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华社北京12月1日电 我党我军
我国各族人民公认的享有崇高威望的卓
越领导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
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
家，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战士，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杰出领导者，党的
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三个代

表”重要思想的主要创立者江泽民同志
的遗体今天从上海由专机敬移到达北
京。习近平、李克强、栗战书、汪洋、李
强、赵乐际、王沪宁、韩正、丁薛祥、李希、
王岐山等党和国家领导同志到北京西郊
机场迎灵，并向江泽民同志亲属表示深切
慰问。蔡奇和治丧委员会办公室有关同

志、江泽民同志亲属从上海护送江泽民
同志遗体回到北京。

北京西郊机场国旗半垂，气氛庄严肃
穆，黑底白字横幅上写着：“江泽民同志永
垂不朽”“江泽民同志永远活在我们心
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等胸佩白花、
臂戴黑纱，神情凝重地在停机坪肃立。

15时55分，载护江泽民同志遗体的
专机缓缓降落。在低回的哀乐声中，12
名礼兵抬护安放着江泽民同志遗体的灵
柩，缓缓走下专机，行进至迎灵队伍正前
方肃立。习近平等向江泽民同志遗体三
鞠躬，目送灵柩上灵车。之后，治丧委员
会办公室成员和江泽民同志亲属护送遗

体前往停灵处。
当天中午12时10分，起灵仪式在上

海华东医院告别室举行。治丧委员会办
公室成员、上海市有关负责同志、江泽民同
志亲属和生前友好、医护人员等向江泽民
同志遗体告别，并护送灵柩到上海虹桥机
场。上海各界群众在沿途送行。

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
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
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
察院检察长，在京全国政协副主席以及
中央军委委员也到北京西郊机场迎灵。

江泽民同志 11 月 30 日在上海逝
世，享年96岁。

江泽民同志遗体由专机敬移北京
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同志到机场迎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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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日，江泽民同志的遗体从上海由专机敬移到达北京。习近平、李克强、栗战书、汪洋、李强、赵乐际、王沪宁、韩正、丁薛祥、李希、王岐山
等党和国家领导同志到北京西郊机场迎灵。蔡奇等从上海护送江泽民同志遗体回到北京。 新华社记者 李学仁 摄

鉴于江泽民同志在党和国家历
史发展中的特殊功绩，以及全党全军
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现决定：

（一）12月6日上午10时，党中
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
协、中央军委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
举行江泽民同志追悼大会。追悼大

会现场直播，各地区各部门要认真组
织广大党员、干部、群众收听收看。

（二）追悼大会当天，全国和我国
驻外使领馆及其他驻外机构下半旗
志哀，停止公共娱乐活动一天。

（三）12月6日上午追悼大会默
哀时，全国人民默哀3分钟，一切有

汽笛的地方鸣笛3分钟，防空警报鸣
响3分钟。

（四）不举行遗体告别仪式。
特此公告。

江泽民同志治丧委员会
2022年12月1日

（新华社北京12月1日电）

江泽民同志治丧委员会公告
（第2号）

12月1日，江泽民同志的遗体从上海由专机敬移到达北京。
新华社记者 李学仁 摄

■ 新华社记者

11月30日下午，敬爱的江泽民同志逝
世的噩耗传来，大江南北、长城内外，中华大
地笼罩在巨大的悲痛之中。全国各地各族人
民收听收看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以
各种方式悼念这位我党我军我国各族人民公
认的享有崇高威望的卓越领导人，缅怀江泽
民同志的光辉业绩，颂扬江泽民同志的伟大
情操和崇高品质。大家一致表示，要化悲痛
为力量，继承江泽民同志的遗志，更加自觉地
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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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泽民同志的逝世，对我党
我军我国各族人民是不可估量
的损失

首都北京，天安门广场。12月 1日清
晨，凛冽寒风中，人们静静肃立。升国旗、下
半旗仪式开始。

全场肃穆，国旗护卫队迈着铿锵步伐走
来。“向国旗——敬礼！”五星红旗在雄壮的
《义勇军进行曲》中升起，升至顶端后，再缓缓
降至距旗杆顶三分之一处。

礼毕，人们神色哀伤。
自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发布之

日起到江泽民同志追悼大会举行之日止，
北京天安门、新华门、人民大会堂、外交部
和香港中联办、澳门中联办、我驻外使领馆
下半旗志哀。

“江泽民同志在任期间，我国改革开放和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波澜壮阔，我有着
切身体会。”特意赶到天安门广场悼念的北京
市民任玉河说，江泽民同志带领党的中央领
导集体，制定和实施了促进改革发展稳定的
一系列方针政策和重大战略，让无数和我一
样的普通人有机会改变人生命运。

江泽民同志是我党我军我国各族人民公
认的享有崇高威望的卓越领导人，伟大的马
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
家、军事家、外交家，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战

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杰出领导
者，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三个
代表”重要思想的主要创立者。

中央和国家机关、各人民团体第一时间
通过电视、广播、网络等形式收听收看告全党
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大家表示，二十世纪
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是决定党和国家前途
命运的重大历史关头，江泽民同志带领党的
中央领导集体，紧紧依靠全党全军全国各族
人民，旗帜鲜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维护国家
独立、尊严、安全、稳定，毫不动摇坚持经济建
设这个中心，坚持改革开放，捍卫了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打开了我国改革开放和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

