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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9月29日电 按照
党中央的统一部署，党的十九大代
表选举工作已经顺利完成。全国
各选举单位分别召开党代表大会
或党代表会议，选举产生了2287
名出席党的十九大代表。

党的十九大代表是严格按
照党章和中央关于做好代表选
举工作的要求，坚持党的领导与
发扬民主有机统一，采取自下而
上、上下结合、反复酝酿、逐级遴
选的办法产生的。

当选代表总体上符合中央规
定的条件，具有较高的思想政治素

质、良好的作风品行和较强的议事
能力，在各自岗位上做出了显著成
绩，是共产党员中的优秀分子；代
表结构与分布比较合理，各项构成
比例均符合中央要求，具有广泛代
表性。他们中，既有党员领导干
部，又有生产和工作第一线的党
员，有一定数量的女党员、少数民
族党员，有经济、科技、国防、政法、
教育、宣传、文化、卫生、体育和社会
管理等各方面的代表。

出席党的十九大代表资格，
届时还需经党的十九大代表资
格审查委员会确认。

华西都市报讯（四川日报记者
胡彦殊 宋开文）9月29日，2017四
川（德阳）国际航空航天展览会在
德阳广汉市举行。全国政协副主
席、农工党中央常务副主席刘晓峰
宣布展览会开幕。省委副书记、省
长尹力，捷克总统顾问科胡特致
辞。省政协主席柯尊平出席。

本届国际航空航天展览会以
“共舞蓝天、融合发展”为主题，将
全面展示全球航空航天发展新成
果，邀请业界精英深入交流全球航
空航天产业和技术发展新风向。
展览会期间，还将举行飞行表演、
合作项目对接、航天科普等活动。

尹力代表省政府欢迎与会嘉
宾。他说，四川发展航空航天产业
有坚实的基础，我们将以本届国际

航空航天展为契机，学习借鉴国际
先进经验，加快推进全面创新改
革，大力推动军民深度融合发展，
不断深化与央企、军工企业合作，
加快科技成果转化，进一步促进全
省航空航天产业创新、融合发展。
我们将以构建航空航天完整产业
链为抓手，完善航空与燃机、通用
航空等产业规划，加快航空整机、
发动机等产业基地建设，进一步打
造从研发到生产较为完整的航空
航天产业链。我们将以建设航空
航天产业强省为目标，全力抓好成
都天府国际机场、国际临空经济区
规划建设，形成以成都国际机场为
枢纽、省内支线机场为支点的民航
布局体系，进一步形成实用方便、
快速高效的通用航空发展布局，完

善航空航天基础设施建设，不断提
升技术创新和转化能力，积极培育
新业态，加强产业人才培训，努力
推动航空航天产业加快发展。希
望通过国际航空航天展览会这一
平台，让更多客商了解四川、走进
四川，进一步深化合作，实现优势
互补、互利共赢，共同推动航空航
天产业发展，更好造福人类。

科胡特代表主宾国祝贺2017
四川（德阳）国际航空航天展览会
举行。他说，捷克有非常丰富的
通用航空开发经验，愿意与四川
在飞机制造、飞行员培训等领域，
开展深度合作，共同分享“一带一
路”建设等重大机遇，推动互利共
赢发展。

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陈光志，

省政协副主席王正荣和国家有关
部委、省级有关部门、各市（州）负
责人，国际国内航空航天重点企业
和科研院校代表等参加开幕式。

开幕前，刘晓峰、尹力、柯尊平
等参观了展览会展馆。

新华社北京9月29日电 9月29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
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孙政
才严重违纪案的审查报告》，决定给
予孙政才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
将其涉嫌犯罪问题及线索移送司法
机关依法处理。

根据中央巡视组巡视和中央纪
委、政法机关查办案件发现及群众举
报反映的线索和证据，2017年 7月
14日，中央决定将孙政才调离重庆市

委书记岗位，由中央纪委对其进行纪
律审查、开展组织谈话。7月24日，
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由中央纪委对
孙政才立案审查。

经查，孙政才毫无理想信念，背
弃党的宗旨，丧失政治立场，严重践踏
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严重违反
中央八项规定和群众纪律，讲排场、搞
特权；严重违反组织纪律，选人用人唯
亲唯利，泄露组织秘密；严重违反廉洁
纪律，利用职权和影响为他人谋取利

