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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跃跃简历
沈跃跃，女，汉族，1957年1月生，浙江宁波人，1977年5月参加工作，1981

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央党校研究生学历。
现任中共二十届中央委员，十四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主席。

王勇简历
王勇，男，汉族，1955年 12月生，辽宁盖州人，1969年 8月参加工作，1974

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哈尔滨工业大学技术经济工程专业毕业，研究生学历，
工学硕士学位，研究员。

现任中共二十届中央委员，十四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周强简历
周强，男，汉族，1960年4月生，湖北黄梅人，1976年8月参加工作，1978年

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西南政法学院研究生院民法专业毕业，研究生学历，法学
硕士学位。

现任中共二十届中央委员，十四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帕巴拉·格列朗杰简历
帕巴拉·格列朗杰，男，藏族，1940年2月生，四川理塘人，大学学历。
现任十四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佛教协会名誉会长，西藏自治区政协主席。

何厚铧简历
何厚铧，男，汉族，1955年 3月出生于澳门，广东番禺人，加拿大约克大学

工商管理系毕业，大学学历。
现任十四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梁振英简历
梁振英，男，汉族，1954年 8月生，山东威海人，英国布里斯托理工学院毕

业，大学学历。
现任十四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巴特尔简历
巴特尔，男，蒙古族，1955年 2月生，辽宁康平人，1973年 1月参加工作，

1981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央党校研究生学历，经济学硕士学位。
现任中共二十届中央委员，十四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苏辉简历

苏辉，女，汉族，1956年 5月生，台湾台南人，台盟成员、中共党员，1975年
7月参加工作，中央财政金融学院财政系财政学专业毕业，大学学历，高级会
计师。

现任十四届全国政协副主席，台盟中央主席。

邵鸿简历
邵鸿，男，汉族，1957年11月生，辽宁盖州人，九三学社成员，1975年11月

参加工作，南开大学历史系中国古代史专业毕业，研究生学历，历史学博士学
位，教授。

现任十四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九三学社中央常务副主席。

高云龙简历
高云龙，男，汉族，1958年12月生，山东莱芜人，民建成员，1985年5月参加

工作，清华大学化工系化工专业毕业，研究生学历，工学博士学位，高级工程
师。

现任十四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主席、中国民间商会
会长。

陈武简历
陈武，男，壮族，1954年11月生，广西崇左人，1972年10月参加工作，1975

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央党校研究生学历，研究员。
现任十四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穆虹简历
穆虹，男，汉族，1956年 12月生，辽宁大连人，1976年 3月参加工作，1984

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央财政金融学院金融系金融专业毕业，大学学历，
经济师。

现任十四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办公室分管日常
工作的副主任。

咸辉简历
咸辉，女，回族，1958年3月生，甘肃定西人，1975年3月参加工作，1976年

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兰州大学管理学院行政管理专业毕业，在职研究生学
历，管理学博士学位。

现任十四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王东峰简历
王东峰，男，汉族，1958年 2月生，陕西西安人，1981年7月参加工作，1980

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西安交通大学应用经济学专业毕业，在职研究生学历，
经济学硕士学位，高级经济师。

现任十四届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

姜信治简历
姜信治，男，汉族，1958年2月生，甘肃敦煌人，1974年2月参加工作，1980

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兰州大学夜大政治经济学专业毕业，在职大学学历。
现任十四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共中央组织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

蒋作君简历
蒋作君，男，汉族，1955年7月生，安徽怀宁人，致公党成员，1974年3月参

加工作，南京医学院基础医学部寄生虫学专业毕业，研究生学历，医学博士学
位，教授。

现任十四届全国政协副主席，致公党中央主席。

何报翔简历
何报翔，男，汉族，1963年4月生，湖南岳阳人，民革成员，1982年7月参加

工作，中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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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级工程师。

现任十四届全国政协副主席，民革中央常务副主席。

王光谦简历
王光谦，男，汉族，1962年4月生，河南镇平人，民盟成员，1989年12月参加

工作，清华大学水利水电工程系水力学及河流动力学专业毕业，研究生学历，
工学博士学位，教授，中国科学院院士。

现任十四届全国政协副主席，民盟中央常务副主席，清华大学副校长。

秦博勇简历
秦博勇，女，汉族，1964年11月生，河北永清人，民建成员，1986年7月参加

工作，北京大学法律系刑法学专业毕业，在职研究生学历，法学硕士学位。
现任十四届全国政协副主席，民建中央常务副主席，审计署副审计长。

朱永新简历
朱永新，男，汉族，1958年8月生，江苏盐城人，民进成员，1976年5月参加

工作，同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管理工程专业毕业，在职研究生学历，管理学博
士学位，教授。

