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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票当选！众望所归！
2970名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以

13亿多中国人民的名义，投下神圣选
票，作出庄严选择。

2018年 3月 17日上午10时 40
分，习近平总书记全票当选国家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

长时间热烈的掌声一次次在人民
大会堂回荡。

一张张神圣的选票，表达的是亿
万人民对国家的掌舵者、人民的领路
人的高度信任和衷心拥护。

根据中共中央建议、由十三届
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主席团提名、经
各代表团充分酝酿协商，候选人最
终由大会主席团根据多数代表意见
确定下来。

在酝酿协商过程中，代表们对提
名习近平同志为国家主席、中央军委
主席人选一致表示拥护。

写票、投票、计票……选举工作秩
序井然，顺利完成。

当屏幕上出现“中华人民共和国

主席 习近平 赞成2970票”字样、
工作人员尚未宣读计票结果，代表们
就不约而同地起身站立，用热烈的掌
声向习近平表示祝贺、表达敬意。

掌声中，习近平从主席台座席上
起身，向全体代表鞠躬致意。

这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信赖、时
代的重托。

掌声，献给波澜壮阔的历史——
近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中

国人民实现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
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今日之中国比
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
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目标。

掌声，献给极不平凡的五年——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
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
生历史性变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迈入新时代。

掌声，献给光辉灿烂的未来——
党的十九大描绘了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的宏伟蓝图，人们坚信，在
实现两个百年目标的新征程上，中华
民族一定能够书写新的史诗、创造新
的奇迹。

掌声表达民意，誓言展现担当。
经历过无数次历史性时刻的人民

大会堂，今天，又见证了人民共和国历
史上首次国家领导人宪法宣誓。

为彰显宪法权威、加强宪法实
施，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作出决定，
建立宪法宣誓制度。此后，全国人
大常委会以国家立法形式确立了这
一制度。6天前通过的宪法修正案，
又以国家根本法的形式将这一制度
确定下来。

刚刚当选的国家主席、中央军委
主席习近平，成为第一位进行宪法宣
誓的共和国领导人。

庄严的时刻，神圣的誓言。
10时49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

乐团号手奏响了宣誓仪式曲。
12名陆海空三军仪仗兵，一路正

步，穿过会场行进至主席台前。主席台

上，3名仪仗兵护送《中华人民共和国宪
法》入场。

步履坚定，彰显根本法神圣地位
——

30多年来，我国现行宪法在深刻
总结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改革的成功
经验基础上制定和不断完善，彰显着
我们党领导人民长期奋斗的历史逻
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

号声嘹亮，演绎总章程与时俱进
——

3月11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
会议第三次全体会议表决通过宪法修
正案，把党和人民在实践中取得的重
大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成果
转化为国家意志，载入治国安邦的总
章程。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
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

军乐团奏响《义勇军进行曲》。伴
随着庄严高亢的旋律，全场代表齐声
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激昂的国歌声里，回首峥嵘岁月，

憧憬美好明天，代表们心潮澎湃。
伴随着主席出场号角，习近平迈

着自信而坚毅的步伐走向宣誓台。
国徽高悬、熠熠生辉。习近平左

手抚按宪法，右手举拳，面向近3000
名代表宣读誓词：

“我宣誓：忠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
法，维护宪法权威，履行法定职责，忠
于祖国、忠于人民，恪尽职守、廉洁奉
公，接受人民监督，为建设富强民主文
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努
力奋斗！”

掌声再一次响彻人民大会堂万人
大礼堂。

铮铮誓言，是依宪治国、依宪执政
的庄严承诺；

铮铮誓言，是许党许国、爱民为民
的殷殷深情；

铮铮誓言，是劈波斩浪、击水中流
的豪迈姿态。

这一刻，将永载史册。
北京瑞雪纷飞，大地风光无限。

(新华社北京3月17日电)

