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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全国两会聚焦全国两会

新华社北京 3月 19日电 十三届
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主席团常务主席第
八次会议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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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的大会秘书处关于监察法草案建议
表决稿审议情况的汇报，关于政府工作
报告、2017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
划执行情况与2018年国民经济和社会

发展计划、2017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
行情况与 2018年中央和地方预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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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6个决议草案审议情况的汇报。

会议同意将上述草案表决稿提请
大会主席团第十一次会议审议。

大会主席团常务主席陈希、王晨、
曹建明、张春贤、沈跃跃、吉炳轩、艾力
更·依明巴海、万鄂湘、陈竺出席会议。

新华社北京 3月 19日电 十三届
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主席团19日下午在
人民大会堂举行第十一次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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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日下午，各代表团认真审议
了大会关于政府工作报告、2017年国
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
2018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
2017 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与
2018年中央和地方预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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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6个决
议草案，审议了监察法草案建议表决
稿，一致同意提请大会全体会议表决。
主席团常务主席根据各代表团的审议
意见，建议将各项决议草案和监察法草
案提请大会全体会议表决。

主席团会议分别表决通过，决定将
上述草案提请大会全体会议表决。

主席团常务主席陈希、王晨、曹建
明、张春贤、沈跃跃、吉炳轩、艾力更·依
明巴海、万鄂湘、陈竺出席会议。

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民
族委员会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
委员名单（共28名）
主任委员

白春礼（满族）
副主任委员

肖怀远 洛桑江村（藏族）
乃依木·亚森（维吾尔族）
丹珠昂奔（藏族） 李康（女，壮族）
李锐（回族）史大刚
那顺孟和（蒙古族）
哈尼巴提·沙布开（哈萨克族）
委员（按姓名笔划为序）

王砚蒙（女，傣族） 白文奇（蒙古族）
吉狄马加（彝族） 朴松烈（朝鲜族）
刘远坤（苗族） 杜小光（白族）
李飞跃（侗族） 杨成熙 吴月（女，黎族）
卓新平（土家族） 罗毅（布依族）
周敏（女） 郑军里（瑶族） 郭金才
郭振华 曹庆华（哈尼族）
韩梅（女，苗族）
嘉木样·洛桑久美·图丹却吉尼玛（藏族）

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监
察和司法委员会主任委员、副主任
委员、委员名单（共20名）
主任委员

吴玉良
副主任委员

王教成 张苏军 王胜明 徐显明
韩晓武 李钺锋 李伟 刘海星

高友东
委员（按姓名笔划为序）

王长河 王峰 叶赞平 朱海仑
刘德培 齐玉 张立军 陈勇
韩立平 鲜铁可

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教
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主任委员、
副主任委员、委员名单（共32名）
主任委员

李学勇
副主任委员

冷溶 殷方龙 吴恒 杜玉波
杨树安 李静海 杨志今 刘谦
张平 邱勇
委员（按姓名笔划为序）

马旭（满族） 王铮 王巍 古小玉
左中一 田红旗（女） 任鸣 刘云志
李巍 何雷 张洪贺 庞丽娟（女）
贾平凹 徐延豪 高红卫
蒋立虹（女，彝族） 韩永进 程恩富
赫捷 廖昌永 樊代明

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外
事委员会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
委员名单（共21名）
主任委员

张业遂
副主任委员

傅莹（女，蒙古族） 孙建国 张志军
鲁培军 陈凤翔 林建华 徐科（女）
张伯军 陈国民

委员（按姓名笔划为序）

王巍 石香元 刘健 许立荣 李义虎
何福胜 陈晋 陈福利 罗艳（女）
周弘（女） 夏伟东

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华
侨委员会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
委员名单（共19名）
主任委员

王光亚
副主任委员

罗保铭 贾廷安 黄龙云 张少琴
董中原 郭雷 曹鸿鸣
委员（按姓名笔划为序）

王树国 王贻芳 王辉忠 叶双瑜
宋琨 陈云英（女） 陈立
陈军（女，高山族） 郑奎城 董传杰
蒋漠祥

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环
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主任委员、副
主任委员、委员名单（共24名）
主任委员

