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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3月12日电 一些国家领导人陆续通过致
电致函等方式，热烈祝贺习近平当选中华人民共和国主
席。

埃及总统塞西表示，您再次出任这一崇高职位，是对
您卓越领导能力的高度肯定，更是中国人民对您充分信任
的真实体现。相信您将成功领导中国取得更大繁荣进
步。期待埃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继续发展，造福两国人
民。

尼泊尔总统班达里表示，尼泊尔和中国一直保持最好
的双边关系和合作。尼方高度赞赏您对尼中关系的远见
卓识。相信在您领导下，尼中关系和两国合作将不断发展
壮大。

厄立特里亚总统伊萨亚斯表示，您再次当选连任，既
是对您领导国家取得全面辉煌成就的高度评价，也体现了

对中国未来发展道路和快速进步的充分信任。我们深信
中国在您领导下将为构建良好健康的多边全球架构发挥
不可或缺的关键作用。

吉布提总统盖莱表示，您长期坚定致力于国家发展和
人民幸福，赢得了全体中国人民的绝对信任。您再次当
选，必将领导中国人民不断实现更大繁荣、成就和光荣。

塞舌尔总统拉姆卡拉旺表示，您全票当选充分证明了
您的领导力和致力于促进人民福祉和国家繁荣的奉献精
神，将确保中国在重塑基于多边主义、和平、合作、团结的
国际格局中继续发挥突出作用。塞方坚定支持一个中国
政策，全力支持中国政府为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所作
努力。

苏丹主权委员会主席布尔汉表示，相信您一定能够带
领中国全面实现中国式现代化。 （下转第四版）

外国领导人祝贺我新一届领导人

新华社北京3月12日电 十四届
全国人大一次会议 12日上午在北京
人民大会堂举行第五次全体会议，决
定了国务院其他组成人员。国家主
席习近平签署第二号主席令，根据大
会的决定，对这次大会表决通过的国
务院其他组成人员予以任命。

会议根据国务院总理李强的提
名，经投票表决决定，丁薛祥、何立
峰、张国清、刘国中为国务院副总理，
李尚福、王小洪、吴政隆、谌贻琴、秦
刚为国务委员。

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韩
正、蔡奇、丁薛祥、李希等出席会议。

会议应出席代表 2977人，出席
2946人，缺席 31人，出席人数符合法

定人数。
会议由大会执行主席、主席团常

务主席郑建邦主持。大会执行主席
马逢国、王炯、林武、易炼红、郝鹏、胡
昌升、徐麟、黄楚平在主席台执行主
席席就座。

这次会议的议程是：根据国务院
总理李强的提名，决定国务院副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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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表决十四届全国人大民族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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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名单草案。

会议宣读了国务院总理李强关于
国务院其他组成人员人选的提名信。

经过写票、投票、计票，10时9分，
主持人宣布：丁薛祥、何立峰、张国
清、刘国中同志为国务院副总理；李
尚福、王小洪、吴政隆、谌贻琴、秦刚
同志为国务委员。

主持人还宣布了国务院秘书长
和国务院各部部长、各委员会主任、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审计长名单。

十四届全国人大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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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日表决通过。其他 8个专门委员会
组成人员的人选，主席团提名后，各
代表团进行了酝酿。根据各代表团

的酝酿意见，主席团会议决定将这 8
个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名单草案提
请本次会议表决。

根据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表决
办法的规定，表决采用无记名按表决
器的方式，分别表决通过了 8个专门
委员会组成人员名单。

各项名单通过时，会场响起热烈
的掌声。

根据大会主席团关于宪法宣誓
的组织办法，全体会议各项议程进行
完毕后，国务院副总理、国务委员、秘
书长，十四届全国人大专门委员会组
成人员，国务院各部部长、各委员会
主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审计长，分
别进行了集体宣誓。

十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举行第五次全体会议

决定国务院其他组成人员
国家主席习近平签署主席令任命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的决
定：

任命丁薛祥、何立峰、张国清、刘
国中为国务院副总理；

任命李尚福、王小洪、吴政隆、谌
贻琴（女，白族）、秦刚为国务委员；

任命吴政隆（兼）为国务院秘书长；
任命秦刚（兼）为外交部部长；
任命李尚福（兼）为国防部部长；
任命郑栅洁为国家发展和改革

委员会主任；
任命怀进鹏为教育部部长；
任命王志刚为科学技术部部长；
任命金壮龙为工业和信息化部

部长；
任命潘岳为国家民族事务委员

会主任；
任命王小洪（兼）为公安部部长；
任命陈一新为国家安全部部长；
任命唐登杰为民政部部长；
任命贺荣（女）为司法部部长；

任命刘昆为财政部部长；
任命王晓萍（女）为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部部长；
任命王广华为自然资源部部长；
任命黄润秋为生态环境部部长；
任命倪虹为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部长；
任命李小鹏为交通运输部部长；
任命李国英为水利部部长；
任命唐仁健为农业农村部部长；
任命王文涛为商务部部长；

