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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举产生新一届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
通过关于十七届中央委员会报告的决议
通过关于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
通过关于"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的决议
胡锦涛同志主持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新华社北京
$$

月
$#

日电 中

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

选举产生新一届中央委员会和中央

纪律检查委员会! 通过关于十七届

中央委员会报告的决议" 关于中央

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 "

关于 #中国共产党章程 $修正案%&

的决议后!

#$

日上午在人民大会堂

胜利闭幕'

大会号召! 全党全国各族人民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

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 为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 不断夺

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 共同

创造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更加幸福

美好的未来'

胡锦涛同志主持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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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淇"刘云山"刘

延东"李源潮"汪洋"张高丽"张德江"

俞正声"徐才厚"郭伯雄"李鹏"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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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沪宁等大会主席团

常务委员会成员在主席台前排就座'

上午
%

时! 闭幕会开始'

今天大会应到代表和特邀代表

!&!'

人 ! 实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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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 实到代表

超过应到代表的半数! 符合大会选

举办法的规定'

会议首先通过了
!

名总监票人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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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监票人名单'

在总监票人和监票人监督下 !

到会的代表和特邀代表以无记名投

票方式! 选举出由
!"'

名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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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候补委员组成的十八届中央委员

会! 选举出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

员会委员
*&+

名'

**

时
!(

分 ! 胡锦涛宣布 ! 第

十八届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纪律检查

委员会! 已经党的第十八次全国代

表大会选举产生' 全场响起长时间

的热烈掌声'

随后! 大会通过了关于十七届

中央委员会报告的决议' 大会批准

胡锦涛同志代表十七届中央委员会

所作的报告' 决议指出! 报告描绘

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加快推进社

会主义现代化的宏伟蓝图! 为党和

国家事业进一步发展指明了方向 !

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智慧的结晶 !

是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夺

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的政治

宣言和行动纲领! 是马克思主义的

纲领性文献'

大会认为! 报告阐明的大会主

题对我们党带领人民继往开来" 奋

勇前进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全党

要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以邓小平理论" (三个代表) 重要

思想" 科学发展观为指导! 解放思

想! 改革开放! 凝聚力量! 攻坚克

难! 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而奋斗'

大会高度评价十七届中央委员

会的工作 ' 大会同意十七届中央

委员会对十六大以来十年奋斗历

程的基本总结 ' 大会强调 ! 总结

十年奋斗历程 ! 最重要的就是我

们坚持勇于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

论创新 ! 围绕坚持和发展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提出一系列紧密相连 "

相互贯通的新思想 " 新观点 " 新

论断 ! 形成和贯彻了科学发展观 '

科学发展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理论体系最新成果 ! 是中国共产

党集体智慧的结晶 ! 是指导党和

国家全部工作的强大思想武器 '

科学发展观同马克思列宁主义 "

毛泽东思想 " 邓小平理论 " (三

个代表 ) 重要思想一道 ! 是党必

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

大会指出!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

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 要

牢牢把握以下基本要求* 必须坚持

人民主体地位! 必须坚持解放和发

展社会生产力! 必须坚持推进改革

开放! 必须坚持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必须坚持走共同富裕道路! 必须坚

持促进社会和谐! 必须坚持和平发

展! 必须坚持党的领导'

大会认为! 根据我国经济社会

发展实际! 要在十六大+ 十七大确

立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基础

上努力实现新的要求* 经济持续健

康发展! 人民民主不断扩大! 文化

软实力显著增强! 人民生活水平全

面提高! 资源节约型" 环境友好型

社会建设取得重大进展' 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 必须以更大的政治勇气

和智慧! 不失时机深化重要领域改

革! 坚决破除一切妨碍科学发展的

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弊端! 构建系

统完备" 科学规范" 运行有效的制

度体系! 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

加定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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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号召' 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高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更加紧密

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 为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而奋斗' 不断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新胜利' 共同创造中国人民和中华民

族更加幸福美好的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