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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秋伟业，薪火相传；百年大党，风
华正茂。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
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产生了新一届中央领
导机构，习近平同志任中共中央总书记、
中央军委主席，一批为党和国家事业作
出重大贡献的同志从党中央领导岗位上
退下来，一批德才兼备、年富力强、经验
丰富的领导干部进入新一届中央委员会
和中央领导机构。这是一个凝聚全党共
识、反映人民期待，值得全党全军全国各
族人民充分信赖的中央领导集体，这是

一个政治坚定、团结统一、富有活力，能
够适应党和国家事业长远发展需要的中
央领导集体。选举结果充分体现了全党
共同意志，充分反映了亿万人民共同心
愿，充分展现了我们党朝气蓬勃、兴旺发
达、奋发有为。前进道路上，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必将团结带领全党全军
全国各族人民，坚定历史自信，增强历史
主动，踔厉奋发、勇毅前行，为全面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把中国发展进
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党的二十大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伟大旗帜，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系统阐述了新时代
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理
论和实践问题，科学谋划了未来一个时
期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目标任务和大政
方针，擘画了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党的二
十大和党的二十届一中全会的胜利召开，
为党和国家事业进一步指明了前进方向，
为我们党继续带领亿万人民团结奋斗奠
定了重要的思想政治基础，为全面贯彻党
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奋力谱
写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篇章，
提供了坚强的政治保证和组织保证。这
充分表明，我们党无愧为坚守初心使命、

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永葆生机
活力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
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
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
我国发展进入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
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在
复杂严峻的国内外发展环境下，更好肩
负使命任务、创造新的伟业，我们党必须
有坚强有力的领导核心和中央领导集
体。党确立习近平同志党中央的核心、
全党的核心地位，确立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对新
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对推进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具有决定性意义。
“两个确立”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党的建设
最重大的政治成果，是新时代引领党和
国家事业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的政治保
证，是战胜一切艰难险阻、应对一切不确定
性的最大确定性、最大底气、最大保证。我
们要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
行力，更加自觉地维护习近平总书记党中
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更加自觉地
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
和集中统一领导，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上来，统一
到党的二十大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上来，
形成同心共圆中国梦的强大合力。

团结才能胜利，奋斗才会成功。我们
靠团结奋斗创造了辉煌历史，还要靠团结
奋斗开辟美好未来。让我们更加紧密地
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
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
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
做到“两个维护”，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务
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
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自信自
强、守正创新，谱写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更加绚丽的华章，在新的赶考之路上
继续创造令人刮目相看的新的奇迹！

（新华社北京10月23日电）

肩负使命任务 创造新的伟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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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0月23日电 中共中央将于10月24日上午10时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解读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及人民网、新华网、中国网等将对新闻发布会进行直播。

中共中央今日上午举行新闻发布会 介绍解读党的二十大报告

新华社北京10月23日电 10月23
日，朝鲜劳动党总书记金正恩，越南共产
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阮富仲，老挝人民
革命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通伦，古巴共
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国家主席迪
亚斯-卡内尔发来贺电或贺函，热烈祝贺
习近平同志当选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
央委员会总书记。

金正恩表示，欣悉中国共产党第二
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成功举行，您再次
当选中共中央总书记，我谨致以最热
烈的祝贺！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
代表大会对中国党和人民更加紧密地
团结在以习近平总书记同志为核心的
中共中央周围，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旗帜下，推进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具有划时代
的里程碑意义。习近平总书记同志继
续肩负领导中国共产党的重任，体现
了中国共产党全体党员和全体中国人

民始终不变的信任、支持和期待。坚
信在习近平总书记同志领导下，中国
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必将坚持和发展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全面建设社会主
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取得光辉胜
利。当前，朝中两党进一步加强团结
合作，无论形势如何变化、面临何种挑
战，都始终坚定有力地引领着以社会
主义为核心的两国关系不断向前发
展。我愿同习近平总书记同志一道，
顺应时代要求，共同擘画引领朝中关
系实现更加美好的未来，大力推动两
国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不断向前发展。
衷心祝愿习近平总书记同志在领导中
国党和人民这一责任重大的工作中取
得更大成就！

阮富仲表示，在您再次当选中共中
央总书记之际，我谨代表越共中央并以
我个人名义，向您致以最热烈的祝贺。
我十分高兴并衷心祝贺中共二十大取

得圆满成功。大会着眼中国长远发展
和成功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制定
了一系列重要战略规划和目标任务，推
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不断完善并取得创新发展。我坚信，在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领导
下，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指引下，中国全党和全国人民必将
完成中共二十大提出的各项目标，早日
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将中国建设
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
义现代化强国。我们十分珍视并高度
评价您为了两国人民的利益，对越中关
系给予的真诚关心和巨大贡献。我始
终高度重视并愿同您一道，继续关心指
导双方各层级、各部门、各地方，贯彻落
实好高层共识，推动越中睦邻友好与全
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
展，不断迈上新台阶，为两党、两国、两
国人民的根本长远利益，为本地区乃至

世界的和平、稳定、合作、发展作出贡
献。我期待早日同您再次见面，就重大
战略问题深入交换意见，进一步增进双
方政治互信，为两国关系未来发展指明
方向。

通伦表示，值此您再次当选中国共
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之际，我十分高
兴代表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并
以我个人名义，向您并通过您向中共二
十届中央委员会致以兄弟和同志般的
热烈祝贺和崇高敬意！您在中共二十
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
充分体现了中国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对
您作为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作
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
英明领袖的高度信任和无比敬重。中
共十八大以来，以您为核心的中共中
央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开创性地形成
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引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