任命胡和平为文化和旅游部部长；
任命马晓伟为国家卫生健康委

员会主任；
任命裴金佳为退役军人事务部

部长；
任命王祥喜为应急管理部部长；
任命易纲为中国人民银行行长；
任命侯凯为审计署审计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习近平

2023年3月12日
（新华社北京3月12日电）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
第二号

连日来，习近平同志全票当选国
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的喜讯在全党
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中持续引发热烈
的反响。大家表示，在开启新征程的
重要时刻，习近平总书记以全票当选
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充分体现
了人民对习近平总书记的衷心拥护
和爱戴，充分展现了我们党和国家强
大的凝聚力、向心力，充分激发了万
众一心、团结奋斗的豪情壮志。人们
坚信，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坚强领导下，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下，一定
能谱写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
家崭新篇章，在民族复兴征程上再创
新的辉煌！

民心所向，亿万中华儿女衷心拥戴

如潮的掌声，见证着历史。
“能够亲历这一历史时刻，投下

庄严一票，我感到光荣和自豪。”重庆
市出租汽车有限责任公司第二分公
司驾驶员殷其龙代表这几天一直沉
浸在喜悦中。他说：“这一选举结果
充分反映了人民对习近平总书记的
衷心拥护，也是对新时代十年我们共
同创造的辉煌成就的充分肯定。”

众望所归，民心所向。2900多名

代表的郑重投票，代表着全党全军全
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心声。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
外交部、工信部、国家民委和人社部
干部职工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
领全国各族人民，推动党和国家事业
取得非凡成就彪炳史册。实践充分
证明，“两个确立”是战胜一切艰难险
阻、应对一切不确定性的最大确定
性、最大底气、最大保证，是我们的信
心之源、胜利之本。

3月天气回暖，东北的黑土地正
萌发春的生机。习近平同志全票当
选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的消息，
让黑龙江宝清县一乡大豆种植农民
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林海飞倍感振
奋。“习近平总书记是人民群众的贴
心人、国家发展的领路人，这是我们
广大农民的共同心声。”林海飞说，正
是在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嘱托和亲
切关怀下，黑土地的保护越来越好，
有了好耕地不愁产不出优质粮，我们
一定能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的手上。

在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过的胜利
油田，胜利石油管理局有限公司执行
董事、党委书记牛栓文第一时间从手
机上看到了习近平同志全票当选的

消息。“这是亿万人民的郑重选择，体
现了人民群众对习近平总书记发自
内心的拥戴。”牛栓文说，这个振奋人
心的消息让我们更有干劲，有习近平
总书记作为领路人和主心骨，石油人
对发展实体经济、保障能源安全更有
信心、更有力量、更有底气。

在辽西某演练场，武警第一机动
总队某支队官兵通过野战卫星电视
收看了直播。习近平同志全票当选
的结果公布时，队伍中爆发出热烈的
掌声。

“强军事业取得的一切成绩，最
根本在于习主席的坚强领导，在于习
近平强军思想的科学指引。”官兵们
表示，习主席是众望所归的掌舵者、
领航人，我们坚决拥护、真诚拥戴、矢
志追随。

民革中央、台盟中央表示，习近
平同志全票当选国家主席、中央军委
主席充分反映了包括各民主党派在
内的全国各族人民对习近平总书记
治国理政卓越能力的高度认可，对谱
写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
展新篇章的坚定信心。

初心如磐，铮铮誓言彰显领袖风范

国徽高悬，万众瞩目——

习近平主席进行宪法宣誓的场
景庄严神圣、激荡人心。

“习近平主席依法进行宪法宣
誓，为维护宪法权威、捍卫宪法尊严、
保证宪法实施作出了表率，必将进一
步增强广大国家工作人员依法履行
职责的使命感和责任感，极大鼓舞全
社会进一步坚定宪法自信、弘扬宪法
精神、培育宪法信仰。”在现场见证的河
北齐心律师事务所主任齐秀敏代表深
感重任在肩，“作为一名法律工作者，我
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为
法治中国建设贡献一份力量。”

三峡大坝旁，湖北宜昌市夷陵区
太平溪镇许家冲村的村民们通过村
委会广场上的大型电子显示屏收看
了习近平同志全票当选国家主席、中
央军委主席并进行宪法宣誓的实况，
激动地鼓起掌来。

“总书记在宣誓时说‘忠于人
民’，总书记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
的。”回想起习近平总书记 2018年 4
月到村里考察时的情景，村民刘正清
说，“在乡村振兴的路上跟着习近平
总书记走，撸起袖子加油干，我们的
日子一定越过越红火。”