益，本人或伙同特定关系人收受巨额
财物，为亲属经营活动谋取巨额利益，
收受贵重礼品；严重违反工作纪律，官
僚主义严重，庸懒无为；严重违反生活
纪律，腐化堕落，搞权色交易。其中，
孙政才利用职权为他人谋取利益并收
受财物问题涉嫌犯罪。审查中还发现
孙政才其他涉嫌犯罪线索。孙政才的
行为完全背离了党性原则，严重违背
了党中央对高级干部提出的政治要
求，辜负了党中央的信任和人民的期

待，给党和国家事业造成巨大损害，
社会影响极其恶劣。

2017年9月29日，中央政治局会
议审议并通过中央纪委《关于孙政才严
重违纪案的审查报告》，根据《中国共产
党纪律处分条例》，参照《行政机关公务
员处分条例》的有关规定，决定给予孙
政才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将孙政
才涉嫌犯罪问题及线索移送司法机关
依法处理。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
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
代表名单

（共2287名，按姓氏笔画为序）

乙晓光 丁宁（女）丁琪（回族） 丁小强 丁业现 丁向阳 丁红都 丁志峰
丁来杭 丁学东 丁荣军 丁唯秀（女）丁薛祥 卜宪群 乃依木·亚森（维吾尔族）
于勇 于颂（女）于静（女）于广洲 于长军 于丛乐 于立军 于吉红（女）于伟国
于丽霞（女） 于来政 于虎元 于忠福 于绍良 于春生 土旦赤列（藏族）
才仁吉藏（女，藏族）万少华 万立骏 万明杰 万资姿（女）小香玉（女）卫星
习近平 马兵 马凯 马欣 马波（土家族） 马魁 马静（女） 马飚（壮族）
马懿（回族）马卫庆 马开慧（女，水族）马中贵（回族）马升昌 马长青（回族）
马正武 马正跃 马乐声 马兰霞（女，回族） 马吉孝（回族） 马廷礼（回族）
马旭东（回族）马旭明 马兴瑞 马志宏（回族）马志勇 马国强（回族）马忠生
马学军（东乡族） 马宜明 马承祖 马春山 马春雷 马顺清（回族） 马哲文
马晓天 马富国 王艺（女）王文 王可 王平（女）王立 王宁（福建）王宁（四川）
王宁（武警部队）王民 王刚 王华 王军 王红（女，土家族）王进 王辰 王兵
王宏（女，安徽）王宏（中央国家机关）王良 王昌 王昕（女）王凯 王侠（女）
王波（女）王荣 王炯（河南）王炯（中央金融系统）王勇 王勇（吉林）王晓
王浩 王菲 王晨 王敏（女） 王琳 王越 王锐（甘肃） 王锐（满族，解放军）
王滨 王群 王静（女） 王奭 王毅 王蕾（女） 王耀 王曦 王一彪 王乃学
王小节（女）王小平 王小东 王小宁 王小洪 王广金 王卫东 王卫达 王子联
王飞雪 王天力 王云平（女）王云坤 王云鹏 王艺华 王少军 王少峰 王中美（女）
王长义 王长河 王化永 王月华（女）王文涛 王文娟（女）王文霞（女）王为人
王双飞 王玉普 王正伟（回族）王正谱 王东明 王东峰 王东海 王东群 王乐义
