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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图 10 月 25 日，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习近平同志主持会议
并作重要讲话。
新华社记者 刘卫兵摄

会面，就加强美中合作及共同关心
的国际和地区问题充分交换看法。
习近平感谢特朗普来电祝贺。
习近平指出，
刚刚闭幕的中共十九大
绘制了中国未来发展的宏伟蓝图，
是
一次十分重要的大会。我在十九大
所作报告中明确指出，
中国将始终不
渝走和平发展道路、
奉行互利共赢的
开放战略，扩大同各国利益的交汇
点，
推进大国协调和合作。

习近平强调，中方高度重视发
展中美关系，愿同美方在相互尊重、
互利互惠的基础上推动两国关系长
期健康稳定发展。总统先生不久将
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我期待着在
北京同你共同规划中美关系未来发
展，推动中美开展更多互利合作，给
两国人民带来更多实实在在的利
益，为地区及世界和平、稳定、繁荣
作出更大贡献。

蔡奇、
江泽民、
胡锦涛、
李鹏、
朱镕基、
李瑞环、吴邦国、温家宝、贾庆林、
宋平、
李岚清、
曾庆红、
吴官正、
李长春、
贺国强、
刘云山、
王岐山、
尤权、
杨晶、
杜青林、刘奇葆、张春贤、孟建柱、
郭金龙、赵洪祝参加了会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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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月二十五日下午 ，中央领导同志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出席党的十九大

新华社北京10月25日电 国家
主席习近平 25 日应约同美国总统特
朗普通电话。
特朗普祝贺中共十九大胜利闭
幕，祝贺习近平再次当选中共中央
总书记。特朗普表示，中共十九大
举世瞩目，我也密切关注习主席在
会上发出的重要政策信息。美国人
民都在热议我即将对中国进行的国
事访问，我期待着同习主席在北京

新华社北京10月25日电 中共
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
主席习近平 25 日下午在人民大会
堂亲切会见了出席党的十九大代
表、特邀代表和列席人员，并同大家
合影留念。
李克强、
张德江、
俞正声、
张高丽、
栗战书、
汪洋、
王沪宁、
赵乐际、
韩正、
丁薛祥、马凯、王晨、刘鹤、刘延东、
许其亮、
孙春兰、
李希、
李强、
李建国、
李鸿忠、李源潮、杨洁篪、杨晓渡、
张 又 侠 、陈 希 、陈 全 国 、陈 敏 尔 、
范 长 龙、胡春华、郭声琨、黄坤明、

代表 、
特邀代表和列席人员合影留念。这是习近平同志与代表亲切交谈。

特朗普祝贺中共十九大胜利闭幕，祝贺习近平再次当选中共中央总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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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等领导同志亲切会见出席
党的十九大代表、特邀代表和列席人员

新华社记者

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我
们将贯彻新发展理念，
推动中国经济
持续健康发展，
惠及中国人民和各国
人民。我们将继续落实好“十三五”
规划确定的各项任务，
并对未来发展
作出新的规划，
推动各项事业全面发
展，
把我们的人民共和国建设得更加
繁荣富强。
习近平强调，2020 年，我们将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
一个不能少；
共同富裕路上，
一个
不能掉队。我们将举全党全国之力，
坚决完成脱贫攻坚任务，
确保兑现我
们的承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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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坚信，
中国人民生活一定会一年更比一
年好。
习近平指出，2021 年，我们将迎
来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中国
共产党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百
年恰是风华正茂！中国共产党是世
界上最大的政党。大就要有大的样
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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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从严治党永远
在路上，不能有任何喘口气、歇歇脚
的念头。我们将继续清除一切侵蚀
党的健康肌体的病毒，
大力营造风清
气正的政治生态，
以全党的强大正能
量在全社会凝聚起推动中国发展进
步的磅礴力量。
习近平强调，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
人民从苦难中走过来，
深知和平的珍
贵、发展的价值。中国人民自信自
尊，
将坚定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
利益，同时将同各国人民一道，积极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不断为人
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作出新的
更大的贡献。
习近平指出，历史是人民书写
的，
一切成就归功于人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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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近平最后说，百闻不如一见。
我们欢迎各位记者朋友在中国多走
走、多看看，继续关注中共十九大之
后中国的发展变化，
更加全面地了解
和报道中国。我们不需要更多的溢
美之词，
我们一贯欢迎客观的介绍和
有益的建议，正所谓“不要人夸颜色
好，
只留清气满乾坤”
。
12 时 17 分 ，见 面 活 动 结 束 。
习 近平等向中外记者们挥手道别。
全场再次响起热烈的掌声。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电视
台、中国国际电视台、中国国际广播
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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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日报客户端、新华社客户端、
央视新闻客户端也进行了直播。

十月二十五日，
刚刚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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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栗战书、
汪洋、
王沪宁、
赵乐际、
韩正在人民大会堂同采访十九大的中外
记者亲切见面。
这是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新华社记者 丁海涛摄

中国人民生活一定会一年更比一年好
新时代要有新气象更要有新作为

习近平在十九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记者见面时强调

新华社北京 10 月 25 日电 世界
的目光再次聚焦中国，刚刚在中国
共产党第十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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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栗战书、汪洋、王沪宁、赵乐际、韩正，
25 日中午在人民大会堂同采访中共
十九大的中外记者亲切见面。
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华灯璀璨、气
氛热烈。500 多名中外记者在这里
架起摄像机、照相机，
打开电脑、录音
笔，准备第一时间向全球报道新一届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首次集体
亮相。
11 时 54 分，习近平等在热烈的
掌声中步入大厅，神采奕奕，面带微
笑，向在场的中外记者致意。
在中共十九大新闻发言人庹震
作简要介绍后，
习近平发表了重要讲
话。他首先表示，昨天，中国共产党
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已经闭幕。
这次来了很多记者朋友，
许多是远道
而来。大家对会议作了大量、充分的
报道，引起了全世界广泛关注。你们
辛苦了，我向你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习近平表示，大会开幕以来，有
165 个国家 452 个主要政党发来 855
份贺电贺信。其中，有 814 份是国家
元首、政府首脑、政党和重要组织机
构领导人发来的。在此，
我谨代表中
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他们表示诚
挚的谢意。
习近平指出，在刚才召开的中共
十九届一中全会上，
选举产生了新一
届中共中央领导机构，全会选举我继
续担任中共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这
是对我的肯定，
更是鞭策和激励。
习近平向大家介绍了中共中央
政治局常务委员会的其他成员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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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近平指出，过去的 5 年，我
们做了很多工作，有的已经完成
了，有的还要接着做下去。中共十
九大又提出了新目标新任务，我们
要统筹抓好落实。经过长期努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
新时代要有新气象，更要有新作
为。中共十九大到二十大的 5 年，
正处在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
标的历史交汇期，第一个百年目标
要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要开
篇。这其中有一些重要的时间节
点，是我们工作的坐标。
习近平强调，2018 年，我们将迎
来改革开放 40 周年。改革开放是决
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40 年
的改革开放使中国人民生活实现了
小康，逐步富裕起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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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近平指出，2019 年，我们将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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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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公报
（2017年10月25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通过）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
大会选举产生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
会，于 2017 年 10 月 25 日在北京举
行第一次全体会议。赵乐际同志主

持会议。
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应到
133人，
实到13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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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
（新华社北京 10 月 25 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