铮铮誓言，诠释职责担当。
（下转第四版）

汇聚磅礴力量 书写新的华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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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乘着浩荡东风，踏上新的征程。
在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开局

之年，在亿万中国人民向着第二个百
年奋斗目标砥砺前行之时，出席 2023
年全国两会的代表委员肩负人民重
托，齐聚首都北京，共商国家大计。

连日来，习近平总书记参加江苏
代表团审议，看望民建、工商联界委员
并参加联组会，出席解放军和武警部
队代表团全体会议，同大家倾心交流、
深入讨论、擘画未来，凝聚起全面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力量。

把握首要任务：“没有高质量
发展，就谈不上社会主义现代化”

党的二十大擘画了全面建设社会
主义现代化国家、以中国式现代化全
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
图。

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
通过法定程序把党的二十大作出的决
策部署转化为全国人民的实际行动，
2023年全国两会承载历史重任、备受
各界瞩目。

3月5日上午，人民大会堂，十四届
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首场“代表通道”开
启。

聚光灯前，来自徐工集团的单增
海代表，就如何提升中国制造硬实力
回答了新华社记者提问。

“电影《流浪地球2》中‘宇宙级’的
施工，国产工程机械成了‘特殊演
员’。近30年投身这个行当，我深刻感
受到科技创新就要摒弃幻想，靠自
己！”面对镜头，单增海充满自信。

单增海没想到，这一幕通过电视
直播，被习近平总书记关注到了。

当天下午，人民大会堂东大厅，总
书记来到江苏代表团参加审议。

坐在总书记对面的单增海刚一发
言，习近平总书记就认出了他：“你今
天在代表通道接受记者采访了吧？”

“是的。”
“我看到了。”总书记笑着说。
这是单增海第二次近距离同总书

记交流。上一次还是 2017年 12月 12
日——党的十九大后习近平总书记首
次国内考察，第一站就来到了单增海
工作的徐工集团。

单增海清晰记得，那天，总书记饶
有兴致地登上一台全地面轮式起重
机，询问技术细节和操作流程，叮嘱大家“创新是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源
泉，很多核心技术是求不到、买不来的”。

再次见到总书记，单增海迫不及待报告好消息：“您当时乘坐的全地
面轮式起重机，关键指标已达到全球第一，国产化率由原来的 71%提升
到100%。”

“起重机里面的芯片，是国产的吗？”总书记问。
“全是国产的。”
单增海进一步介绍，近年来徐工牢记总书记嘱托，坚持创新驱动，加

大科研投入，北京大兴国际机场、港珠澳大桥、卡塔尔世界杯场馆等“超
级工程”出现了越来越多徐工装备的身影。

“你们的工程机械是做出来了，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总书记点点
头，“从全世界来看，我们现在的制造业门类品种是最齐全的。同时，我
们还要再提升，向中高端走，我们高质量发展要体现在这里。任何时候，
中国都不能缺少制造业。”

高质量发展，是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的“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
化国家的首要任务”，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一条本质要求，也是今年全国两
会总书记反复论及的关键词。

如何推动高质量发展？
在江苏代表团，习近平总书记高屋建瓴、条分缕析，从制造业说起，

为全国指明方向——
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是“必由之路”，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

是“战略基点”，推进农业现代化是“必然要求”，人民幸福安康是“最终目
的”……

谈到农业现代化，来自镇江新区永兴农机机械化专业合作社的魏巧
代表讲了自己辞去北京好工作回乡务农的故事：

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来到魏巧的家乡考察现代农业发展情况，同
下乡服务的农业老专家赵亚夫亲切交谈。

“我记得那天深夜，父亲打电话跟我说，总书记高度赞扬农业专家赵
亚夫，你们两口子都是学农的，希望你们能回来接我的班，像赵老一样把
论文写在大地上。”

在父亲激励下，魏巧和爱人分别辞去中科院和北京大学的工作，从
城市回到乡村，成了数字化大田种植的行家里手。

“我们现在种植了 2万多亩水稻，亩产达 1100斤，通过数字化管理，
大大提高劳动效率。”魏巧介绍说。 （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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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3月12日电 13日上午
9时，十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在人民大
会堂举行闭幕会，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全
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将发表讲

话。闭幕会将表决关于政府工作报告的
决议草案，表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
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的决定草
案，表决关于2022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

展计划执行情况与2023年国民经济和
社会发展计划的决议草案，表决关于
2022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与
2023年中央和地方预算的决议草案，表

决关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
作报告的决议草案，表决关于最高人民
法院工作报告的决议草案，表决关于最
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的决议草案。

十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今日闭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