高虎城
副主任委员

王洪尧 陆东福 赵宪庚 龚建明
窦树华 吕彩霞（女） 张守攻
袁驷
委员（按姓名笔划为序）

万卫星 王军 王秀峰 王金南
王毅 向巧（女，苗族） 刘绍亮
沈岩 张光荣 张柏楠 张通

翁孟勇 矫勇 程立峰 谭琳（女）
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农

业与农村委员会主任委员、副主任
委员、委员名单（共22名）
主任委员

陈锡文
副主任委员

杜德印 王宪魁 廖晓军 李春生
龙庄伟（苗族） 李家洋 刘振伟
王刚 蔡昉
委员（按姓名笔划为序）

王超英 冯忠华 刘玉亭 许为钢
李登海 张沁荣（女） 张烈英
陈平华 周建军 赵立欣（女）
彭勃 魏后凯

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社
会建设委员会主任委员、副主任委
员、委员名单（共24名）
主任委员

何毅亭
副主任委员

邓凯 江小涓（女） 景汉朝 宫蒲光
陈斯喜 李培林 任贤良 姚建年
委员（按姓名笔划为序）

马杰（女，回族） 王小云（女） 邓丽（女）
冯军 吕世明 江天亮（土家族）
何星亮 汪鸿雁（女） 金红光（朝鲜族）
郑功成 郎友良 孟建民 郭军（女）
谢国明 詹文龙

（新华社北京3月19日电）

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
主席团常务主席第八次会议举行

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
主席团举行第十一次会议

十三届全国人大八个专门委员会
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委员名单

（2018年 3月 19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

（上接第二版）
2001-2004年 外交部副部长、党

委委员
2004-2007年 驻日本大使
2007-2008年 外交部党委书记、

副部长
2008-2013年 中央台湾工作办公

室主任，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主任
2013-2018年 外交部部长、党委

副书记
2018- 国务委员、国务院党组

成员，外交部部长
中共第十七届、十八届、十九届中

央委员。

国务委员简历

男 ，汉 族 ，
1957年 6月生，辽
宁开原人，1976年

3月参加工作，1985年 8月加入中国共
产党，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财政专业
毕业，在职研究生学历，经济学博士学
位，经济师。

现任中共十九届中央委员，国务委
员、国务院党组成员，国务院秘书长、机
关党组书记。

1976-1978年 北京市机械局机械
研究所、机电研究院工人

1978-1982年 中国人民大学财政
系财政金融专业学习

1982-1987年 财政部综合计划司
长期计划处干部

1987-1991 年 财政部综合计划
司长期计划处（长期计划预测处）副处
长（其间：1987-1989年赴联邦德国进
修）

1991-1993年 财政部综合计划司
长期计划预测处处长

（1991-1992年挂职任辽宁省阜新
市计划经济委员会副主任）

1993-1994 年 财政部综合计划
司副司长

1994-1998 年 财政部综合与改
革司副司长

（1992-1995年财政部财政科学研
究所财政专业在职研究生学习，获经济
学博士学位；1994-1995 年中央党校
一年制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学习）

1998-2000年 财政部综合司司长
2000-2001年 财政部国库司司长
2001-2005年 财政部副部长、党

组 成 员 ，中 国 红 十 字 会 副 会 长
（2004.10）

2005-2007年 湖南省委常委、副
省长

2007-2013 年 国家税务总局局
长、党组书记

2013-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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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2017年 财政部部长、党组
书记，国务院副秘书长（负责国务院办
公厅常务工作，正部长级）