取得新成就、创造新辉煌。您提出的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倡
议、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等重
大理念和主张得到国际社会广泛认同
和普遍支持，已经并将继续为世界和
平发展事业作出积极贡献。我坚信，
在以您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强领导
下，兄弟的中国人民将胜利贯彻落实
中共二十大精神，在全面建设社会主
义现代化国家、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
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
征程上不断取得新的更伟大的成就！
我愿同您一道，进一步加强战略沟通，
共同引领推动新时代老中关系和命运
共同体建设不断深入发展、开花结果，
为两国和两国人民创造更多福祉，共
同推进伟大的社会主义事业。

迪亚斯-卡内尔表示，欣悉您再次
当选中共中央总书记，谨向您致以最热
烈的祝贺。中共二十大受到国际社会

关注。我们相信，在您领导下，中国共
产党和中国人民必将在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继续取得新的成
就。您带领中共中央为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作出的理论和实践贡献，
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里程
碑。中国和古巴是好朋友、好同志、好
兄弟，政治互信、友好合作、亲密无间
是两国关系的显著特点，古中两党、两
国和两国人民之间的关系堪称典范。
我重申，我愿同您一道继续坚定不移
地加强对上述关系的政治引领，使之
不断拓展和完善，从而促进两国的可
持续发展和两国人民的福祉，推动世
界社会主义进程不可逆转、充满生
机。衷心祝愿您身体健康并在这一重
要和崇高的岗位上取得新的更大成
就。谨向您并通过您向全体中共党员
和中国人民致以兄弟般拥抱和最崇高
敬意。

朝鲜越南老挝古巴领导人
热烈祝贺习近平当选中共中央总书记

新华社北京10月23日电 10月23
日，世界政党政要纷纷致电致函，热烈祝
贺习近平当选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
委员会总书记。

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值此您再次
当选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之
际，请接受我最热烈的祝贺。中国共产
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成功举行，充
分体现了您崇高的政治威望，展现出在
您领导下中国共产党的高度团结。本次
大会所作出的各项决定将助力中国成功
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的宏伟目标，不断提
升中国国际地位。我愿继续同您开展建
设性对话和紧密协作，推动俄中全面战
略协作伙伴关系向前发展。衷心祝您身

体健康，诸事顺遂，在崇高的岗位上不断
取得新成就。

南非非国大主席、总统拉马福萨表
示，祝贺您再次当选中国共产党中央委
员会总书记，并通过您向新一届中共中
央领导集体致以良好祝愿。中共二十
大为中国党和国家开启新征程指明了
前进方向。非国大十分珍视两党关系，
在阁下领导下，中国共产党与非国大关
系日益深化，感谢中共给予我们支持和
引导。相信中共将同世界进步力量一
道，持续推动实现世界公平正义与和平
发展。

阿根廷正义党主席、总统费尔南德
斯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领导中国在消除

贫困、科技创新、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等各
方面取得巨大成就，极大改善了中国人
民的生活水平，为世界各国树立了学习
榜样。祝愿习近平总书记领导中国沿着
发展和繁荣的道路继续勇毅前行，再续
辉煌、再创佳绩。

南苏丹苏丹人民解放运动主席、总
统基尔表示，感谢中国共产党长期以
来为南苏丹苏丹人民解放运动和南苏
丹提供的宝贵支持。我和南苏丹苏丹
人民解放运动将致力于同您和中国共
产党密切合作，推动南中两党两国友
好关系不断发展，以实现两党、两国和
两国人民的最大利益。

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表示，您

再次当选中共中央总书记充分彰显了
您的崇高威望和 9600 多万名中共党
员对您的坚定支持。您坚定带领伟大
中国向实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
强国目标迈进，相信这一目标一定能
够实现。

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表示，中
共二十大取得圆满成功，在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道路上具有重大历史意义。您的
当选证明了全体中国人民对您的高度拥
护。我愿与您共同努力，进一步深化两
国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表示，中
共二十大的选举结果表明了中国共产党
和中国人民对您的高度信任与拥护。近

年来吉中两国关系快速发展，吉方愿继续
同中方深化合作，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向前
发展。

土库曼斯坦总统谢尔达尔·别尔德
穆哈梅多夫表示，中共二十大充分表明，
中国人民完全信任自己的领袖，完全拥
护在您的英明领导下中国共产党实现国
家全面现代化、实现民族复兴和增进人
民福祉的政策。我们愿同中方持续开展
内涵丰富、高度互信的对话。

巴基斯坦穆斯林联盟（谢里夫派）
主席、政府总理夏巴兹表示，在习近平
总书记的卓越领导下，中国在人类事
业的各个领域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
成就。习近平总书记为建立公平公

正、和睦相处的全球治理体系以及弘
扬各国真诚友好的合作精神发挥了
积极作用。

匈牙利青民盟－匈牙利公民联盟
主席、政府总理欧尔班表示，诚挚祝贺
您当选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
过去十年，中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匈
中两国关系也取得卓越成果。匈方高
度评价两国间建立的全面战略伙伴
关系，期待未来进一步加强同中方的
合作。

此外，发来贺电贺函的还有毛里求
斯社会主义战斗运动主席莱斯琼加德，
巴西社会民主党主席阿劳若，塞拉利昂
人民党总书记科罗马等。

世界政党政要热烈祝贺习近平当选中共中央总书记

广告·热线：6681088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