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新华社北京11月7日电 中国共产
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7日下午在
人民大会堂举行预备会议。

胡锦涛同志主持会议。
党的十八大应到代表、 特邀代表

2325人。
出席今天预备会议的代表、 特邀

代表2280名。
会议以举手表决方式，通过由22人

组成的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名单，通过
由247人组成的大会主席团名单， 通过
习近平为大会秘书长。 会议并通过了大
会秘书处机构设置和工作任务。

会议还通过了十八大的议程。 大会
的议程为： 听取和审查十七届中央委员
会的报告； 审查十七届中央纪律检查委
员会的工作报告；审议通过《中国共产党
章程 （修正案）》； 选举十八届中央委员
会；选举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

新华社北京11月7日电 中国共产
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团7日下
午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第一次会议。

胡锦涛同志出席会议并作了重要
讲话。 (下转3版①)

� � � �本报北京11月7日电 （记者
陈亚静 ）今天上午 ，党的十八大
湖南代表团在驻地举行第一次
全体会议。 我省选出的党的十八
大代表、全国政协副主席杜青林
出席会议 ，省委书记 、省人大常
委会主任周强， 省委副书记、省
长徐守盛传达了党的十七届七
中全会精神 ，梅克保 、熊清泉等
湖南代表团全体代表出席会议。

会议推选周强为湖南代表团
团长，徐守盛、梅克保为副团长，
郭开朗为秘书长。 酝酿了代表资
格审查委员会成员和大会主席团
成员、秘书长建议名单等。

周强指出，党的十八大是在
我国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
定性阶段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
的大会，也是我们党的奋斗历程
中又一次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
大会。 党的十八大的召开，是全
党全国各族人民政治生活中的

一件大事，举国关注、举世瞩目。
开好这次大会，对于我们党进一
步提高执政能力 ， 担当执政使
命，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
旗帜，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
民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
代化、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
胜利， 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我们一定要以高度的政治责任
感和历史使命感，以饱满的政治
热情和昂扬的精神状态，认真参
与大会各项议程，正确行使民主
权利 ，忠实履行代表职责 ，为把
这次大会开成一次高举旗帜、继
往开来、团结奋进的大会作出贡
献。

周强强调，各位代表一定要
集中思想和精力开好会，认真负
责地讨论审议好大会各项文件，
高标准、高质量地完成大会各项
任务。 (下转3版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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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举行预备会议
和主席团第一次会议

胡锦涛主持会议

胡锦涛 江泽民 吴邦国 温家宝 贾庆林 李长春 习近平
李克强 贺国强 周永康 王 刚 王乐泉 王兆国 王岐山
回良玉（回族） 刘 淇 刘云山 刘延东（女） 李源潮
汪 洋 张高丽 张德江 俞正声 徐才厚 郭伯雄 李 鹏
万 里 乔 石 朱镕基 李瑞环 宋 平 尉健行 李岚清
曾庆红 吴官正 罗 干 范长龙 许其亮 何 勇 令计划
王沪宁 (新华社北京11月7日电)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
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团名单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
主席团常务委员会名单

� � � � 本报北京11月7日电 （记者 陈亚
静） 举世瞩目的党的十八大召开在即。
今天上午，湖南代表团驻地气氛十分热
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
记贺国强专程来到湖南代表团，亲切看
望全体代表。

上午10时许， 贺国强在省委书记、
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周强， 省委副书记、
省长徐守盛的陪同下，走进湖南代表团
会议厅，全场响起热烈掌声。 贺国强与
我省选出的党的十八大代表、全国政协
副主席杜青林，以及梅克保、熊清泉等
湖南代表团全体代表一一握手，并致以
亲切问候。

贺国强首先祝贺大家光荣地当选为
党的十八大代表。 他说，党的十八大即将
胜利召开，大家都是从各行各业选出来的
优秀代表，肩负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的
重托，责任重大、使命光荣。希望各位代表
进一步增加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忠
实履行好代表职责， 精心研读大会文件，
深刻领会、全面把握精神实质，切实把思
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精神上来，积极建言
献策，正确行使民主权利，确保党和国家
的事业薪火相传、接力奋进。

贺国强说，党的十七大以来，面对风
云变幻的国际形势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
革发展稳定任务，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
的党中央，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
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全面
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党
和国家各项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历史
性成就，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打下了坚实
的基础。 我和大家一道，作为这段光辉历
程的亲历者、参与者、受益者，倍感骄傲和
自豪，也进一步坚定了高举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伟大旗帜、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伟大道路的必胜信心。

贺国强说， 过去5年也是党风廉政
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深入发展的5年，在
党中央、国务院的坚强领导下，各级党
委、 政府和纪检监察机关坚持标本兼
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方
针， 严格执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扎
实推进以密切党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
为重点的作风建设，深入推进以完善惩
治和预防腐败体系为重点的反腐倡廉
建设，在全面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
败斗争各项基础性、 长期性工作的同

时，着力解决反腐倡廉建设中人民群众
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党风廉政建设和
反腐败工作方向更加明确，思路更加清
晰，措施更加有力，成效更加明显，为党
和国家事业发展提供了有力保证。

