个
更美好的中国，并与世界各国共同
建设一个和平稳定、互利共赢的世
界，“我对此很有信心”。

欧洲议会欧中友好小组秘书长

盖琳认为，新一届国家领导人的选
举产生将确保中国决胜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
化和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
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奠定坚实
基础，同时也有利于“一带一路”建
设的推进，并确保中国继续推动构
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美国《全球策略信息》杂志社华
盛顿分社社长威廉·琼斯说，期待中
国新一届国家领导人开辟美中合作
新领域，增进两国对彼此发展目标
和战略意图的理解，确保美中关系
稳定发展。

巴基斯坦公共政策研究所主席
沙希德·布尔基说，世界需要习近平
这样富有远见的政治家，相信在中
国新一届国家领导人的带领下，中
国全面深化改革一定会取得胜利，
中国一定会被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

主义现代化国家，并为世界带来稳
定。

埃及《中国周报》主编迈扎特·
伊马姆说，五年来，中国在经济、社
会、政治等领域取得极不平凡成就，
相信在新一届国家领导人带领下，
中国将全面深化改革，推动构建新
型国际关系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
同体，与各国互利互惠、合作共赢。

塞浦路斯欧洲大学校长科斯
塔·古里亚莫斯说，当今世界充满动
荡和不安，中国在促进发展、引领创
新、打击腐败、消除绝对贫困等领域
所展现出的智慧和力量，为世界提
供了解决各类问题的选择和参考，
相信在新一届国家领导人的带领
下，中国一定拥有光明未来，中国正
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
稳步前行。

（新华社北京3月18日电）

国际社会高度关注
中国选举产生新一届国家领导人

外国领导人祝贺
习近平当选国家主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