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中央政治局委員
（按簡體姓氏筆畫為序排列）

丁薛祥 習近平 馬興瑞 王 毅

王滬寧 尹 力 石泰峰 劉國中

李 希 李 強 李干傑 李書磊

李鴻忠 何衛東 何立峰 張又俠

張國清 陳文清 陳吉寧 陳敏爾

趙樂際 袁家軍 黃坤明 蔡 奇

二、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委員

習近平 李 強 趙樂際 王滬寧

蔡 奇 丁薛祥 李 希

三、中央委員會總書記

習近平

四、中央書記處書記

蔡 奇 石泰峰 李干傑 李書磊

陳文清 劉金國 王小洪

五、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
副主席、委員

主 席：習近平

副主席：張又俠 何衛東

委 員：李尚福 劉振立 苗 華 張升民

六、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書記、
副書記、常務委員會委員

書 記：李 希

副書記：劉金國 張升民 肖 培

喻紅秋（女） 傅 奎 孫新陽

劉學新 張福海

常務委員會委員
（按簡體姓氏筆畫為序排列）

王曉萍（女） 王愛文 王鴻津 劉金國

劉學新 許羅德 孫新陽 李 希

李欣然（滿族） 肖 培 張升民

張福海 陳國強 趙世勇 侯 凱

誾柏（納西族） 喻紅秋（女） 傅 奎 穆紅玉（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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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
軍委主席習近平23日下午在人民大會堂親切會見了出席黨的二十大
代表、特邀代表和列席人員，並同大家合影留念。
李克強、栗戰書、汪洋、李強、趙樂際、王滬寧、韓正、蔡奇、

丁薛祥、李希、王岐山、馬興瑞、王晨、王毅、尹力、石泰峰、
劉鶴、劉國中、許其亮、孫春蘭、李干傑、李書磊、李鴻忠、
楊曉渡、何衛東、何立峰、張又俠、張國清、陳文清、陳吉寧、
陳敏爾、胡春華、袁家軍、黃坤明、溫家寶、賈慶林、張德江、
俞正聲、宋平、李嵐清、曾慶紅、吳官正、李長春、賀國強、劉雲山、
張高麗、劉金國、王小洪、楊潔篪、陳希、陳全國、郭聲琨、尤權
參加了會見。
人民大會堂宴會廳華燈璀璨、黨徽高懸，氣氛隆重熱烈。2,700多
名代表、特邀代表和列席人員匯聚在這裏，懷着激動的心情，等候
領導同志的到來。
下午4時，習近平等步入宴會廳，全場響起長時間熱烈的掌聲。
習近平等向大家揮手致意，不時停下腳步同前排的同志親切交流。
代表們紛紛向習近平等領導同志問好，表達誠摯的敬意，送上熱情
的問候。大廳內，真情湧動、暖意融融，掌聲、歡呼聲經久不息。
參加會見的還有：全國人大常委會、國務院、最高人民法院、最

高人民檢察院、全國政協、中央軍委領導同志和從領導職務上退下
來的老同志。

習近平會見2700多名二十大與會人員

◆10月23日，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等
領導同志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親切會見出席黨的二十大代表、特邀代
表和列席人員，並同大家合影留念。 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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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新征程始終堅持一切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

人民大會堂金色大廳華燈璀璨、氣氛熱烈莊重。
600多名中外記者來到這裏，向全球報道新一

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首次集體亮相。
12時5分，習近平等在熱烈的掌聲中步入大廳，
向在場的中外記者揮手致意。
在中共二十大新聞發言人孫業禮作簡要介紹後，
習近平發表了重要講話。習近平首先表示，很高興
在這裏同各位記者朋友見面。昨天，中國共產黨第
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已經勝利閉幕了。這是一次高
舉旗幟、凝聚力量、團結奮進的大會。國際社會對
中共二十大高度關注。許多國家的政黨發來了賀電
賀信，其中很多是國家元首、政府首腦、政黨和重
要組織機構領導人發來的。在此，我謹代表中共中
央，致以誠摯謝意。

以中國式現代化推進民族偉大復興
習近平向大家介紹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
的其他成員後，代表新一屆中共中央領導成員衷心
感謝全黨同志的信任，表示一定牢記黨的性質和宗
旨，牢記自己的使命和責任，恪盡職守、勤勉工
作，決不辜負黨和人民重託。
習近平指出，經過全黨全國各族人民共同努力，

我們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現了第一個百年奮
鬥目標。現在，我們正意氣風發邁上全面建設社會
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向第二個百年奮鬥目標進
軍，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習近平強調，新征程上，我們要始終保持昂揚奮

進的精神狀態。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寄託
着中華民族的夙願和期盼，凝結着中國人民的奮鬥
和汗水。中國式現代化是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長
期實踐探索的成果，是一項偉大而艱巨的事業。惟
其艱巨，所以偉大；惟其艱巨，更顯榮光。為了這
一事業，無數先輩篳路藍縷、披荊斬棘，進行了艱
苦卓絕的奮鬥，我們心中永遠銘記着他們的奉獻和