从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到党的十六大的
十三年中党和国家取得的巨大成就，同江泽
民同志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家的雄才大略、
关键作用、高超政治领导艺术是分不开的。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中央和国家机
关工委干部职工表示，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
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领导下，我们

从容应对一系列关系我国主权和安全的国
际突发事件，战胜在政治、经济领域和自然
界出现的困难和风险，保证了改革开放和社
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航船始终沿着正确方
向破浪前进。

中央组织部、中央统战部、中联部的同志
表示，江泽民同志目光远大、审时度势，总是
从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从党和国家工作全
局出发观察和思考问题，不断推进理论创新
和其他各方面创新。

中央宣传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
干部职工表示，江泽民同志集中全党智慧创
立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实现了党在指导
思想上的又一次与时俱进，体现了一位真正
马克思主义者的巨大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

全国人大机关干部群众表示，以江泽民
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推
进政治体制改革，发展民主，健全法制，依法
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保证人民行使
当家作主的权利。全国政协机关干部群众表
示，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

领导集体，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
政治协商制度确立为中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
度，为发展人民政协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江泽民同志的优秀品格和
高尚风范将永远教育和激励我
们前进

献上一束洁白的菊花，写下一句送别的
祝愿……人们自发参与哀悼活动，追思之情
绵绵不绝。

江苏扬州，江泽民同志的旧居门口，摆满
了寄托大家哀思的花束。前来献花的不仅有
住在附近的居民，更有不少远道而来的年轻
人。

琼花观社区居民李华神情凝重，将一束
鲜花轻轻放在江泽民同志旧居门口。她说：

“江泽民同志是扬州人的骄傲。他虽然离去
了，但会永远活在我们心中。他的精神将激
励我们不懈奋斗。”

扬州大学教师黄杰心情沉痛：“江泽民同
志非常关心家乡的发展，我们要以更高质量
的教学水平，培育更多优秀人才，把家乡建设
得更好。”

“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全面回顾
了江泽民同志的一生，让我们更加感佩他的
优秀品格和高尚风范。”曾任一汽集团公司副
总工程师的毛履平重温着与江泽民同志共事
的时光。

江泽民同志曾任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动
力处副处长、副总动力师、动力分厂厂长。在
同事们的记忆中，他经常深入现场、深入群众
了解情况，给予大家帮助支持。

“江泽民同志虽然离开了我们，但他勤奋
好学、刻苦钻研技术业务的精神永远值得我
们学习，他对东北老工业基地的贡献将永远
被铭记，对同事、朋友和百姓的真情厚谊将永
远被怀念。”毛履平说。

“江泽民同志尊重实践、与时俱进，总是
紧紧把握时代发展脉搏和契机，坚持从党和
人民活生生的实践出发总结经验、寻找路
子，脚踏实地而又开拓进取推进党和国家各
项工作。” 下转A03版▶

敬爱的江泽民同志永垂不朽
——全国各地各族人民沉痛悼念江泽民同志

12月1日，北京天安门下半旗志哀，悼念江泽民同志逝世。 新华社记者 才扬 摄

新华社北京12月1日电 江泽民同志11
月30日在上海逝世，港澳台各界纷纷表示沉痛
哀悼。

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主要政
府机构、立法与司法机构和中央驻港、驻澳机
构等均下半旗志哀。

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特别行政区联络办
公室1日在办公楼内设灵堂，接受各界吊唁。
灵堂内摆放着香港各界敬献的花圈和挽联。
全国政协副主席董建华委托亲属前来敬献花
圈。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香港特别行政区
行政长官李家超、香港特别行政区前行政长官
林郑月娥，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官员、行政会
议全体非官守议员、立法会主席和议员、司法
机关主要负责人等以及各界人士前往灵堂吊
唁。

香港中联办主任骆惠宁、中央政府驻香港
维护国家安全公署署长郑雁雄、外交部驻香港
特派员公署负责人、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
队政委赖如鑫等前往灵堂吊唁。

当日下午，数千香港市民自发来到香港中
联办大楼外，排起长队、手捧鲜花及悼念标语，
在献花处寄托哀思。

李家超11月30日代表香港特别行政区，
对江泽民主席逝世表示深切哀悼，并向其家属
致以深切慰问。他表示，江泽民主席是公认享
有崇高威望的卓越领导人，是中共第三代中央
领导集体的核心，“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主要
创立者。他开创国家全面改革开放新局面，实
施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坚持“和平统一、一国两
制”的方针，实现香港、澳门顺利回归，贡献伟
大。

香港专业进修学院校董会主席兼校监刘
佩琼表示，缅怀江泽民主席，香港各界要继续
全面准确贯彻落实“一国两制”方针，不忘初
心，砥砺前行，积极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为维护
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和实现中国式现代
化，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保持香港繁荣稳
定贡献力量。

中央人民政府驻澳门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
室1日在机关大楼设灵堂，接受各界吊唁。灵
堂内摆放着澳门社会各界敬献的花圈。全国政
协副主席何厚铧、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贺
一诚、澳门特别行政区前行政长官崔世安，澳门
特别行政区政府各级官员、行政会委员、立法会
主席和议员、司法机构人员等来到灵堂吊唁。
全天前来吊唁的各界人士逾1200人。

澳门中联办主任郑新聪、外交部驻澳门特
派员公署负责人、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澳门部队
司令员徐良才以及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中央宣讲团负责人等
前往灵堂吊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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