2017-2017年 财政部部长、党组
书记

2017-2018 年 国务院机关党组
书记、副秘书长，财政部部长、党组书

肖 捷

男 ，汉 族 ，
1953 年 12 月生，
山东莱西人，1973

年3月参加工作，1975年1月加入中国
共产党，中央党校研究生学历。

现任中共十九届中央委员，国务委
员、国务院党组成员，公安部部长、党委
书记，总警监。

1973-1975 年 山东省莱西县夏
格庄联中民办教师

1975-1976 年 山东省莱西县农
业学大寨工作队队员、夏格庄公社团委
副书记

1976-1980 年 山东省莱西县夏
格庄公社党委常委，姜山公社党委常
委、宣传委员

1980-1982 年 共青团山东省莱
西县委副书记（其间：1980-1982年山
东省委党校干部专修科学习）

1982-1983 年 共青团山东省莱
西县委书记

1983-1984 年 山东省莱西县南
岚乡、水集镇党委书记

1984-1987 年 山东省莱西县委
副书记、县长

1987-1989 年 山东省即墨市委
副书记、市长

1989-1991 年 山东省即墨市委
书记

1991-1994 年 山东省城乡建设
委员会副主任

1994-1997 年 山东省城乡建设
委员会主任（其间：1995-1996年中央
党校一年制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学习）

1997-2001 年 山东省德州市委
书记

（1996-1998 年中央党校在职研
究生班科学社会主义专业学习）

2001-2001 年 山东省政府党组
成员

2001-2006年 山东省副省长
2006-2006年 江苏省委常委
2006-2010年 江苏省委常委、副

省长
2010-2012年 贵州省委副书记、

代省长、省长
2012-2012年 贵州省委书记、省

长
2012-2013年 贵州省委书记
2013-2015年 贵州省委书记、省

人大常委会主任
2015-2016年 河北省委书记
2016-2017年 河北省委书记、省

人大常委会主任
2017-2018年 公安部部长、党委

书记
2018- 国务委员、国务院党组

成员，公安部部长、党委书记
中共第十八届、十九届中央委员。

（新华社北京3月19日电）

记，中央国家机关工委书记
2018- 国务委员、国务院党组

成员，国务院秘书长、机关党组书记
中共第十七届、十八届、十九届中

央委员。

赵克志

“真心为人民的领路人”

庄严的历史时刻，深深地印刻
在人民的脑海中——

3月 17日上午，北京人民大会
堂，全票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主
席的习近平，左手抚按宪法，右手举
拳，庄严宣誓。

“这是习近平主席执政为民的铮
铮誓言。”回想起当时的场景，陕西
省商洛市山阳县安家门村党支部书
记宁启水代表仍心绪万千，“习近平
主席是我们衷心拥护的领袖，是真
心为人民的领路人！”

振奋人心的消息，牵动着滹沱
河北岸的人们。3月 17日一早，河
北正定县塔元庄村的党员干部和村
民们聚集在村党支部的电视机前观
看直播。随着习近平全票当选国家
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的结果一公布，
大家站起来，热烈鼓掌。

如磐初心，写在神州大地；执政
为民，印在百姓心间。

中央党校、国家民委、人社部的
干部职工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
习近平总书记以非凡的政治智慧
和深厚的人民情怀，带领全党全军
全国各族人民开创了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新时代，推动党和国家事业
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
革，展现出巨大的政治勇气、坚定
的意志品质、强烈的责任担当，赢
得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衷
心拥护和爱戴。

民革中央和台盟中央表示，习近平
当选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充分反
映了包括各民主党派在内的全国各族
人民的衷心拥护，对他治国理政卓越
能力的高度认可，对不断开创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
热切期盼。

观看了选举、宣誓的电视直播，
宁夏银川市西夏区文昌路街道“共享
社区”党总支书记刘丽娟激动地说：

“这是历史的选择，更是全国各族儿
女的共同期盼！中华民族一家亲，各
族人民要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同心协力，守
望相助，共创团结奋斗、繁荣发展的
新时代。”

“我们对未来更加充满信心”

3 月 17日，杭州梦想小镇。从
手机新媒体弹窗看到习近平当选国
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的消息，“海
归”创业人士、国家千人计划特聘专
家郑攀难掩激动之情：“我们坚信，
梦想的道路将越来越宽广，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在前
方！”