现任十四届全国政协副主席，民进中央常务副主席。

杨震简历
杨震，男，汉族，1961年11月生，江苏常州人，农工党成员，1983年7月参加

工作，上海交通大学电子信息学院通信与信息系统专业毕业，研究生学历，工
学博士学位，教授。

现任十四届全国政协副主席，农工党中央常务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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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票当选，昭示民心所向！
铮铮誓言，激荡奋进豪情！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

征程迎来历史性一刻——2023年3月
10日上午，习近平总书记全票当选国
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

实到代表2952名，发出选票2952
张，收回选票 2952张，赞成 2952票！
沉甸甸的选票，凝聚着亿万人民对新
时代新征程领路人的衷心拥护和无比
信赖。

人民大会堂经久不息的掌声，彰
显着全过程人民民主汇聚起的强大意
志和复兴伟力。

这是万众一心的强劲旋律。
10日一早，天安门广场洒满朝晖。

出席十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的代表
们迈着坚定有力的步伐步入人民大会
堂，准备行使人民赋予的神圣权力。

上午 9时 27分，选举正式开始。
监票人仔细检查全场 28 个红色的
电子票箱和电子选举系统，工作人

员有序分发选票，代表们认真查看、
写票……现场有条不紊、秩序井然。

9时 50分许，伴随着喜庆欢快的
乐曲，代表们依次走到票箱前，郑重地
将选票一张一张地投入票箱中。

根据中共中央建议、由十四届全
国人大一次会议主席团提名、经各代
表团充分酝酿协商，候选人最终由大
会主席团根据代表的意见确定下来。

代表们对提名习近平同志为国家
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一致拥护。大家
一致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带领全党全
军全国各族人民披荆斩棘，建立非凡
之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已经
成为亿万人民的坚定共识。习近平总
书记掌舵领航新时代新征程，是历史
的选择、人民的选择、时代的选择，是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所系，是全体人民
众望所归。

10时55分，工作人员声音洪亮地
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候选人
习近平 赞成 2952票”。计票结果同

步显示在现场大屏幕上。
全场起立，掌声雷动。
主持人宣布：“习近平同志当选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掌声更加热烈，响彻人民大会堂。
习近平向全体代表鞠躬致意。
当主持人宣布习近平同志当选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
时，如潮的掌声再次响起。

继全票当选党的二十大代表、二
十届中央委员、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全
票当选十四届全国人大代表后，习近
平总书记全票当选国家主席、中央军
委主席。

党的核心、人民领袖、军队统帅当
之无愧。

新时代十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人民，采取一系
列战略性举措，推进一系列变革性实
践，实现一系列突破性进展，取得一系
列标志性成果，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
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

党的二十大对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进行了战略谋划。新的历史起点
上，亿万人民满怀信心和憧憬，凝聚建
设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向着民
族复兴光明未来阔步进发。

伟大的时代，必有领路人指引方向；
伟大的事业，必有掌舵者沉着领

航。
人们坚信，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号巨轮必将乘风破浪、行稳致
远。

红星熠熠，催人奋进；铮铮誓言，
重若千钧。

11时 7分，解放军军乐团奏响宣
誓号角。12名礼兵从大礼堂后方一路
正步行进至主席台前伫立。

主席台上，3名礼兵护送《中华人
民共和国宪法》入场，将宪法端正放置
于宣誓台上。

国歌响起，全场齐声高唱。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
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雄
壮的大国之歌，激励中华儿女勇毅前
行，昂首奋进新征程。

伴随着嘹亮的主席出场号角，习
近平步履坚定地走到宣誓台前。

国徽熠熠，见证神圣时刻——
习近平左手抚按宪法，右手举拳，

面向近3000名全国人大代表庄严宣誓。
“我宣誓：忠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

法，维护宪法权威，履行法定职责，忠
于祖国、忠于人民，恪尽职守、廉洁奉
公，接受人民监督，为建设富强民主文
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努
力奋斗！”

人民大会堂再次响起长时间热烈
掌声。

仪式庄严，诠释对国家根本法的
尊崇与维护——

五年前，人民共和国历史上首次
国家领导人宪法宣誓载入史册。习近
平总书记亲自实践、亲身垂范，推动宪

法实施，筑牢新时代依宪治国、依宪执
政之基。

誓言铿锵，满怀豪情引领壮阔征
途——

到 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
代化，到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富强
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
强国……中国式现代化的美好前景令
人向往，人民领袖带领各族人民迈上
新的逐梦征程。

