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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在京闭幕 表决通过新修订的妇女权益

保障法、黄河保护法等 决定任命陈一新为国家安全部部长 习近平签署主席令 

栗战书主持会议 

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七次会议 10 月 30 日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会议

经表决，通过了新修订的妇女权益保障法、黄河保护法、新修订的畜牧法；决定免去陈文清

的国家安全部部长职务，任命陈一新为国家安全部部长。国家主席习近平分别签署第 122、

123、124、125 号主席令。栗战书委员长主持闭幕会。【详细】 

习近平在陕西延安和河南安阳考察时强调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为实现农业农村

现代化而不懈奋斗 丁薛祥陪同考察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在陕西省延安市、河南省安阳市

考察时强调，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要全面学习

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发扬延安精神和红旗渠精神，巩固拓展脱贫

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为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而不懈奋斗。【详细】 

习近平向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年度晚宴致贺信 

10 月 26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向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年度颁奖晚宴致贺信。习近平对美

中关系全国委员会董事会副主席、安达集团董事长埃文·格林伯格获奖表示祝贺，对委员会

及其成员一直以来积极促进中美关系发展和两国各领域交流合作表示赞赏。【详细】 

习近平在瞻仰延安革命纪念地时强调 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和延安精神 为实现党

的二十大提出的目标任务而团结奋斗 

党的二十大闭幕不到一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带领中共

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专程从北京前往陕西延安，

瞻仰延安革命纪念地，重温革命战争时期党中央在延安的峥嵘岁月，缅怀老一辈革命家的丰

功伟绩，宣示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赓续红色血脉、传承奋斗精神，在新的赶考之路上向历史

和人民交出新的优异答卷的坚定信念。习近平强调，要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弘扬延安精神，

坚定历史自信，增强历史主动，发扬斗争精神，为实现党的二十大提出的目标任务而团结奋

斗。【详细】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全面学习把握落实党的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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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精神 奋力夺取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胜利 

二十届中共中央政治局 10 月 25 日下午就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进行第一次集体学

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党的二十大在政治上、理论上、实践上取得

了一系列重大成果，就新时代新征程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制定了大政方针和战略部署，是我们

党团结带领人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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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政治宣言和行

动纲领。全党要在全面学习、全面把握、全面落实上下功夫，坚定不移把党的二十大提出的

目标任务落到实处，奋力夺取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胜利。【详细】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 研究部署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审议《中共

中央政治局关于加强和维护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若干规定》《中共中央政治局

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实施细则》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二十届中共中央政治局 10 月 25 日召开会议，研究部署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审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加强和维护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若干规定》《中共中央政治局

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实施细则》。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详细】 

习近平等领导同志亲切会见出席党的二十大代表、特邀代表和列席人员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10 月 23 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亲切会

见了出席党的二十大代表、特邀代表和列席人员，并同大家合影留念。【详细】 

党的二十届一中全会产生中央领导机构 习近平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央军委主

席 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任中央政治局常委 习近平同志主

持会议并作重要讲话 

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于 2022 年 10 月 23 日在北京举行。

出席全会的有中央委员 203 人，候补中央委员 168 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列席会议。

习近平同志主持会议并在当选中共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后作了重要讲话。全会选举了中央政治

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根据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的提

名，通过了中央书记处成员，决定了中央军事委员会组成人员；批准了二十届中央纪律检查

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产生的书记、副书记和常务委员会委员人选。【详细】 

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京闭幕 

中国共产党第二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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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关于十九届中央委员会报告的决议、关于十九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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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22 日上午在人民大会堂胜利闭幕。

大会号召，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牢记空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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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国、实干兴邦，坚定信心、同心同德，埋头苦干、奋勇前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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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同志主持大会。【详细】 

党的二十大主席团举行第三次会议 通过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和中央纪委委

员候选人名单（草案） 习近平主持会议 

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团 10 月 21 日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第三次会

议，通过二十届中央委员会委员、候补委员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候选人名单（草案），

提交各代表团酝酿。习近平同志主持会议。会议通过了经各代表团差额预选产生的二十届中

央委员会委员、候补委员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候选人名单（草案），决定将名单提交

各代表团酝酿。【详细】 

党的二十大主席团举行第二次会议 习近平主持会议 

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团 10 月 18 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第二次会

议。习近平同志主持会议。会议通过了将关于十九届中央委员会报告的决议（草案）、关于

十九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草案）、关于《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的

决议（草案）提交各代表团讨论。大会副秘书长陈希就二十届中央委员会委员、候补委员和

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候选人预备人选建议名单作了说明。会议通过了二十届中央委员会