王尔乘 王冬林（白族）王立山 王立平 王永礼 王永前 王永康 王亚杰 王成国
王光亚 王光国(土家族) 王伟中 王伟光 王传喜 王华君 王向红（女）王会生
王会勇 王兆力 王创民 王旭东 王多明 王羊娃 王安庞 王红心（女）王进足
王志民 王志刚 王志海（蒙古族） 王志群 王抒祥 王克荣（女） 王岐山
王秀芝（女，蒙古族） 王秀杰（女）王作安 王沪宁 王宏斌 王良成 王良福
王君正 王改梅（女）王邵军 王拥军 王松柏（羌族）王国生 王昌荣 王昌顺
王忠才 王金龙（陆军工程大学）王金龙（陆军第八十三集团军）王金花（女，黎族）
王金丽（女）王京清 王泽山 王宝虎 王建军（陕西）王建军（青海）王建国
王春田 王春宁 王革冰（女）王荣平 王南石 王树权 王树春 王战营 王思齐
王俊强（拉祜族）王胜俊 王彦兰（女，回族）王彦翠（女）王炳跃 王洪章 王洪斌
王洪旗（回族）王宪魁 王祖继 王艳玲（女）王莉霞（女，蒙古族）王晓东 王晓光
王晓波 王晓晖 王恩东 王爱文 王爱国 王爱荣（女） 王海燕（女） 王家胜
王家瑞 王继平 王堂林（女）王常松 王曼丽（女）王铭晖 王清宪 王淑芳（女）
王雁飞 王雅丽（女） 王雅楠（女） 王辉青 王景武 王寒松 王瑞连 王蒙徽
王新东 王新成 王福生 王德佳 王燕文（女） 亓庆良 韦美芬（女，壮族）
韦慧晓（女，壮族）云光中（蒙古族）支树平 尤权 尤立红（女）尤明国（赫哲族）
车俊 巨克中 巨晓林 牛一兵 牛文梅（女）牛青山 牛国栋 牛学兴 牛俊雁
牛锡明 毛万春 毛有丰 毛伟明 毛雨时 毛剑宏 毛剑明 毛腾飞 仇鸿（女）
仉锁忠（回族）乌兰（女，蒙古族）乌云苏依拉（女，蒙古族）文国栋 方向 方玮峰
方秋子（女）方美芳（女）尹力 尹中（苗族）尹弘 尹计平 尹建业（白族）尹洪文
尹蔚民 孔诚 孔昌生 孔绍逊 巴珍（女，藏族）巴音朝鲁（蒙古族）巴特尔（蒙古族）
邓伟（女） 邓勇 邓小刚 邓卫平 邓向阳 邓红蒂（女） 邓迎香（女） 邓英林
邓波清 邓建华 邓建军 邓修明 邓恢林 邓真晓 玉山江·肉孜（维吾尔族）
未晓朋 甘霖 甘露（女） 甘军华 艾力更·依明巴海（维吾尔族）
艾合买提·买买提（维吾尔族）古丽孜娜提·吐坎（女，柯尔克孜族）左敏（女）
石君（女，土家族）石玉钢（苗族） 石玉喜 石正露 石华军 石奇珠 石泰峰
布小林（女，蒙古族）龙子平 龙长春（苗族）龙以明 龙秋亮 占地斯门（女，藏族）
卢少平 卢丽安（女）卢建军 卢映川 卢展工 卢蜀江 叶壮 叶太应 叶旦旺
叶冬松 叶红专（土家族） 叶志勇 叶连松 叶雄兵 申长友 申长雨 申建忠
田宙 田艳（女，土家族）田静 田蕊（女，土家族）田霞（女）田小红（女）田立文
田向利（女）田国立 田学斌 田振宇 田雪梅（女）田湘利 田满姣（女，瑶族）
冉万祥 史翔 史万钧（蒙古族） 史志军 史济锡 史聪灵 丘柳滨 付志方
付秀秀（女）付忠伟 付建华 代鹏 代守仑 白吕 白少康 白玉晶（女）白芝勇
