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些党和国家领导同志主
动表示退下来

新一届中央领导机构进退比
例比较适当， 保持了人员和工作
的连续性， 积极稳妥地实现了党
和国家高层领导的新老交替。

在新一届中央领导机构酝酿
人选和征求意见时，一些党和国家
领导同志以党和人民利益为重，以
对国家发展和民族振兴高度负责
的精神，主动表示退下来，让相对
年轻的同志上来，表现出了共产党
人的宽阔胸怀和高风亮节。

领航新时代的坚强领导集体
———党的新一届中央领导机构产生纪实（二）

民主科学凝共识

新一届中央领导机构人选的产生，采取了一系列新方式、新举
措，体现了选人用人新机制、新导向，展示了党的新作风、新形象

乘风破浪扬帆进

新一届中央领导机构汇集了全党各方面优
秀的执政骨干， 他们将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
人民，豪情满怀、意气风发进行伟大斗争、建设
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

10月24日， 党的十九大
选举产生了新一届中央委员
会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

10月25日， 党的十九届
一中全会选举产生了新一届
中央领导机构。

这是一个体现全党意
志、凝聚全党共识、反映人民
期待， 值得全党全军和全国
各族人民充分信赖的领导集
体———

新一届中央领导机构由
符合马克思主义政治家标
准， 能够适应统筹推进“五
位一体” 总体布局、 协调推
进“四个全面” 战略布局需
要， 具有破解改革攻坚难
题、 应对各种风险能力的专
业素质， 具有丰富领导经验
和群众工作本领， 忠诚、干
净、 担当， 在干部群众中有
很高威信的各方面党的执政
骨干组成。

这是一个承前启后、继
往开来， 充分体现当代中国
共 产 党 人 风 貌 的 领 导 集
体———

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由25
名熟悉各方面、 各领域工作
的同志组成， 都有较高学历
和专业知识，结构比较合理，
有在地方工作的， 有在中央
和国家机关工作的， 也有军
队的同志， 还有女同志。其
中，10名同志是十八届中央
政治局委员继续提名，3名同
志是全国人大和国务院领导
同志转任，12名同志是新提
拔的。

这是一个朝气蓬勃、富
有活力， 能够适应党和国家
事业长远发展需要的领导集
体———

新一届中央领导机构进
退比例比较适当，保持了人员
和工作的连续性，积极稳妥地
实现了党和国家高层领导的
新老交替。 一批德才兼备、年
富力强的领导干部进入新一

届中央政治局，充分反映了我们
党的兴旺发达、后继有人。

在新一届中央领导机构酝
酿人选和征求意见时， 一些党
和国家领导同志以党和人民利
益为重， 以对国家发展和民族
振兴高度负责的精神， 主动表
示退下来， 让相对年轻的同志
上来， 表现出了共产党人的宽
阔胸怀和高风亮节。

领航新时代，再启新征程。
2017年10月25日上午，人

民大会堂东大厅华灯璀璨，气
氛热烈。11时54分，中国共产党
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总书记
习近平和中央政治局常委
李克强、栗战书、汪洋、王沪宁、
赵乐际、 韩正步入东大厅，同
采访党的十九大的中外记者
亲切见面。

步履矫健、姿态从容，中央
领导同志在镜头和闪光灯前展
示出沉稳豪迈的气度和锐意进
取的精神。

习近平总书记代表新一届
中央领导机构成员衷心感谢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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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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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
十九大又提出了新目标新任
务，我们要统筹抓好落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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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新时代领航者的自
信，这是一个执政党的担当，这
是伟大民族复兴的希望。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新
一届中央领导集体， 必将团结
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 高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锐
意进取，埋头苦干，决胜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引领承载
着中国人民伟大梦想的航船破
浪前进，驶向光辉的彼岸。

■据新华社

（上接A04版）
2017年5月下旬， 一位省部

级领导干部接到通知， 来京参加
组织谈话。

谈话地点安排在中南海。一到
候谈室 ，3份材料已经摆在桌
上———《谈话调研有关安排》《现任
党和国家领导人党员同志名册》《正
省部级党员领导干部名册》。

按照谈话调研工作程序，给
参加谈话干部安排充分时间阅读
材料，独立认真思考准备。

在此基础上， 中央领导同志
以面对面谈话的方式， 听取了这
位干部关于新一届中央领导机构
人选的推荐意见。

“没有限定推荐人数，了解多
少就谈多少，怎么想就怎么谈，实
事求是，畅所欲言。”这位干部事
后感慨，“作为一名在地方工作的
同志，有机会、有资格对新一届中
央领导机构人选发表意见、 进行
推荐， 这是党中央对我的高度信
任， 充分体现了我们党的民主作
风和宽广胸怀， 体现了我们党善
于集中全党智慧的优良传统。”

用个别谈话调研的形式，在
一定范围内面对面听取对中央领
导机构人选的推荐意见和有关建
议， 这是十九届中央领导机构人
选酝酿提名工作的重大创新。

这一重大创新， 体现在借鉴
历史经验、 探索选人用人新方式
新举措上———

在党和国家高层领导人选产
生方面，我们党有着优良传统，不
断进行积极探索， 有经验也有教
训。党的十七大、十八大探索采取
了会议推荐的方式， 但由于过度
强调票的分量，带来了一些弊端：
有的同志在会议推荐过程中简单
“划票打勾”，导致投票随意、民意
失真，甚至投关系票、人情票。中
央已经查处的周永康、孙政才、令
计划等就曾利用会议推荐搞拉票
贿选等非组织活动。