人民的信赖 郑重的誓言
——记习近平当选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并进行宪法宣誓

■ 人民日报评论员

“我宣誓：忠于中华人民共和国
宪法，维护宪法权威，履行法定职
责，忠于祖国、忠于人民，恪尽职守、
廉洁奉公，接受人民监督，为建设富
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
代化强国努力奋斗！”

铿锵的声音，庄严的气氛，这神圣
的一刻，定格成人民共和国的历史，融
注到亿万人民的心头。3 月 17 日上
午，宪法宣誓制度实行以来首次在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举行宪法宣誓仪
式。当选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中华

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的习
近平总书记，抚按宪法、紧握右拳，庄
严宣誓。这是人民共和国历史上国家
主席首次进行的宪法宣誓，充分体现
了习近平同志作为党、国家、军队最高
领导人尊崇宪法、维护宪法、恪守宪法
的高度政治自觉，充分彰显了习近平
总书记作为全党拥护、人民爱戴的领
袖身体力行、率先垂范的政治品格和
领袖风范，深刻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依宪治国、依宪
执政、维护宪法权威的坚定意志和坚
强决心。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是治国安

邦的总章程，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法
律权威、法律效力。以宪法为根本活
动准则，树立宪法意识，恪守宪法原
则，弘扬宪法精神，履行宪法使命，是
对国家工作人员的基本要求。向宪法
宣誓，不仅是一个庄严的仪式，也是彰
显宪法权威的重要方式，有利于增强
国家工作人员的宪法观念，促进国家
工作人员忠于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
法，有利于在全社会增强宪法意识、捍
卫宪法尊严。习近平主席就职时依法
进行宪法宣誓，对全党全国各族人民
是最好的激励和教育，必将极大增强
广大国家工作人员履行职务的使命感

和责任感，极大鼓舞社会公众进一步
弘扬宪法精神、培育宪法信仰。

历史和实践告诉我们，维护宪法
权威，就是维护党和人民共同意志的
权威；捍卫宪法尊严，就是捍卫党和
人民共同意志的尊严；保证宪法实
施，就是保证人民根本利益的实现。
从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建立宪
法宣誓制度，到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
会议审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增加“国
家工作人员就职时应当依照法律规
定公开进行宪法宣誓”的规定，宪法
宣誓制度的建立及其法律地位的不
断提高，充分表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在治国理政的进程中，坚
决维护宪法权威、捍卫宪法尊严、保
证宪法实施的决心，和以依法治国为
治理国家基本方式、把人民对美好生
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的信念。

“法令既行，纪律自正，则无不治
之国，无不化之民”。紧密团结在以习
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强化

“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筑牢宪
法根基，释放宪法伟力，我们就一定能
凝聚亿万人民的磅礴之力，夺取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抵达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辉彼岸。

(新华社北京3月17日电)

3月18日：

决定国务院总理人选
选举国家监委、“两高”负责人

新华社北京3月17日电 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
会议18日上午举行第六次全体会议，决定国务院总
理的人选，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副
主席、委员的人选，选举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最高
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十三届全国
人大常委会委员。

下午举行代表团全体会议，酝酿国务院副总理、
国务委员、各部部长、各委员会主任、中国人民银行行
长、审计长、秘书长的人选，十三届全国人大各专门委
员会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委员的人选。

两会日程预告

◀上接A04版
2002－2003年 民进上海市副主

委 ，复旦大学教务处处长（其间 ：
2002.09－2002.12上海市委党校党外
中青干部培训班学习）

2003－2003年 民进上海市副主
委，复旦大学副校长、教务处处长

2003－2007年 民进上海市副主
委，复旦大学副校长

2007－2007 年 民进上海市主
委，复旦大学副校长

2007－2008 年 民进中央副主
席、上海市主委，复旦大学副校长

2008－2015 年 民进中央副主
席、上海市主委，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副主
任，复旦大学副校长

2015－2016 年 民进中央副主
席、上海市主委，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副主
任