掌声回荡，信心满怀谱写新的篇
章——

“这是习近平总书记许党许国、执
政为民的铿锵誓言！”

“有习近平总书记当我们的‘主心
骨’，一定能战胜各种艰难险阻！”

“我们要在习近平总书记带领下
踔厉奋发、再建新功！”

……
澎湃的心声，炽热的真情。
大会堂外，红旗猎猎。
神州大地，生机勃发。

人民的重托 庄严的承诺
——记习近平当选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并进行宪法宣誓

新华社记者

望神州，春潮澎湃、长风浩荡；
这一刻，举国振奋、全球瞩目——
2023年 3月 10日上午，在十四届

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第三次全体会议
上，习近平同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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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党心民心凝
聚，信心力量激荡。

这一选举结果充分反映了全党全
军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心愿，充分体现
了党的意志、人民意志、国家意志的高
度统一。广大干部群众表示，要更加紧
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周围，坚定信心、同心同德，向着全面
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全面推进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

见证新的历史时刻

人民大会堂大礼堂，热烈掌声一
次次响起。会场内外万众一心，共同
见证历史性时刻。

“这是 14亿多人民作出的郑重选
择，表达了人民群众对习近平总书记
发自内心的拥戴。”郑重投下神圣一
票，全国人大代表倪迪心潮澎湃，“作
为中国远洋海运集团职工，工作 20多
年来，我亲历了中国航运事业蓬勃发
展。中国号巨轮行稳致远，离不开习
近平总书记掌舵领航。我们要团结奋
斗，担当作为，在新征程上劈波斩浪、
勇往直前！”

习近平同志全票当选的喜讯通过
电波、网络传遍大江南北，亿万人民欢
欣鼓舞、振奋不已。

四川绵阳北川羌族自治县石椅
村，党员干部和村民们聚集在电视机
前观看直播。随着习近平同志全票当

选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的结果一
公布，大家兴奋地站起来热烈鼓掌。

“这些年，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
兴，乡亲们日子越过越红火。习近平
同志全票当选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
席，更坚定了我们推动乡村振兴、奔向
共同富裕的决心！”石椅村党支部书记
陈爱军格外激动，“今年春节前总书记
通过视频连线为我们送来鼓励和祝
福，我们充满干劲，要百尺竿头更进一
步，在乡村振兴中取得新的更大成
绩！”

走过新时代十年非凡历程，我国
发展站上新的更高起点，全面建设社
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进入新的关键一
程。

越是壮阔的征程，越需要领航的
力量。

“我们坚决拥护习近平同志当选

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全国人大
代表、“强军先锋飞行大队”大队长高
中强说，“十年来，在强军目标引领下，
强军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
性变革。聚焦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
标，沿着习主席指引的方向前进，我们
必将战胜一切困难挑战！”

中组部、中宣部、全国人大常委会
机关、全国政协机关干部职工一致认
为，习近平同志当选国家主席、中央军
委主席，是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
共同心愿，体现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
人民对习近平总书记的衷心拥护。新
时代新征程上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
业推向前进，要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
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
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更
加自觉地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

一致。
在湖南睿图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内，总经理周博文正和同事们讨论打
造系列创新实验室，推动科技成果就
地转化。手机提示音不断响起，“习近
平全票当选为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
席”的消息迅速刷屏，大家纷纷转发点
赞，表达激动之情。

2020年 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湖
南长沙主持召开基层代表座谈会，周
博文在会上对“十四五”规划编制提出
建议。“总书记高瞻远瞩、运筹帷幄，是
中国式现代化事业的领路人。我们一
定牢记嘱托，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努力破解‘卡脖子’难题，为推进中国
式现代化贡献力量。”

民盟中央、致公党中央、无党派人
士表示，习近平同志全票当选国家主
席、中央军委主席，是历史的选择、人

民的选择、时代的选择。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的坚强领导，是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
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政治保
证。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切实担负
起好参谋、好帮手、好同事的责任，促
进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效能不断提升，
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凝聚亿万人民的共同意愿

“我宣誓：忠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
法，维护宪法权威，履行法定职责，忠
于祖国、忠于人民，恪尽职守、廉洁奉
公，接受人民监督，为建设富强民主文
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努
力奋斗！”

（下转第六版）

历史的选择 人民的期盼 时代的重托
——习近平全票当选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极大鼓舞和激励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踔厉奋发新征程

新华社记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