“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候
都离实现中国梦这个梦想更加接
近。”全国政协委员、东北林业大学
副校长赵雨森激动地说，“习近平总
书记 2016 年来到黑龙江省考察调
研时，对林区的转型发展作出重要
指示。我们将把总书记的殷殷嘱托
化作前进的动力，为实现绿色梦想、
建设美丽中国继续努力！”

在南海边陲，海南省肿瘤医院
理事长蒋会成谈起自己的“闯海
梦”：“随着改革开放的步伐，民营企
业发展迎来了千载难逢的机遇，我
们对未来更加充满信心！”

升腾起追梦的愿景，凝聚起筑
梦的信心。

外交部、全国妇联、中央国家机
关工委的干部职工表示，习近平当
选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充分体
现了全党全国人民的共同心愿，是
党心所向、民心所向、众望所归。进
入新时代，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伟大事业必将破浪前行，不
断取得新的胜利，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中国梦一定能够实现。

民进中央、农工党中央、九三
学社中央表示，将充分发挥各自界
别特色和优势，深入开展调研，积
极建言献策，为夺取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智慧和
力量。

中国梦引领强军梦，强军梦支
撑中国梦。参加过去年朱日和阅
兵的某空中突击旅特级飞行员汤
军倍感振奋：“作为一名军人，我们
一定要全面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
建设一支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
风优良的人民军队，把人民军队全
面建成世界一流军队，为实现‘两
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强大动力和战
略支撑。”

“撸起袖子加油干，用
奋斗报效祖国”

这是一个伟大的新时代，这是
一个奋斗的新起点。

工信部、商务部、审计署和国家
卫生部门干部职工表示，大国的扬
帆远航，离不开掌舵者。习近平当
选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是亿万
人民对国家的掌舵者、人民的领路
人的高度信任和衷心拥护，中华民
族将迈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
坚实步伐，续写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事业的新辉煌。

财政部、住建部、中国人民银
行、国家文化部门的广大干部职工
表示，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真抓实干，
积极作为，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
的美好生活需要，奋力谱写新时代
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

篇章。
百舸争流，奋楫者先。连日来，

“中国天眼”发起人之一、中科院
FAST（天眼）重点实验室主任彭勃
的朋友圈里，关于“习近平全票当选
为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的信息
仍在不断刷屏，他的同事、学生和远
在海外的学子们纷纷留言点赞，表
达激动之情。

“2016 年 9 月 25 日，‘中国天
眼’落成启用，习近平总书记发来贺
信，勉励我们早出成果、多出成果，
出好成果、出大成果。一年多来，上
百名科技工作者和工程技术人员顽
强拼搏、刻苦钻研，我们要让中国科
技创新迈上新高峰。”彭勃说。

“从追赶到引领，我们的国家、
我们的民族像‘复兴号’列车一样，
在世界上赢得了越来越多的尊重和
掌声。”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
司职工朱芹说，“走进新时代，我们
要勇担重任、勇立潮头，让中国高铁
跑得更快、更稳、更安全。”

来自甘肃的全国人大代表郭玉
芬说：“作为国家掌舵者，习近平把
解决好群众的急、忧、盼放在心里、
当成使命，推进全面深化改革向纵
深发展。我们要乘奋进之势，聚奋
发之力，继续撸起袖子加油干，用奋
斗报效祖国！”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担当，国家
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春回大地，武汉大学樱花绽
放。即将毕业的经济与管理学院大
四学生杨佩汶说：“习近平总书记多
次鼓励我们要坚定理想信念，勇做
时代的弄潮儿。今天，我们拥有无
比广阔的时代舞台，更要志存高远、
脚踏实地，积极投身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让青春年华
在为国家、为人民的奉献中焕发出
绚丽光彩。”

（新华社北京3月19日电）

紧跟领路人 再创新辉煌
——社会各界热烈拥护习近平当选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

连日来，习近平全票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的消息在

社会各界引起热烈反响。

大家表示，这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期盼、时代的重托，是党心所向、民心所盼、众望所归。广大干

部群众坚信，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必将凝聚起中华民族的磅礴力量，迈出决胜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坚实步伐，续写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辉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