2016－2016 年 民进中央副主
席、上海市主委，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副主
任，同济大学副校长

2016－2017年 民进中央常务副

主席（按部长级待遇），上海市主委，上海
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同济大学副校长

2017－2017年 民进中央常务副
主席（按部长级待遇），上海市人大常委
会副主任

2017－2018年 民进中央主席，
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2018－ 十三届全国人大
常委会副委员长，民进中央主席

第十届全国人大代表，十三届全国
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第十一届、十二
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

杨振武

武维华
武维华，男，汉

族，1956 年 9 月生，
山西孝义人，九三学

社成员，1974年12月参加工作，美国新
泽西州立大学植物科学系植物科学专业
毕业，研究生学历，理学博士学位，教授，
中国科学院院士。

现任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
长，九三学社中央主席。

1974－1978年 山西省孝义市兑

镇小学、初中教师
1978－1982年 山西大学生物系

植物生理专业学习
1982－1984年 中国科学院上海植

物生理研究所植物生理专业硕士研究生
1984－1989年 北京农业大学生

物学院讲师（其间：1987－1989年美国
新泽西州立大学植物科学系访问学者）

1989－1991年 美国新泽西州立大
学植物科学系植物科学专业博士研究生

1991－1993年 美国哈佛大学生
物学实验室博士后

1993－1994年 美国宾州州立大
学生物系博士后

1994－1996年 中国农业大学讲
师、副教授

1996－1999年 中国农业大学教
授、植物科学系主任

1999－2002年 中国农业大学生
物学院院长

2002－2004年 中国农业大学植
物生理学与生物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主
任、生物学院院长

2004－2012年 中国农业大学植
物生理学与生物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主
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生命科学部主
任（2008.11）（其间：2007年当选为中国
科学院院士；2011－2012年挂职任北
京市农村工作委员会副主任）

2012－2015年 九三学社中央副
主席，中国农业大学植物生理学与生物
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委生命科学部主任

2015－2017年 九三学社中央副
主席，中国农业大学学术委员会主任、植
物生理学与生物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主
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生命科学部主
任（2016.11免）

2017－2018年 九三学社中央主
席，中国农业大学学术委员会主任、植物
生理学与生物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
（2018.01免）

2018－ 十三届全国人大
常委会副委员长，九三学社中央主席，中
国农业大学学术委员会主任

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

长。第十届全国政协委员，十一届、十二
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

杨振武，男，汉
族，1955 年 5 月生，
河北新乐人，1978年

9月参加工作，1975年4月加入中国共
产党，中央党校研究生学历，高级记者。

现任中共十九届中央委员，十三届全
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人民日报社社长。

1973－1973年 河北省新乐县马
头铺公社东庄村务农、大队团支部书记

1973－1975年 河北省新乐县马
头铺公社协助工作、公社团委副书记

1975－1978年 南开大学中文系
汉语言文学专业学习

1978－1984年 人民日报社总编
室编辑

1984－1987年 人民日报社驻河
北记者站记者

1987－1989年 人民日报社驻河
北记者站首席记者

1989－1996年 人民日报社记者

部副主任（其间：1990.03－1990.07中央
党校地厅级干部进修班学习）

1996－2001年 人民日报社教科文
部副主任

2001－2004年 人民日报社记者部
主任

（2000－2003年中央党校研究生院
在职研究生班法学理论专业学习）

2004－2005年 人民日报社编辑委
员会委员、海外版总编辑

2005－2006年 人民日报社编辑委员
会委员、海外版总编辑兼社机关党委书记

2006－2009年 人民日报社副总编
辑兼机关党委书记（其间：2007.03－
2007.07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学习）