白玛央金（女，门巴族）白玛旺堆（藏族）白尚成（回族）白忠斌 白金明（满族）
白春礼（满族）白树华 白泉民 白浩强 仝云飞 丛培模 丛慧敏（女）印海蓉（女）
乐玉成 尔肯江·吐拉洪(维吾尔族) 包钢（蒙古族）包惠（女）包新国 兰吉银
兰燕云（女，壮族）冯玲（女）冯晖 冯培 冯键 冯丹宇 冯正霖 冯金英（女）
冯波声 冯建华 冯晓林 冯健身 冯欲晓（女，回族） 冯韶慧 冯翠玲（女）
宁小五 宁吉喆 宁高宁 尼玛石曲（藏族） 尼玛卓玛（女，藏族） 皮进军
边巴扎西（藏族，西藏自治区党委） 边巴扎西（藏族，西藏自治区谢通门县）
边保民 邢岩（女） 邢丽英（女） 邢国辉 邢春宁（女） 戎贵卿 吉林 吉文明
吉炳伟 吉炳轩 巩立姣（女） 达瓦（藏族） 达波儿（珞巴族） 尧斯丹（藏族）
毕井泉 毕腊英（女）师帅 曲敏 曲木史哈（彝族）曲孝丽（女）曲青山 曲福田
吕军 吕义聪 吕业升 回建（回族）肉仙姑力·阿不都克力木（女，维吾尔族）
肉孜麦麦提·巴克（维吾尔族）朱华（女）朱捷 朱中奎 朱玉武 朱玉国 朱生岭
朱永和 朱加贤 朱台青 朱光远 朱伟忠 朱兆云（女）朱红军 朱启南 朱雨玲（女）
朱建纲 朱炳文 朱浩文 朱海黎 朱彩芹（女） 乔传秀（女） 乔新江 伍斌
仲威平（女） 任正晓 任亚平 任红梅（女） 任芳祥 任克礼 任国荃 任泽锋
任学锋 任建华 任荣发 任厚明 任洪斌 任振鹤（土家族）华金良 华春莹（女）
华荣林 仰媛媛(女) 向东 向二牛（土家族）向巴扎西（藏族）向巴平措（藏族）
向钢华 全忠 危朝安 庄严 庄木弟 刘东 刘宁 刘伟（辽宁） 刘伟（山东）
刘芳（女）刘忻 刘宏（女，满族）刘奇 刘建 刘荃 刘胜 刘洪 刘莉（女，安徽）
刘莉（女，湖南）刘娟（女，满族，辽宁）刘娟（女，中央金融系统）刘琪 刘超
刘惠 刘锐 刘雷 刘瑾（女）刘黎（女）刘鹤 刘士余 刘云山 刘中伯 刘化龙
刘文力（女）刘文凤（女）刘文嘉（女）刘玉珠 刘世伟 刘仔才 刘永东 刘永清（女）
刘发庆 刘吉祥 刘有明 刘成鸣 刘成章 刘伟平 刘延东（女）刘会军 刘会英（女）
刘庆庆（女）刘志怀 刘志明 刘克俭 刘作明 刘责增 刘奇凡 刘奇葆 刘国中
刘国治 刘昌林 刘明利 刘明忠 刘金国 刘念光 刘学新 刘宝玲 刘宗林（侗族）
刘宗富 刘建忠 刘建超 刘始杰 刘南昌 刘星泰 刘俊臣 刘美莲（女）刘炯天
刘洪军 刘勇军 刘素芬 刘格平 刘振立 刘振所 刘捍东 刘晓凯（苗族）刘钰峰
刘海燕（女）刘家义 刘家国 刘继标 刘继敏 刘雪荣 刘焕鑫 刘维民 刘维寅
刘雅鸣（女） 刘赐贵 刘粤军 刘富珠（瑶族） 刘睦终（女） 刘新安 刘慧晏
刘赞杰 刘曙光 齐玉 齐名 齐静（女） 齐扎拉（藏族） 次仁巴珍（女，藏族）
次仁央青（女，藏族）闫坤（女，满族）闫文静（女）羊风极（黎族）关欣（女，满族）
关志洁（女） 关英华（女，满族） 米日姑丽·艾克米汗（女，塔吉克族）
米合伦沙·阿不都（女，维吾尔族） 米培莲（女，回族） 江帆（女） 江伟（女）

