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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举行第六次全体会议

根据国家主席习近平的提名决定李克强为国务院总理

国家主席习近平签署主席令任命

据新华社电

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

18

日

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第六次全体

会议， 根据国家主席习近平的提名，

经过投票表决，决定李克强为中华人

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国家主席习近

平签署第一号主席令， 根据大会决

定，任命李克强为国务院总理。

习近平、李克强、栗战书、汪洋、

王沪宁、赵乐际、韩正、王岐山等出席

会议。

会议应出席代表

2980

人， 出席

2966

人，缺席

14

人，出席人数符合法

定人数。

会议由大会执行主席、主席团常

务主席沈跃跃主持。 大会执行主席于

伟国、车俊、石泰峰、孙志刚、杜家毫、

李纪恒在主席台执行主席席就座。

这次会议的议程是：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主席习近平的提名，决定中华人

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的人选；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习近

平的提名，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

事委员会副主席、委员的人选；选举中

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选

举最高人民法院院长；选举最高人民检

察院检察长；选举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

习近平提名国务院总理的人选，中

央军委副主席、委员的人选后，各代表团

进行了酝酿。根据各代表团的酝酿意见，

主席团会议决定提请这次全体会议决定

任命。

会议宣读了习近平关于国务院总理

人选的提名信，关于中央军委副主席、委

员人选的提名信。

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的人选，最高

人民法院院长的人选，最高人民检察院

检察长的人选，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

委员的人选，主席团提名后，各代表团进

行了酝酿协商。 根据多数代表的意见，

主席团会议确定了正式候选人名单，提

请这次全体会议进行选举。

9

时

15

分，总监票人、监票人检查

电子票箱和电子选举系统后， 工作人员

开始分发选票。 每位代表拿到

6

张颜色

不同的选票。

根据大会选举和决定任命的办法，

决定国务院总理人选和中央军委副主

席、委员人选用表决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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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员用选举票。

经过写票、投票、计票，

10

时

44

分，

工作人员开始宣读表决、选举计票结果。

在主持人宣布李克强同志为中华人

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后，全场响起热烈

的掌声，李克强起身向代表们鞠躬致意。

他转向习近平，两人亲切握手，习近平向

他表示祝贺。

随后，主持人依次宣布：

许其亮、张又侠同志为中华人民共

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

魏凤和、李作成、苗华、张升民同

志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

委员。

杨晓渡同志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

周强同志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最

高人民法院院长。

张军同志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最

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159

位候选人当选为第十三届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

每一项表决、选举结果宣布时，现场

都响起热烈掌声。

根据大会主席团关于宪法宣誓的组

织办法，全体会议各项议程进行完毕后，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国家监察委员会主

任杨晓渡、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最高

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军， 分别进行了宪

法宣誓；中央军委副主席、委员，全国人

大常委会委员，分别进行了集体宣誓。

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选举产生新一届国家领导人

习近平全票当选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

栗战书当选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 王岐山当选国家副主席 新当选国家领导人进行宪法宣誓 会议批准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

据新华社电

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

17

日

上午选举习近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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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这一选举结果宣布时， 全场爆

发出长时间热烈的掌声。

会议还同时选举栗战书为第十三

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

长， 选举王岐山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副

主席。

上午

9

时，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

议第五次全体会议在人民大会堂举行。

习近平、李克强、栗战书、汪洋、王

沪宁、赵乐际、韩正等出席会议。

会议应出席代表

2980

人， 出席

2970

人，缺席

10

人，出席人数符合法

定人数。

会议由大会执行主席、 主席团常

务主席陈希主持。 大会执行主席王东

明、许其亮、张轩、娄勤俭、骆惠宁、蒋

超良在主席台执行主席席就座。

会议首先表决通过了十三届全国

人大一次会议关于国务院机构改革方

案的决定， 批准了这个方案。 大会要

求， 国务院要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

导，精心组织，周密部署，确保完成国

务院机构改革任务。

会议表决通过了十三届全国人大

一次会议选举和决定任命的办法。

9

时

23

分，选举正式开始。监票人

首先对设置在会场的

28

个电子票箱、

电子选举系统进行了检查。 接着，工作

人员开始分发选票。

4

张不同颜色的选

举票分发到每一位代表手中。 选举票

用汉文和

7

种少数民族文字印制。

随后，代表们开始写票。会场后区

设有秘密写票处。

根据选举和决定任命的办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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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三届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 副委

员长、秘书长，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进

行等额选举。

9

时

41

分，总监票人、监票人首先

投票。 之后，代表们开始投票。投票结束

后， 总监票人报告了发出和收回选票的

情况，选举有效。

工作人员宣读计票结果。

计票结果显示，在国家主席、中央军

委主席选举中，习近平均获得全部

2970

张赞成票，全场报以热烈掌声。

主持人宣布：

习近平同志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

主席。

习近平起身，向代表们鞠躬致意。全

体代表起立， 用热烈的掌声向习近平表

达敬意。站在身旁的李克强、张德江分别

同习近平握手，向他表示祝贺。

当主持人宣布习近平同志当选为中

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时，

会场上再次响起热烈的掌声， 习近平又

一次起身向代表们鞠躬致意。

随后，主持人依次宣布：

栗战书同志当选为第十三届全国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

王岐山同志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

副主席。

王晨、曹建明、张春贤、沈跃跃、吉炳

轩、艾力更·依明巴海、万鄂湘、陈竺、王

东明、白玛赤林、丁仲礼、郝明金、蔡达

峰、 武维华同志当选为第十三届全国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

杨振武同志当选为第十三届全国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秘书长。

每一项选举结果宣布时， 现场都响

起热烈掌声。

在掌声中， 新当选的全国人大常委

会委员长栗战书起身， 向代表们鞠躬致

意。随后，他走向习近平，两人亲切握手，

习近平向他表示祝贺。 栗战书又同十二

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德江握手，

相互致意。张德江也同习近平握手，表示

感谢、致以敬意。

在掌声中， 新当选的国家副主席王

岐山向代表们鞠躬致意。 习近平同他亲

切握手，向他表示祝贺。

根据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主席

团关于宪法宣誓的组织办法， 全体会议

各项议程进行完毕后， 举行中华人民共

和国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

会议宪法宣誓仪式。

10

时

49

分，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

团号手现场奏响宣誓仪式曲。

12

名陆海空三军仪仗兵，分两列从

会场后方正步行进至主席台前伫立。

全体起立。 主席台上，

3

名礼兵迈着

正步护送《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入场，

并将宪法放置于宣誓台上。

在军乐团伴奏下， 全场高唱中华人

民共和国国歌。

随后，工作人员宣布：现在请中华人

民共和国主席、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

事委员会主席习近平宣誓。

伴随着主席出场号角， 新当选的国

家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从主席台

座席起身，健步走到宣誓台前站立。

主席台后幕正中，国徽高悬，熠熠生

辉。 现场近

3000

名全国人大代表共同见

证这一神圣时刻。

习近平左手抚按宪法，右手举拳，庄

严宣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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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铿锵有力的宣誓声响彻人民大会堂。

宣誓结束后， 习近平向全场鞠躬致

意。 现场爆发出长时间的热烈掌声。

随后， 新当选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委

员长栗战书、 新当选的国家副主席王岐

山分别进行宪法宣誓， 新当选的全国人

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秘书长进行了集体

宣誓。

王小川:回归A股大势所趋

人机深度互动还需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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