委员、候补委员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候选人预备人选建议名单，提交各代表团酝酿。

会议通过了经各代表团酝酿的大会选举办法。【详细】 

习近平在参加党的二十大广西代表团讨论时强调 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推动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号巨轮乘风破浪扬帆远航 

习近平同志 10 月 17 日上午在参加党的二十大广西代表团讨论时强调，党的二十大报

告进一步指明了党和国家事业的前进方向，是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在新时代新征程

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要牢牢把

握过去 5 年工作和新时代 10 年伟大变革的重大意义，牢牢把握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牢牢把握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使命任务，牢牢把

握以伟大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的重要要求，牢牢把握团结奋斗的时代要求。全党全国

各族人民要在党的旗帜下团结成“一块坚硬的钢铁”，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推动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号巨轮乘风破浪、扬帆远航。【详细】 

党的二十大举行预备会议和主席团第一次会议 习近平同志主持预备会议 通过

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名单、大会主席团名单和大会议程等 习近平同志出席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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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会议并作重要讲话 通过主席团常务委员会名单、代表资格审查报告和大会日

程等 

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 10 月 15 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举行预备会议。习近

平同志主持会议。党的二十大应到会的代表和特邀代表 2379 人。出席预备会议的代表、特

邀代表 2310 名。会议以举手表决方式，通过由 22 人组成的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名单，通过

由 243 人组成的大会主席团名单，通过王沪宁为大会秘书长。会议并通过了大会秘书处机构

设置和工作任务。会议还通过了二十大的议程。大会的议程为：听取和审查十九届中央委员

会的报告；审查十九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工作报告；审议通过《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

案）》；选举二十届中央委员会；选举二十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 

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团 10 月 15 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第一次会

议。习近平同志出席会议并作了重要讲话。会议首先在大会秘书长王沪宁主持下，以举手表

决方式通过了由习近平同志等 46 人组成的主席团常务委员会名单。随后，会议在习近平同

志主持下进行了各项议程。会议以举手表决方式通过了丁薛祥、陈希、郭声琨、黄坤明为大

会副秘书长。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代表资

格的审查报告。【详细】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坚持人民至上》 

10 月 16 日出版的第 20 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

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坚持人民至上》。文章强调，中国共产党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体现了党的理想信念、性质宗旨、初心使命，也是对党的奋

斗历程和实践经验的深刻总结。自成立以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

根本目的就是为了让人民过上好日子，无论面临多大挑战和压力，无论付出多大牺牲和代价，

这一点都始终不渝、毫不动摇。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必须坚持人民至上、紧紧依

靠人民、不断造福人民、牢牢植根人民，并落实到各项决策部署和实际工作之中。【详细】 

习近平向中国国际可持续交通创新和知识中心成立致贺信 

10 月 14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向中国国际可持续交通创新和知识中心成立致贺信。习近

平指出，推动全球交通可持续发展、促进全球互联互通，对保障全球物流供应链稳定畅通、

推动世界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建立中国国际可持续交通创新和知识中心是支持落实联合

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重要举措。中方愿同各国一道，充分利用中国国际可持续交通

创新和知识中心平台促进全球交通合作，为推进全球发展倡议、落实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

发展议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贡献。【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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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七次全体会议公报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七次全体会议，于 2022 年 10 月 9 日至 12 日在北京

举行。出席全会的有中央委员 199 人，候补中央委员 159 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和有

关负责同志列席会议。全会由中央政治局主持。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习近平作了重要讲话。全

会决定，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于 2022 年 10 月 16 日在北京召开。【详细】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 

10 月 1 日出版的第 19 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

习近平的重要文章《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文章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

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中国共产党一经成立，就把实现共产主义作为党的最高理

想和最终目标，义无反顾肩负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团结带领人民进行了艰

苦卓绝的斗争，谱写了气吞山河的壮丽史诗。【详细】 

  

编者按：凝心聚力擘画复兴新蓝图，团结奋进创造历史新伟业。举世瞩目的中国共产党

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 10 月 16 日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开幕。习近平代表第十九届中央委员

会向大会作了题为《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

结奋斗》的报告。 

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京开幕 习近平代表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

向大会作报告 

习近平指出，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

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前进道路上，必须牢牢把握重大原则：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

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坚持发扬斗争精神。【详细】 

权威解读 

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明确了新时代新征程中国共产党的使命任务，指出：

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

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未来五年是全

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局起步的关键时期。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对于我们

http://cpc.people.com.cn/n1/2022/1012/c64387-32544020.html
http://cpc.people.com.cn/n1/2022/1001/c64094-32538410.html
http://cpc.people.com.cn/20th/n1/2022/1017/c448334-3254634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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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定不移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重大意义。