（紧转02版）

中共中央决定给予孙政才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
将孙政才涉嫌犯罪问题及线索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2287名十九大代表
全部选出

共舞蓝天 融合发展

2017四川（德阳）国际航空航天展览会举行
刘晓峰宣布开幕 尹力科胡特致辞 柯尊平出席

翼龙Ⅱ无人机 首露真容

●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必须立足中国、放
眼世界，保持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深刻认识马克思主义的时代意义和现
实意义，锲而不舍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使马克思主义
放射出更加灿烂的真理光芒。

●马克思主义就是我们党和人民事业不断发展的参天大树之根本，
就是我们党和人民不断奋进的万里长河之泉源。背离或放弃马克思主
义，我们党就会失去灵魂、迷失方向。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四十三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深刻认识马克思主义时代意义和现实意义
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

新华社北京9月29日电 中共
中央政治局9月29日下午就当代世
界马克思主义思潮及其影响进行第
四十三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
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我们
党是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政
党，马克思主义是我们共产党人理
想信念的灵魂。发展21世纪马克思
主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必须立
足中国、放眼世界，保持与时俱进的
理论品格，深刻认识马克思主义的
时代意义和现实意义，锲而不舍推
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
化，使马克思主义放射出更加灿烂
的真理光芒。

中国社会科学院信息情报研究
院姜辉研究员就这个问题作了讲
解，并谈了意见和建议。

中共中央政治局各位同志认真
听取了讲解。

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发表了讲
话。他指出，在人类思想史上，就科
学性、真理性、影响力、传播面而言，
没有一种思想理论能达到马克思主

义的高度，也没有一种学说能像马克
思主义那样对世界产生了如此巨大
的影响。这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巨
大真理威力和强大生命力，表明马克
思主义对人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
推动社会进步仍然具有不可替代的
作用。学习研究当代世界马克思主
义思潮，对我们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
化，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当代中
国马克思主义具有积极作用。

习近平强调，时代在变化，社会
在发展，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依
然是科学真理。尽管我们所处的时

代同马克思所处的时代相比发生了
巨大而深刻的变化，但从世界社会
主义500年的大视野来看，我们依然
处在马克思主义所指明的历史时
代。这是我们对马克思主义保持坚
定信心、对社会主义保持必胜信念
的科学根据。马克思主义就是我们
党和人民事业不断发展的参天大树
之根本，就是我们党和人民不断奋
进的万里长河之泉源。背离或放弃
马克思主义，我们党就会失去灵魂、
迷失方向。在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
指导这一根本问题上，我们必须坚

定不移，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
能动摇。

习近平指出，只有民族的才是世
界的，只有引领时代才能走向世界。
要立足时代特点，推进马克思主义时
代化，更好运用马克思主义观察时
代、解读时代、引领时代，真正搞懂
面临的时代课题，深刻把握世界历
史的脉络和走向。新中国成立以来
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生了
深刻变革，置身这一历史巨变之中
的中国人更有资格、更有能力揭示
这其中所蕴含的历史经验和发展规
律，为发展马克思主义作出中国的
原创性贡献。要有这样的理论自
觉，更要有这样的理论自信。要立
足我国实际，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
为中心，聆听人民心声，回应现实需
要，深入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
践，更好实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
当代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时也要
放宽视野，吸收人类文明一切有益成
果，不断创新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下转02版）

2017四川(德阳)国际航展上展出的翼龙Ⅱ无人机。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唐金龙 摄
影报道）9月29日，2017四川(德阳)
国际航空航天展览会开幕式上，机
长11米、高4.1米、翼展20.5米的中
国新一代无人机——翼龙Ⅱ察打一
体无人机的真机首次亮相。这个由
航空工业成都飞机设计研究所自主
设计研制的无人机，重4200公斤，
是国内察打无人机重量之最。飞行
速度最快：370千米/小时；飞行高度
最高：9000米；可部署机场高度最
高，可以20小时持续任务续航。翼
龙系列无人机总设计师李屹东表
示，翼龙Ⅱ无人机智能化程度很高，
能在遇到突发状况时自动选择备降
机场并自主着陆。

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的《习近平关
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论述摘编》一书，近日
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

《论述摘编》共分7个专题：建设生态文明，
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贯彻新发展理
念，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按照系
统工程的思路，全方位、全地域、全过程开展生
态环境保护建设；环境保护和治理要以解决损
害群众健康突出环境问题为重点；完善生态文

明制度体系，用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保
护生态环境；强化公民环境意识，把建设美丽中
国化为人民自觉行动；积极参与国际合作，携手
共建生态良好的地球美好家园。书中收入259
段论述，摘自习近平同志2012年11月15日至
2017年9月11日期间的讲话、报告、谈话、指
示、批示、贺信等80多篇重要文献。其中许多
论述是第一次公开发表。

据新华社

《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论述摘编》出版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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