坚持问题导向， 中央对新一
届中央领导机构人选的产生方式
进行创新和改进， 强调坚持民主
方向、改进民主方法、提高民主质

量，决定在对十九届“两委”委员
人选深入考察、严格把关基础上，
通过谈话调研、听取意见、反复酝
酿、 会议决定等程序逐步酝酿产
生中央领导机构人选。

从2017年4月下旬至6月，
习近平总书记专门安排时间，分
别与现任党和国家领导同志、中
央军委委员、党内老同志谈话，充
分听取意见，前后谈了57人。

根据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安
排， 中央相关领导同志分别听取
了正省部级、 军队正战区职党员
主要负责同志和其他十八届中央
委员共258人的意见。中央军委负
责同志分别听取了现任正战区职
领导同志和军委机关战区级部门
主要负责同志共32人的意见。

这种采取个别谈话调研、面
对面听取意见建议的方式， 得到
了参加谈话同志的一致赞誉。大
家普遍感到，方案考虑周全，工作
安排细致，程序设计周密，纪律要
求严格， 这样反映出的意见更全
面、更真实、更准确。

这一重大创新， 体现在坚持
以事择人、 形成组织工作新机制
新导向上———

在谈话推荐工作中， 中央明
确了推荐人选的条件， 坚持以马
克思主义政治家集团标准选人，
注重知行合一；坚持事业为上、任
人唯贤， 注重工作能力与实践经
验； 坚持严把人选廉洁关和作风
关，注重形象口碑。

严格标准、事业为上，参加
谈话的同志对此高度评价、一致
赞同。

大家认为， 党和国家领导职
务也不是“铁椅子”“铁帽子”，符
合年龄的也不一定当然继续提
名，主要根据人选政治表现、廉洁
情况和事业需要，能留能转、能上
能下。

大家反映， 十九届中央领导
机构人选的产生， 健全了科学的
用人机制， 对进一步形成良好的
党内政治生态、 增强干部选任的
科学性和公信力具有深远意义。

许多同志说， 这次在这么大

范围内就党和国家高层人事安排问
题广泛听取意见，是新形势下充分发
扬党内民主的有效方式，是改进和完
善党和国家领导人产生机制的成功
实践，倡导了新的正确用人导向。

这一重大创新， 体现在坚持风
清气正、 再塑党的新作风新形象
上———

肩负光荣的政治使命和沉甸甸
的政治责任， 本着对党和国家事业
高度负责的态度， 参加谈话的同志
严肃认真，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讲
心里话，公正表达意见。

参加谈话的同志在思考准备时
都非常认真、十分慎重，有的拟好谈
话提纲；在谈话中都能畅所欲言，不
仅充分发表推荐意见， 许多同志还
对中央领导班子建设提出了很好的
建议； 有的同志在谈话回去后又打
来电话补充意见， 有的还专门补交
了书面材料……

“谈话过程也是对本人的一次
考验和党性教育， 是高级领导干部
参与党内政治生活的生动实践。”大
家反映，这种方式克服了以往“大会
海推”“划票打勾”带来的种种弊端，
没有暗潮涌动，始终风清气正。

充分沟通酝酿，凝聚全党意志。
在综合大家意见建议的基础

上，2017年9月25日，中央政治局常
委会提出了新一届中央领导机构的
组成人选方案。

新一届中央纪委领导成员人选
建议方案，由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
有关方面经过酝酿讨论， 向中央提
出。 新一届中央军委组成人选建议
方案，由中央军委经过集体讨论，向
中央提出。

9月29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
通过了新一届中央领导机构人选建
议名单， 决定提请党的十九届一中
全会和中央纪委一次全会分别进行
选举、通过、决定。

新一届中央领导机构产生的过
程， 是坚持党的领导和充分发扬民
主相结合、凝聚全党智慧的过程，是
严格按党章、按制度、按程序办事的
过程， 是党和国家领导人产生机制
不断改进完善的过程， 充分显示出
我们党更加团结统一、成熟自信。

大家认为， 党和国家领导
职务也不是“铁椅子”“铁帽子”

在谈话推荐工作中， 中央明
确了推荐人选的条件， 注重知行
合一；坚持事业为上、任人唯贤；
坚持严把人选廉洁关和作风关，
注重形象口碑。

大家认为， 党和国家领导职
务也不是“铁椅子”“铁帽子”，符
合年龄的也不一定当然继续提
名，主要根据人选政治表现、廉洁
情况和事业需要，能留能转、能上
能下。

9月25日，新一届中央领导机
构组成人选方案提出

新一届中央纪委领导成员人选
建议方案，由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
有关方面经过酝酿讨论， 向中央提
出。 新一届中央军委组成人选建议
方案，由中央军委经过集体讨论，向
中央提出。

9月29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
通过了新一届中央领导机构人选建
议名单。

10月25日，党的十九届一中全会
选举产生了新一届中央领导机构。

十九届中央政治局同志都
有较高学历，结构较合理

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由 25名
熟悉各方面、 各领域工作的同
志组成， 都有较高学历和专业
知识，结构比较合理，有在地方
工作的， 有在中央和国家机关
工作的，也有军队的同志，还有
女同志。

其中，10名同志是十八届中
央政治局委员继续提名，3名同志
是全国人大和国务院领导同志转
任，12名同志是新提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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