贺国强充分肯定改革开放以来，特
别是党的十七大以来，湖南改革发展取
得的巨大成就。 他说，在党中央、国务院
的坚强领导下，湖南省委、省政府团结
带领全省广大干部群众， 抓住机遇、开
拓进取、团结奋斗、真抓实干，有效应对
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基础设施条件明
显改善，改革开放深入推进，两型社会
建设取得积极进展，人民生活水平显著
提高，生态环境明显改善，党的建设不
断加强，全省综合实力大幅提升，各项
事业都迈上了新台阶。

贺国强指出， 党的十八大是全党全
国各族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是
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关键时期和深化改
革开放、 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

时期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大会。 开好
党的十八大， 对鼓舞和动员全党全国各
族人民继续推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
程，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坚持和发
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重大的现实意
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各位代表要紧密
联系实际，学习好、宣传好、贯彻好党的
十八大精神， 自觉用党的十八大精神武
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立足本职、
开拓进取、扎实工作，不断以新的业绩为
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作出应有贡献。 希望
湖南省各级党委、政府和广大干部群众，
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和中央的
决策部署，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
进、求真务实、再接再厉、真抓实干，奋力
开拓湖南改革发展新局面， 努力在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 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
化的新征程中走在全国的前列。

贺国强动情地说，走进湖南代表团，
听到浓浓的湘音，感受到浓厚的乡情，有
一种回家的感觉。 这些年不管走到哪里，

不管工作岗位如何变化， 总在关注家乡
的发展和变化， 总在惦记湖南的父老乡
亲， 也为家乡这些年发展带来的变化感
到骄傲和自豪。 长期以来，家乡人民寄予
厚爱和希望，使我倍感温暖、倍受感动，特
别要通过各位代表向家乡的广大干部群
众表示由衷的感谢， 衷心祝愿家乡明天
更加美好，人民生活更加幸福。 贺国强还
关切地嘱咐各位代表说，已到立冬时节，
北京昼夜温差较大，天气干燥，大家要注
意身体，以良好精神状态参加大会，圆满
完成会议期间的各项任务。

周强简要汇报了我省近年来经济社
会发展情况。他表示，目前，湖南广大干部
群众精神振奋，各项工作有序推进，全省
人民正满怀信心喜迎党的十八大胜利召
开。 湖南代表团一定按照党中央的部署
要求，认真落实贺国强同志的重要指示，
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饱满的政治热
情，认真履行代表职责，圆满完成大会交
给的各项任务。

（共247人）
（按姓氏笔画为序）

（共41人）贺国强亲切看望湖南代表团代表

宁 炬
（一 ）科学发展观———一个在新的历史起

点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
代化的重大战略思想。

今天，党的十八大胜利召开了。 这是我们
党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关键时期和深化改革
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攻坚时期召开的
一次十分重要的大会。 大会将对全面推进我国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面推进党
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作出战略部署，这标志着
我国科学发展将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我们党历来是一个思想上与时俱进、理论上
勇于创新的马克思主义政党。 党的十六大以来，
伴随着新世纪的发展大潮，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
记的党中央根据世情、国情的新变化，创造性地
提出了科学发展观这一重大战略思想。 从此，中
国发展的“巨轮”驶入了科学发展的新航道。

东方风来满眼春。 10年来，在党中央的正
确领导下，全国上下兴起了学习实践科学发展
观的热潮，我国经济社会面貌和人民生活发生
了日新月异的变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呈
现出欣欣向荣的崭新气象，古老的神州大地迎
来了科学发展的春天。

正如胡锦涛总书记在“7·23”重要讲话中
深刻指出：“我们之所以能取得这样的历史性
成就和进步，最重要的就是坚持以马克思列宁
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
要思想为指导，勇于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
新，形成和贯彻了科学发展观，为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了有力
的理论指导。 ”

党的十六大以来的实践充分表明：
———科学发展观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推

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理论创新成果。 这
一重大战略思想， 深刻回答了什么是发展、为
什么发展 、怎样发展 ，发展为了谁 、发展依靠
谁、发展成果由谁享有等重大问题，丰富了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赋予了马克思主义
以鲜明的实践品格和时代特色，开辟了马克思
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新境界。

———科学发展观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推

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强大实践动
力。 这一重大战略思想，科学揭示了新的历史
条件下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内在规律，明确了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 发展战略、发
展布局、发展动力、发展目标，开创了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事业的新局面。

———科学发展观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推进
中国经济发展融入世界发展大潮的科学抉择。这
一重大战略思想， 顺应了当今世界绿色引领、低
碳崛起的发展潮流，反映了当代世界新的发展理
念， 促进了中国经济发展更好地与国际接轨，为
推动世界经济发展做出了新贡献。

这些都昭示，科学发展观已经显示出科学
理论的强大生命力，不仅现在是、而且今后也
将是引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大思想武器。