2009－2013年 上海市委常委、宣
传部部长

2013－2014年 人民日报社总编辑
2014－2018年 人民日报社社长
2018－ 十三届全国人大常

委会秘书长，人民日报社社长
中共第十九届中央委员。

（新华社北京3月17日电）

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秘书长简历

尊崇宪法的庄严宣示

一些国家领导人热烈祝贺习近平当选国家主席
据新华社北京3月17日电 3月

17日上午，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
选举习近平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消
息宣布后，一些国家领导人第一时间
纷纷致电或致函习近平主席，表示热
烈祝贺。

朝鲜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表
示，我对您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
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
主席表示衷心祝贺，祝愿中国人民在
以您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
更大成就。我确信朝中两国关系将沿
着符合两国人民共同利益的方向发
展。

越南国家主席陈大光表示，欣闻
您在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
当选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和中央军
委主席，我谨向您致以最热烈的祝
贺。我相信，作为中共中央的领导核
心、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您将带
领中国人民胜利实现把中国建成富
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
代化强国目标，为地区乃至世界和
平、稳定和繁荣作出重要贡献。越南

党、国家和人民高度重视发展同中国
的睦邻友好与全面合作关系，视之为
越南对外政策的战略选择和头等优
先。相信您将继续关心指导各级、各
部门落实两党两国领导人共识，不断
扩大和提升两国各领域合作，推动越
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持续稳定
健康深入发展。

老挝国家主席本扬表示，我坚信，
在以您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
导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将
取得全面巨大和历史性的成就，中国
一定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
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祝老中两
党、两国和两国人民传统友好和全面
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在“四好”精神指引
下不断深入发展、开花结果。

巴基斯坦总统侯赛因表示，您的
当选表明中国人民对您的英明领导充
满信心。中国在过去5年取得令人瞩
目的发展成就，不仅提升了中国的国
际地位和形象，也给人民生活带来巨
大变化。您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所作的
杰出贡献受到广泛赞誉。我相信，在
您的英明领导下，伟大的中华民族将

继续向前迈进，实现民族复兴的目
标。巴中是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我
们将继续致力于全面加强两国关系，
造福两国人民。

韩国总统文在寅表示，祝愿中国
在您的领导下早日实现中国梦，为东
北亚地区和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作出更
大贡献。您派特别代表出席平昌冬奥
会开、闭幕式，使本届冬奥会成为朝鲜
半岛、东北亚乃至全世界人民和平与
和谐的盛会，我深表感谢。今年是韩
中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我
愿同您一道努力，开启两国关系走向
成熟、步入新时代的元年。

日本天皇明仁表示，值此您当选
国家主席之际，谨表示诚挚祝贺。祝
您身体健康、贵国繁荣昌盛。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表示，今年
正值《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缔结 40
周年，也是中国实施改革开放政策
40周年。40年来，中国取得了举世
瞩目的发展，日中两国广泛开展合
作。我希望以今年为契机，推动日
中关系进一步走向改善，迈上新的
发展台阶。

孟加拉国总统哈米德表示，在您
的领导下，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
同体的伟大事业取得巨大成就。我深
信孟中关系将得到巩固与深化。

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表
示，您的当选充分体现了中国人民对
您为维护国家利益所作巨大贡献的高
度肯定。在您的英明领导下，中国在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中必将不断取
得新的更大成就。相信在双方共同努
力下，哈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将继续
保持高水平发展。

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表示，在
您的英明领导下，在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下，中国
人民正坚定不移地朝着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目标奋勇前进。祝
中国人民永享和平繁荣，愿白中友好
关系不断向前发展。

尼日利亚总统布哈里表示，您的
当选充分表明中国人民对您在国家和
国际事务中展现出来的远见和智慧充
满信任和信心。我相信，今年9月中
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将取得巨大成
功，推动非洲和中国之间伙伴关系迈

上新台阶。
津巴布韦总统姆南加古瓦表示，

您作为忠诚正直、敢于担当的领袖，得
到中国人民的衷心拥护。中国人民用
实际行动充分表达了对您的信任。相
信在您的领导下，中华人民共和国必
将更加繁荣富强。

巴勒斯坦国总统阿巴斯表示，您
的成功当选表明，中国人民和中国共
产党对您的英明领导和未来宏伟规划
满怀信心。相信您将引领中华民族实
现伟大复兴，促进国际和平正义。