犧牲。我們要埋頭苦幹、擔當作為，以更
加強烈的歷史主動精神推進馬克思主義
中國化時代化，不斷譜寫新時代中國
特色社會主義新篇章，奮力實現中華
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
習近平指出，新征程上，我們要始

終堅持一切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
民。一路走來，我們緊緊依靠人民交
出了一份又一份載入史冊的答卷。面
向未來，我們仍然要依靠人民創造新
的歷史偉業。道阻且長，行則將至。前
進道路上，無論是風高浪急還是驚濤駭
浪，人民永遠是我們最堅實的依託、最強
大的底氣。我們要始終與人民風雨同舟、與
人民心心相印，想人民之所想，行人民之所
囑，不斷把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嚮往變為現實。

黨要成為人民最可靠最堅強主心骨
習近平強調，新征程上，我們要始終推進黨的

自我革命。一個飽經滄桑而初心不改的黨，才能
基業常青；一個鑄就輝煌仍勇於自我革命的黨，
才能無堅不摧。百年櫛風沐雨、淬火成鋼，特別
是新時代10年革命性鍛造，中國共產黨更加堅強
有力、更加充滿活力。面對新征程上的新挑戰新
考驗，我們必須高度警省，永遠保持趕考的清醒
和謹慎，馳而不息推進全面從嚴治黨，使百年大
黨在自我革命中不斷煥發蓬勃生機，始終成為中
國人民最可靠、最堅強的主心骨。
習近平指出，新征程上，我們要始終弘揚全人

類共同價值。當今世界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我
們歷來主張，人類的前途命運應該由世界各國人
民來把握和決定。只要共行天下大道，各國就能
夠和睦相處、合作共贏，攜手創造世界的美好未
來。我們將同各國人民一道，弘揚和平、發展、

公平、正義、民主、自由的全人類共同價值，維
護世界和平、促進世界發展，持續推動構建人類
命運共同體。
習近平指出，新征程是充滿光榮和夢想的遠征。

藍圖已經繪就，號角已經吹響。我們要踔厲奮發、
勇毅前行，努力創造更加燦爛的明天。
習近平最後說，幾天來，記者朋友們對大會進行

了充分報道，向全世界傳遞中國聲音、傳播中國共
產黨的主張，使世界的目光注視中國。感謝你們的
辛勤工作，大家辛苦了。歡迎大家多到中國各地走
一走、看一看，客觀真實向世界講好中國故事，講
好中國共產黨故事，講好我們正在經歷的新時代故
事。
12時30分，見面會結束。習近平等向中外記者揮
手道別。全場再次響起熱烈的掌聲。

中共中央新領導集體選出 習近平當選總書記 七常委亮相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中國共

產黨第二十屆中央委員會第一次全體會

議，於2022年10月23日在北京舉行。在

會議上當選的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和中

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強、趙樂際、王滬

寧、蔡奇、丁薛祥、李希，23日中午在人

民大會堂同採訪中共二十大的中外記者親

切見面。習近平指出，新征程上，我們要

始終堅持一切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

一路走來，我們緊緊依靠人民交出了一份

又一份載入史冊的答卷。面向未來，我們

仍然要依靠人民創造新的歷史偉業。

邀記者神州行 講好中國故事
10月23日上午10點左右，中外記者們就早早在

人民大會堂金色大廳坐好，架好攝像機，備好錄音
筆，等待新一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首次集體亮
相。中午 12 點剛過，大廳一側的金色大門徐徐打
開，習近平總書記帶領着新一屆常委們，踏着紅毯
走進來。他步履穩健，微笑着向記者們揮手，健步
登上主席台，會場上響起熱烈的掌聲。李強、趙樂
際、王滬寧、蔡奇、丁薛祥、李希隨後依次亮相。
7人在主席台站定，精神飽滿，容光煥發，現場快
門聲響個不停。

人民是最堅實依託最強大底氣
「很高興在這裏同各位記者朋友見面。」在全場的

關注下，習近平走到演講台前，語調平和而充滿自信
地開始講話。在向國際社會對中共二十大高度關注表

示誠摯謝意後，習近平依序介紹了其他六位常委同
事。記者觀察到，新一屆常委們均身着深色西裝、白
襯衫，六人繫紅色領帶，唯趙樂際打藍色領帶。在
被一一介紹時，六人都多角度鞠躬或頷首致意。
「我們一定牢記黨的性質和宗旨，牢記自己的使命
和責任，恪盡職守、勤勉工作，決不辜負黨和人民
重託。」習近平目光沉穩地環視全場，一字一句充滿
着感染力，表達着堅定的決心。

「現在，我們正意氣風發邁上全面建設社會主義
現代化國家新征程，向第二個百年奮鬥目標進軍，
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在
隨後 20 多分鐘的講話中，習近平描繪了新征程的
遠大願景，更是對外宣示了中共自我革命的使命和
決心。他話音不高，但飽含激情，眼神堅毅，釋放
出強大的力量。