（二 ）科学发展观谱写了 “芙蓉国里尽朝
晖”的绚丽篇章。

科学发展，潮涌三湘。 党的十六大以来，在
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省委、省政府带领全省
人民开启了科学发展、富民强省的新征程。 从
“一化三基”的扎实起步，到“四化两型”的科学
探索；从“弯道超车”的奋力超越，到“快车道”
上的加速前进， 这一系列成功的发展历程显
示，在经历特大雨雪冰冻灾害和国际金融危机
的双重考验后，全省上下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
展观的思想行动更加自觉，“聚精会神搞建设，
一心一意谋发展”的良好氛围更加浓厚，经济
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态势更加明显，三湘人民
在科学发展的道路上谱写了历史性的新篇章。

(下转2版)

科学发展谱写锦绣潇湘新篇章
———写在党的十八大胜利召开之际

湖南代表团举行
第一次全体会议

杜青林出席
周强主持并讲话 徐守盛梅克保熊清泉等出席

■连线十八大

� � � � 11月7日 ，中
共中央政治局常
委 、 中央纪委书
记贺国强来到湖
南代表团,亲切看
望 全 体 代 表 。

本报记者
张目 摄

于广洲 万 里 习近平 马 （女） 马 凯 马 飚（壮族）
马兴瑞 王 刚 王 侠（女） 王 珉 王 勇
王 晨 王 毅 王三运 王万宾 王玉普 王正伟（回族）
王东明 王乐泉 王光亚 王伟光 王兆国 王志刚 王岐山
王沪宁 王宜林 王建伟 王胜俊 王洪章 王晓初 王家瑞
支树平 尤 权 车 俊 乌云其木格（女，蒙古族） 尹蔚民
巴特尔（蒙古族） 邓朴方 邓前堆（怒族） 卢展工 田修思
白 洁（女） 白立忱（回族） 白玛赤林（藏族） 白志健
白春礼（满族） 令计划 司马义·铁力瓦尔地（维吾尔族）
吉炳轩 回良玉（回族） 朱小丹 朱之鑫 朱善璐 朱福熙
朱镕基 廷·巴特尔（蒙古族） 乔 石 华建敏 全哲洙（朝鲜族）
庄仕华 刘 淇 刘 鹏 刘云山 刘亚洲 刘延东（女）
刘奇葆 刘晓江 刘家义 刘福连 江泽民 许达哲 许其亮
许耀元 孙 勤 孙怀山 孙春兰（女） 孙政才 孙思敬
孙家正 苏 荣 苏毅然 杜青林 杜恒岩 李 伟 李 鹏
李长才 李长春 李从军 李东生 李立国 李兆焯（壮族）
李克强 李岚清 李金华 李建华 李建国 李海峰（女）
李继耐 李鸿忠 李景田（满族） 李瑞环 李源潮
杨 晶（蒙古族） 杨传堂 杨栋梁 杨洁篪 杨焕宁 肖 钢
肖 捷 吴邦国 吴官正 吴胜利 吴爱英（女） 吴新雄
何 勇 何祥美 何毅亭 冷 溶 汪 洋 汪永清 沈跃跃（女）
沈德咏 宋 平 宋大涵 宋秀岩（女） 张 平 张 阳
张 茅 张 勇 张 毅 张又侠 张庆黎 张国清 张宝顺
张春贤 张研农 张高丽 张海阳 张海迪（女） 张瑞敏
张裔炯 张德江 陆 昊 阿不来提·阿不都热西提（维吾尔族）
陈 元 陈 希 陈 雷 陈至立（女） 陈全国 陈宜瑜
陈奎元 陈炳德 陈德铭 努尔·白克力（维吾尔族） 苗 圩
范长龙 林 军 林左鸣 欧阳淞 尚福林 罗 干 罗志军
罗保铭 周 济 周 强 周小川 周本顺 周生贤 周永康
周伯华 郑万通 房峰辉 孟学农 孟建柱 项俊波 赵 实（女）
赵乐际 赵克石 赵克志 赵宏博 赵洪祝 赵宪庚 胡问鸣
胡和平 胡泽君（女） 胡春华 胡锦涛 柳斌杰 俞正声
姜伟新 姜异康 姜建清 贺国强 秦光荣 袁纯清 袁贵仁
耿惠昌 聂卫国 栗战书 贾东亮 贾庆林 钱运录 铁 凝（女）
徐才厚 徐乐江 徐建一 徐绍史 郭声琨 郭伯雄 郭明义
郭金龙 郭树清 黄兴国 黄奇帆 曹建明 盛光祖 常万全
鄂竟平 梁光烈 梁国扬 尉健行 彭清华 蒋洁敏 蒋超良
韩 正 韩长赋 焦若愚 曾庆红 温家宝 谢伏瞻 谢旭人
强 卫 楼继伟 路甬祥 靖志远 褚益民 蔡 武 蔡英挺
蔡赴朝 雒树刚 廖 晖 廖锡龙 熊群力 薛 莹（女）
戴秉国（土家族） 戴相龙 魏 亮 (新华社北京11月7日电)

马文

高举伟大旗帜 凝聚奋斗力量
———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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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11月7日，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团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第一次会议。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