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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15

日电刚刚
在党的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
会议上当选的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和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克强、 张德江、

俞正声、 刘云山、 王岐山、 张高丽，

15

日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同采访十八大的中

外记者亲切见面。

人民大会堂东大厅鲜花盛开， 暖意融
融， 气氛庄重而热烈。

500

多名中外记者

早早来到这里等候， 准备争抢在第一时间
报道新一届中共最高领导层的首次集体公
开亮相。

11

时
53

分， 习近平等
7

位十八届中
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在热烈的掌声中步入
大会堂东大厅， 微笑着向在场的中外记者
挥手致意。

党的十八大新闻发言人蔡名照向大家
介绍后， 习近平首先向记者朋友们表示问
候。 他说， 记者朋友们对十八大作了大量
报道， 向世界传递了许多“中国声音”。

他代表大会秘书处向大家表示衷心的感
谢。

习近平说， 刚才， 我们召开了中国共
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
议， 选举产生了新一届中央领导机构， 选
举我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 习近平逐一介
绍了新当选的其他

6

位中央政治局常委，

代表新一届中央领导机构成员感谢全党同
志的信任， 并表示定当不负重托， 不辱使
命。 他说， 全党同志的重托， 全国各族人
民的期望， 是对我们做好工作的巨大鼓
舞， 也是我们肩上的重大责任。

习近平指出， 这个重大责任， 就是对
民族的责任。 我们的民族是伟大的民族。

在五千多年的文明发展历程中， 中华民族
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近代以后， 我们的民族历经磨难， 中华民
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自那时以来， 为了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无数仁人志士奋
起抗争， 但一次又一次地失败了。 中国共
产党成立后， 团结带领人民前仆后继、 顽
强奋斗， 把贫穷落后的旧中国变成日益走

向繁荣富强的新中国，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 我们的责
任， 就是要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

接过历史的接力棒， 继续为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 使中华民族更加坚
强有力地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为人类作
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习近平指出， 这个重大责任， 就是对
人民的责任。 我们的人民是伟大的人民。

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 中国人民依靠自己
的勤劳、 勇敢、 智慧， 开创了各民族和睦
共处的美好家园， 培育了历久弥新的优秀
文化。 我们的人民热爱生活， 期盼有更好
的教育、 更稳定的工作、 更满意的收入、

更可靠的社会保障、 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
服务、 更舒适的居住条件、 更优美的环
境， 期盼孩子们能成长得更好、 工作得更
好、 生活得更好。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
往， 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 人世间的一切
幸福都需要靠辛勤的劳动来创造。 我们的
责任， 就是要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
民， 继续解放思想， 坚持改革开放， 不断
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 努力解决群众的
生产生活困难， 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的道
路。

习近平指出， 这个重大责任， 就是对
党的责任。 我们的党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
务的政党。 党领导人民已经取得举世瞩目
的成就， 我们完全有理由因此而自豪， 但
我们自豪而不自满， 决不会躺在过去的功
劳簿上。 新形势下， 我们党面临着许多严
峻挑战， 党内存在着许多亟待解决的问
题。 尤其是一些党员干部中发生的贪污腐

败、 脱离群众、 形式主义、 官僚主义等问
题， 必须下大气力解决。 全党必须警醒起
来。 打铁还需自身硬。 我们的责任， 就是
同全党同志一道， 坚持党要管党、 从严治
党， 切实解决自身存在的突出问题， 切实
改进工作作风， 密切联系群众， 使我们党
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
导核心。

习近平强调， 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

群众是真正的英雄。 人民群众是我们力量
的源泉。 我们深深知道， 每个人的力量是
有限的， 但只要我们万众一心、 众志成
城， 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 每个人的工
作时间是有限的， 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是无限的。 责任重于泰山， 事业任重道
远。 我们一定要始终与人民心心相印、 与
人民同甘共苦、 与人民团结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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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近平最后说， 中国需要更多地了解
世界， 世界也需要更多地了解中国。 希望
记者朋友们今后继续为增进中国与世界各
国的相互了解作出更多的努力和贡献。

12

时
12

分， 见面活动结束。 习近平
等向中外记者们挥手道别。

来自
5

大洲
42

个国家
180

多家媒体
的近

250

名外国记者，来自港澳台
70

多家
媒体的近

100

名记者，与内地
60

多家媒体
记者一道，在现场见证了这一历史时刻。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中国国际广播电
台、 中央电视台对见面实况进行了现场直
播， 人民网、 新华网、 中国网络电视台、

中国网也进行了现场直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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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等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记者见面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中央纪律
检查委员会， 于

2012

年
11

月
15

日在北京举行第一次全体
会议。 王岐山同志主持会议。

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应到
130

人， 实到
129

人。 全

会选举了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 副书记和常务委员会委
员， 报中央委员会批准。

与会同志列席了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一次
全体会议。 （新华社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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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晶同志简历
杨晶， 男， 蒙古族，

1953

年
12

月
生， 内蒙古准格尔旗人，

1970

年
12

月
参加工作，

1976

年
8

月加入中国共产
党， 中央党校研究生学历。

现任中央书记处书记， 中央统战部
副部长， 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 党
组书记。

1970-1977

年内蒙古自治区准格
尔旗农机厂工人、 旗文化馆干事

1977-1980

年内蒙古自治区准格
尔旗委组织部、 伊克昭盟委组织部工作

1980-1982

年内蒙古大学汉语系
汉语言文学专业学习

1982-1983

年内蒙古自治区伊克
昭盟委办公室秘书

1983-1985

年共青团内蒙古自治

区伊克昭盟委书记
1985-1988

年内蒙古自治区达拉特
旗委副书记、 旗长

（

1985-1986

年内蒙古自治区委党校
经济管理短训班学习）

1988-1991

年内蒙古自治区达拉特
旗委书记

（

1988-1989

年内蒙古自治区委党校
党建班学习；

1990-1991

年中央党校一年
制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学习）

1991-1991

年待分配
1991-1992

年内蒙古自治区统计局
副局长

1992-1993

年内蒙古自治区旅游局
局长

1993-1996

年共青团内蒙古自治区
委书记

1996-1998

年内蒙古自治区哲里木
盟委书记、 盟人大工委主任

1998-1998

年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

特市委书记、 市人大常委会主任
（

1995-1998

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
生院工业经济管理专业在职学习）

1998-2003

年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常
委、 呼和浩特市委书记、 市人大常委会主
任

2003-2004

年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副
书记、 区政府代主席

2004-2008

年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副
书记、 区政府主席

（

2002-2005

年中央党校在职研究生
班政治学专业学习）

2008-2011

年中央统战部副部长，

国家民委主任、 党组成员
2011-2012

年中央统战部副部长，

国家民委主任、 党组书记
2012-

中央书记处书记， 中央统
战部副部长， 国家民委主任、 党组书记

第十六届中央候补委员， 十七届、 十
八届中央委员， 十八届中央书记处书记。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

第一次全体会议公报

（2012年11月15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纪
律检查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通过）

11

月
15

日，在党的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一次全会上当选的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克强、张德
江、俞正声、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采访十八大的中外记者亲切见面。 新华社记者谢环驰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