奥地利总统范德贝伦表示，您的
岗位责任重大而崇高。实行改革开放
以来，中国取得了令人难以想象的巨
大成就。世界上没有任何其他国家能
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实现如此卓越的发
展。祝愿中国在您的领导下在成功大
道上继续前行。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表示，中国
共产党是有勇气有担当的政党。我高
度评价您的果敢和担当，坚信在您的
领导下，中国人民必将实现伟大复兴
的中国梦，中国复兴必将有利于维护
世界和平、稳定，造福全球各国人民。

非法校园贷要严打
合规金融服务要来
——代表建议“疏”“堵”结合更好满足
高校学生金融需求

如何防范化解校园金融风险，更好满足在校大
学生合理金融需求，是今年两会期间一些人大代表
的民生关注点之一。

“禁止网贷进入校园的新政策推出之后，非法校
园贷等金融行业乱象明显好转。”全国人大代表、南
昌航空大学校长罗胜联说，应正视当代大学生合理
信贷需求，鼓励更多合规银行开展校园金融业务，更
好地为在校大学生提供校园金融服务。

全国人大代表、江西财经大学环境与贸易研究
中心主任李秀香长期从事学生教育工作。她介绍，
当前在校大学生主体从“95后”逐步向“00后”转换，
成长经历决定了他们在缴纳学费、创业、消费升级等
方面有资金需求时，倾向于寻求校园金融产品而不
是家庭的资助。

“但由于高校人群相对年轻，征信不完善，从正规
银行获得贷款门槛高，流程复杂，合理金融需求无法满
足。同时，借款申请信息没有共享，导致多头借贷行为
始终难以杜绝，给非法校园金融产品留下‘野蛮生长’
空间，助长了大学生的非理性消费。”罗胜联说。

他介绍，近年来有关部门发布关于加强校园贷
规范管理工作的通知，提出疏堵结合的政策，暂停非
持牌金融机构进入校园为大学生提供信贷服务。同
时，鼓励商业银行和政策性银行在风险可控的前提
下，有针对性地开发高校助学、培训、消费、创业等金
融产品，为校园金融开正门。

“‘堵’这一侧成效显著，‘疏’这一侧动作不大。”罗
胜联说，我国校园金融规模远小于美国等发达国家，比
如美国2016年学生贷款总额为1.23万亿美元，而我
国校园金融目前只有约百亿元人民币的规模。

在这种情况下，“大量无牌照的各类放贷机构披
着创新外衣从事非法违规金融活动，存在很大的风
险隐患。”全国人大代表、中国人民银行石家庄中心
支行行长陈建华说。

对此，罗胜联建议，鼓励银行与金融科技公司合
作，提高合规校园金融产品的覆盖率，安全性，降低
贷款成本，让在校大学生真正享受到普惠金融的便
利，远离不法校园贷的危害。

比如，银行与金融科技公司联合发卡或在消费
场景中共同设计信用消费产品。这种模式下，银行
提供资金、核心风险控制技术，金融科技公司在电商
消费场景中辅助银行完成获客、面签、协助审核、贷
后管理等工作，既高效流畅，也能确保资金用途定
向，减少风险。

罗胜联还建议，完善央行征信档案，尽早将18
岁以上的年轻人纳入，并加强信息共享，打破征信市
场“数据孤岛”带来的“多头借贷”乱象，降低行业风
险。同时将金融、信用安全教育引入高校课堂，增强
高校在校生信用安全意识。

此外，李秀香还建议：“对于困难学生加大资助力
度，提供更多校内勤工俭学机会，联合正规金融机构
设立创业基金等，为大学生提供更多安全的金融产
品，满足合理金融需求。”（新华社北京3月17日电）

两会议政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