【详细】 

不断谱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 

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兴党兴国的根本指导思想，不断谱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

代化新篇章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庄严历史责任。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

“实践告诉我们，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

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深刻阐明了不断开辟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的重大意义和必然要求。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

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坚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才

能正确回答时代和实践提出的重大问题，才能始终保持马克思主义的蓬勃生机和旺盛活力。

【详细】 

把握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实践告诉我们，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拥有

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指导是我们党坚定信仰信念、把握历史主动的根本所在。”深入学习贯

彻党的二十大精神，把党的二十大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付诸行动、见之于成效，必须学深悟

透做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把握好其世界观和方法论，坚持好、运用好贯

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从而深入领会这一重要思想的道理学理哲理，做到知其言更知其义、

知其然更知其所以然，切实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详细】 

深度评析 

奋力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局面 

举国关注、举世瞩目，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今天在北京隆重开幕。 

党的二十大是在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

的关键时刻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大会。大会将明确宣示党在新征程上举什么旗、走什么路、

以什么样的精神状态、朝着什么样的目标继续前进，对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两步走

战略安排进行宏观展望，科学谋划未来 5 年乃至更长时期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目标任务和

大政方针。开好这次大会，事关党和国家事业继往开来，事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前途命运，

事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对鼓舞和动员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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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重大意义。【详细】 

2022年10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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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结奋斗，谱写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绚丽的华章 

思想之旗领航向，人间正道开新篇。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圆满完成各项议

程和崇高使命，在北京胜利闭幕。一个走过百年奋斗历程、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致力

于人类和平与发展崇高事业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吹响了全面建设社会

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奋进号角。 

党的二十大是在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

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关键时刻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大会。大会选举产生了新一届中央委员

会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通过了关于十九届中央委员会报告的决议、关于十九届中央纪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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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次高举旗

帜、凝聚力量、团结奋进的大会，在党和国家发展进程中具有极其重大的历史意义。党的二

十大作出的各项决策部署、取得的各项成果，必将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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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发挥十分重要的指导和保证作用。

【详细】 

肩负使命任务 创造新的伟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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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细】 

 

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基本原则是什么？ 

（一）党员个人服从党的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组织服从上级组织，全党各个组织

和全体党员服从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和中央委员会。 

（二）党的各级领导机关，除它们派出的代表机关和在非党组织中的党组外，都由选举

2022年10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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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 

（三）党的最高领导机关，是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和它所产生的中央委员会。党的地方各

级领导机关，是党的地方各级代表大会和它们所产生的委员会。党的各级委员会向同级的代

表大会负责并报告工作。 

（四）党的上级组织要经常听取下级组织和党员群众的意见，及时解决他们提出的问题。

党的下级组织既要向上级组织请示和报告工作，又要独立负责地解决自己职责范围内的问

题。上下级组织之间要互通情报、互相支持和互相监督。党的各级组织要按规定实行党务公

开，使党员对党内事务有更多的了解和参与。 

（五）党的各级委员会实行集体领导和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的制度。凡属重大问题都要

按照集体领导、民主集中、个别酝酿、会议决定的原则，由党的委员会集体讨论，作出决定；

委员会成员要根据集体的决定和分工，切实履行自己的职责。 

（六）党禁止任何形式的个人崇拜。要保证党的领导人的活动处于党和人民的监督之下，

同时维护一切代表党和人民利益的领导人的威信。【来源：中国共产党章程（中国共产党第

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部分修改，2022 年 10 月 22 日通过）】 

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职权是什么？ 

（一）听取和审查中央委员会的报告； 

（二）审查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报告； 

（三）讨论并决定党的重大问题； 

（四）修改党的章程； 

（五）选举中央委员会； 

（六）选举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来源：中国共产党章程（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

代表大会部分修改，2022 年 10 月 22 日通过）】 

 

这里，是我们与您沟通的桥梁，您的建议，《党政干部和党务工作者学习文选》愿意

听，您的想法对《党政干部和党务工作者学习文选》很重要！  

我们开辟“编读往来”这个栏目，旨在加强编辑与读者之间的交流与合作，目的只有

一个：把文选办得更好，满足读者和网友的需求。它是我们与您沟通交流的使者。如果您

对我们的文选有更好的建议，或者对某篇文章有不同的见解，您都可以点击留言处畅所欲

2022年10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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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对于您的问题我们会及时反馈。您的参与定会成为推动《党政干部和党务工作者学习

文选》更快更好发展的动力，我们期待着您的参与！>>>留言投稿信箱：lilun@people.cn 

mailto:lilun@people.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