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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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新华社

“永远做人民公仆、时代先锋、民族脊梁”
——习近平等十九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记者见面会侧记

上接02版 人民大会堂宴会厅
华灯璀璨、济济一堂，洋溢着热烈喜
庆的气氛。2700 多名代表、特邀代表
和列席人员汇聚在这里，着装整齐，
精神饱满，怀着激动的心情，等候领
导同志到来。

下午4时，习近平等步入宴会厅，
全场响起长时间热烈的掌声。习近平
等领导同志向大家挥手致意，走到代
表们面前，同前几排同志亲切握手，不
时互动交流，向他们问好。代表们纷纷
向习近平等领导同志致意，送上热情
的问候。大厅内，真情涌动，暖意融融，
掌声、欢呼声经久不息。

参加会见的还有：全国人大常
委会、国务院、最高人民法院、最高
人民检察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
领导同志和从领导职务上退下来的
老同志。

上接05版

郭声琨同志简历
郭声琨，男，汉族，1954年10月生，江

西兴国人，1973 年 8 月参加工作，1974 年
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北京科技大学管理
科学与工程专业毕业，在职研究生学历，
管理学博士学位，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现任中央政治局委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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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警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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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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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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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十九届中央领导机构成员简历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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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在新时代展现党的新气象新作
为，在新征程谱写新篇章夺取新胜利，不断开创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更加光明的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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