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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在京闭幕

■大会号召，全国各族人民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
帜，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自信自强、守正创新，凝心聚力、埋
头苦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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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现在起到本世纪中叶，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全党全国人民的中心
任务。 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接力棒，历史地落在我们这一代人身上。 我们要按照党的二十大的战略部署，坚持统筹推
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加快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团结奋斗，开拓创新，在新征程
上作出无负时代、无负历史、无负人民的业绩，为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作出我们这一代人的应有贡献

■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宏伟目标令人鼓舞，催人奋进。 我们要只争朝夕，坚定历史自信，增强历史主动，坚持守正
创新，保持战略定力，发扬斗争精神，勇于攻坚克难，不断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添砖加瓦、增光添彩

3月 13日，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 中共
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新华社记者 燕雁/摄）

3 月 13 日，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
主席台就座 （新华社记者 黄敬文 /摄 ）

新华社北京 3 月 13 日电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圆
满完成各项议程，产生新一届国
家机构组成人员后，13 日上午在
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

大会号召， 全国各族人民更
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周围， 高举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坚持以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为指导， 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
精神，自信自强、守正创新，凝心
聚力、埋头苦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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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
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会上
发表重要讲话。 他表示，这次大
会选举我继续担任中华人民共
和国主席，我对各位代表和全国
各族人民的信任， 表示衷心感
谢。 人民的信任，是我前进的最
大动力，也是我肩上沉甸甸的责
任。 我将忠实履行宪法赋予的职
责，以国家需要为使命，以人民
利益为准绳，恪尽职守，竭诚奉
献，绝不辜负各位代表和全国各
族人民的重托。

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
员长、副委员长、秘书长担任大

会执行主席，并在主席台前排就
座。 他们是：赵乐际、李鸿忠、王
东明、肖捷、郑建邦、丁仲礼、郝
明金、蔡达峰、何维、武维华、铁
凝、彭清华、张庆伟、洛桑江村、
雪克来提·扎克尔、刘奇。

李强、王沪宁、蔡奇、丁薛
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
人出席会议。

李克强、栗战书、汪洋、王岐
山等在主席台就座。

会议应出席代表 2977 人，
出席 2947 人，缺席 30 人，出席人
数符合法定人数。

闭幕会由大会执行主席、十
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
乐际主持。

上午 9 时，赵乐际宣布会议
开始。

会议经表决，通过了十四届
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关于政府工
作报告的决议。 决议指出，会议
高度评价新时代十年我国经济
社会发展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发
生的历史性变革，充分肯定国务
院过去一年和五年的工作，同意
报告提出的 2023 年经济社会发
展的总体要求、主要目标、政策
取向和重点工作，决定批准这个
报告。

会议经表决，通过了关于修

改立法法的决定。 决定自 2023
年 3 月 15 日起施行。 国家主席
习近平签署第三号主席令予以
公布。

会议表决通过了十四届全
国人大一次会议关于 2022 年国
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
况与 2023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
展计划的决议， 决定批准关于
2022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
划执行情况与 2023 年国民经济
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的报告，批
准 2023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计划；表决通过了十四届全国人
大一次会议关于 2022 年中央和
地方预算执行情况与 2023 年中
央和地方预算的决议，决定批准
关于 2022 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
行情况与 2023 年中央和地方预
算草案的报告， 批准 2023 年中
央预算。

会议表决通过了关于全国
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的决议、
关于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的
决议、 关于最高人民检察院工
作报告的决议， 决定批准这三
个报告。

完成上述议程后，习近平发
表了重要讲话。

习近平指出，具有五千多年
文明史的中华民族，在历史上创

造了无数辉煌，也经历过许多磨
难。 近代以后，中国逐步成为半
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饱受列强欺
凌、四分五裂、战乱频繁、生灵涂
炭之苦。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
紧紧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经
过百年奋斗， 洗雪民族耻辱，中
国人民成为自己命运的主人，中
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
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
史进程。

习近平强调，从现在起到本
世纪中叶，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
代化强国、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是全党全国人民的中心
任务。 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接
力棒，历史地落在我们这一代人
身上。 我们要按照党的二十大的
战略部署，坚持统筹推进“五位
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
全面”战略布局，加快推进中国
式现代化建设，团结奋斗，开拓
创新， 在新征程上作出无负时
代、无负历史、无负人民的业绩，
为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作出
我们这一代人的应有贡献。

习近平指出， 在强国建设、
民族复兴的新征程，我们要坚定
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 要完整、
准确、 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

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深入实施科
教兴国战略、 人才强国战略、创
新驱动发展战略，着力提升科技
自立自强能力，推动产业转型升
级， 推动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推
动经济社会发展绿色化、 低碳
化，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
和量的合理增长，不断壮大我国
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

习近平强调， 我们要始终坚
持人民至上。 全面建成社会主义
现代化强国，人民是决定性力量。
要积极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坚
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
治国有机统一， 健全人民当家作
主制度体系，实现人民意志，保障
人民权益，充分激发全体人民的
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 要贯彻以
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完善分
配制度， 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强
化基本公共服务， 兜牢民生底
线，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
题，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
平惠及全体人民，在推进全体人
民共同富裕上不断取得更为明
显的实质性进展。 要不断巩固发
展全国各族人民大团结、海内外
中华儿女大团结， 充分调动一切
积极因素，凝聚起强国建设、民族
复兴的磅礴力量。

（下转 02 版）

赵乐际主持并讲话 李强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出席会议 李克强栗战书汪洋王岐山等在主席台就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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