10年前的2012年，剛剛當選總書記的習近平，在
與中外記者見面時堅定許諾：「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嚮
往，就是我們的奮鬥目標」。5年前，當他第二次走
上同一個演講台時，仍不忘要「不斷增強人民的獲得
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斷推進全體人民共同富
裕」。十年過去了，中國歷史性消除了絕對貧困，經
濟社會發展獲翻天覆地變化，此時第三次走上中外記
者見面會演講台的習近平，又一次作出承諾：「我們
要始終與人民風雨同舟、與人民心心相印，想人民之
所想，行人民之所囑，不斷把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嚮往
變為現實。」

他說，「道阻且長，行則將至。前進道路上，無論
是風高浪急還是驚濤駭浪，人民永遠是我們最堅實的
依託、最強大的底氣。」他鎮定自如地站在演講台
前，話語堅定，身後紅色的背景板和身邊紅色黨旗交

相映襯，一種莊嚴的使命感油然而生，在場記者也深
受感染。

最後，習近平不忘邀請來自五大洲的記者「多到中
國各地走一走、看一看」，此時這位大國領袖面帶笑
容，他希望記者們「客觀真實向世界講好中國故事，
講好中國共產黨故事，講好我們正在經歷的新時代故
事。」

今次中共領導人與中外記者見面會，是近十幾年來
第一次在人民大會堂的金色大廳進行，此前幾屆見面
會地點都在大會堂東大廳。金色大廳金碧輝煌、雕樑
畫棟，一側牆壁上是氣勢磅礴的《黃河母親河》，另
一側是墨色交融的《長江萬里圖》，兩幅巨製遙相輝
映，將中華民族奮進不息的情懷淋漓盡致展現出來，
也預示着中華民族在中共領導下追風逐日的光明前
途。 ◆香港文匯報記者 海巖北京報道

「中國發展離不開世界，世界

發展也需要中國。經過改革開放40多

年不懈努力，我們創造了經濟快速發展

和社會長期穩定兩大奇跡。現在，中國經

濟韌性強、潛力足、迴旋餘地廣，長期向好

的基本面不會改變。中國開放的大門只會越

來越大。我們將堅定不移全面深化改革開

放，堅定不移推動高質量發展，以自身

發展為世界創造更多機遇。」

——習近平強調中國將堅定
不移全面深化改革開放

10月23日舉行的中國共產
黨新一屆中央政治局常委見
面會，所有與會記者均需持

特製請柬入場。香港文匯報記者在領到這張請柬
後發現，雖然只是一張對開的請柬，但卻是細節
滿滿，充滿着濃郁的喜慶氣氛與中國韻味。
請柬通體呈正紅色，正面除了大號的「請柬」
二字和小號的「二十大新聞中心」字樣，以及各
自英文表達外，四周底色上布滿了祥雲圖案。眾
所周知，祥雲是典型的中國風圖案，並曾在北京
奧運會等一系列國際場合，作為中國文化元素代
表驚艷亮相。
打開請柬，左半部分為中文的邀請與會信息，

右半部分是英文翻譯。值得注意的是，內頁左上
角和右下角分別繪有一隻飛舞的鳳凰，並構成雙
鳳並舞、縈繞互動之感，其逼真程度彷彿要從紙
面上騰起一般。在中國，鳳凰是與龍並列的文化
圖騰，一直是吉祥如意、美好順遂的象徵。很明
顯，雙鳳並舞體現了對中共二十大圓滿成功舉辦
的美好祝福。
合上請柬，底頁同樣是布滿祥雲的一派正紅，正

中央則繪有人民大會堂的圖樣，準確顯示出中國共
產黨二十大及新一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見面會的
舉行地點，莊重嚴肅，很能顯示出中國氣派及其背
後的大國自信。

◆圖/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寶峰 北京報道
▲▶新一屆中央政治局常委見面會參會請
柬和封面。

祥雲雙鳳大會堂 入場請柬簇吉祥

督印：香港文匯報有限公司地址：香港仔田灣海旁道7號興偉中心2-4樓電話：28738288 傳真：28730657 採訪部：28738260 傳真：28731451 發行中心：28739889 廣告部：28739888 傳真：28730009 承印：三友印務有限公司地址：香港仔田灣海旁道7號興偉中心2-3樓

◆◆1010月月 2323日日，，習近平等習近平等
二十屆中共中央政治局二十屆中共中央政治局
常委同中外記者見面常委同中外記者見面。。這這
是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是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
發表重要講話發表重要講話。。 新華社新華社

◆◆1010月月2323日日，，在中共二十屆一中全會上當選的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在中共二十屆一中全會上當選的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中中））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強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強（（右三右三）、）、趙樂際趙樂際（（左三左三）、）、王滬寧王滬寧（（右二右二）、）、蔡奇蔡奇（（左二左二）、）、丁薛祥丁薛祥（（右一右一）、）、李希李希（（左一左一））在北京人民大會堂同中外記在北京人民大會堂同中外記
者親切見面者親切見面。。 新華社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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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有相關新聞刊A2、A3、A4、A5、A12、A13、A2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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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字第26505 今日出紙3疊11張半 港售10元

2022年10月
星
期
一24 間有陽光 一兩陣雨

氣溫23-28℃ 濕度60-85%

壬寅年九月廿九 十四立冬

來
源
：
新
華
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