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兩委」預選差額比例均超8%
十九大主席團10月22日晚和23日上午舉行第三
次和第四次會議，通過十九屆中央委員會委員、候
補委員和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委員候選人名單（草
案），提交各代表團醞釀。10月22日下午和23日
上午，大會舉行各代表團全體會議，先後對中央委
員、中央紀委委員和候補中央委員進行了預選。按
照大會選舉辦法的規定，預選採用差額選舉辦法，
差額比例均多於8%。
根據大會選舉辦法規定和日程安排，23日下午，
大會舉行各代表團分組會議，醞釀主席團會議通過的
中央委員、候補中央委員、中央紀委委員候選人名
單。24日上午，大會將舉行正式選舉，產生新一屆
中央委員會和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
24日上午的大會，還將通過關於十八屆中央委員

會報告的決議、關於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報告的決

議、《關於中國共產黨章程（修正案）》的決議等
三份文件。據十九大新聞發言人庹震此前介紹，在
綜合各方面意見的基礎上，中央政治局會議研究決
定對黨章進行適當修改。他也強調這次修改黨章工
作，要把十九大報告確立的重大理論觀點和重大戰
略思想寫入黨章，使黨章充分體現馬克思主義中國
化的最新成果，充分體現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為核
心的黨中央提出的治國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戰略，
充分體現堅持和加強黨的領導、全面從嚴治黨的新
鮮經驗，以適應新形勢新任務對黨的事業和黨的建
設提出的新要求。

新一屆領導集體明見中外記者
中共十九大於10月18日至10月24日在北京召
開。10月25日上午將舉行十九屆一中全會，全會結
束後，中共新一屆領導集體將與採訪十九大的中外
記者見面。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玨 北京報道） 中共

十九大今日（24日）選舉產生新一屆中央委員

會和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通過關於十八屆中

央委員會報告的決議、關於中央紀律檢查委員

會報告的決議、《關於中國共產黨章程（修正

案）》的決議等三份文件，十九大報告確立的

重大理論觀點和重大戰略思想將被寫入黨章，

確立為中國共產黨的指導思想。完成以上議程

之後，十九大將宣佈閉幕。十九屆一中全會將

於25日上午舉行，之後中共新一屆領導集體將

與中外記者見面。

今日看點
上午 中共十九大閉幕

■通過關於十八屆中央委員會報告的決議、
關於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工作報告的決
議、關於《中國共產黨章程（修正案）》
的決議

■選舉新一屆中央委員會、中央紀律檢查委
員會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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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屆中委今產生
新時代思想寫入黨章 確立為中共行動指南

♢♢

大氣治污 探索長效機制

「兩委」選舉程序
清點到會代表人數：黨代會選舉時，有選舉
權的到會人數超過應到會人數的五分之四，
方能進行選舉。通過大會總監票人（副總監
票人）、監票人名單、宣佈大會計票人（總
計票人）名單。

監票人當場檢查票箱，計票人分發選票：監票
人首先對設置在會場的多個票箱（確認箱內沒
有隱匿選票後再加封落鎖）和電子計票系統進
行檢查。接着，工作人員開始分發選票。選舉
一律採用無記名投票方式。投票人因特殊情況
不能寫選票的，可由本人委託非候選人按選舉
人的意志代寫。

統計收回的選票數：投票結束後，監票人和
計票人用電子計算系統統計收回的選票數，
統計完後，由總監票人報告發出和回收選票
的情況。根據選舉辦法的規定，收回的票數
均等於或少於發出的選票，選舉才有效。

報告被選舉人得票情況、宣佈選舉結果：
計票人在監票人監督下計票。如果選舉有
效，經過計票，由總監票人向主席團和大
會報告計票結果，並當場向大會宣佈當選
的中央委員會委員、中央委員會候補委員
和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委員名單。

各位候選人均需獲得全體代表過半數選票始
得當選。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王曉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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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慣例，中共全國代表大會在最後一天選
舉產生中央委員會委員、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
委員、候補中央委員。對外公佈時，採用不同
方式。
目前，在公佈中央委員名單時，不將得票

多少對外公佈，而是按姓氏筆畫排列。這主
要是因為，只要投票超過半數，中央委員就
可以當選。
中央委員會候補委員在宣佈選舉結果和對外公佈

時，採取按得票多少排名的方式。
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在對外公佈時也按照姓氏

筆畫排列。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任芳頡

「兩委」選舉結果公佈方式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靜 北
京報道）環保部部長李干傑23日
在十九大新聞中心發佈會上表
示，中國所開展的大氣污染治理
不是「運動式」的，而是要探索
長效機制。他還表示，已經實現
全覆蓋的中央環保督查取得一
定成效，接下來要探索將環保
督查納入法制化和規範化軌
道，要針對重點領域展開機動
式、點穴式督查。這位環保部
長還指出，到 2035 年，中國
PM2.5 年均濃度都應該達到每立
方米35微克的標準。
在提及大氣污染治理時，李干
傑介紹，「大氣十條」實施四年
來，已經取得顯著成效，但空氣
質量離老百姓的期待和要求有比
較大的差距。全國338個城市全
年達標的只有 84個，比例只有

24.8%，全國 PM10 平均濃度是
82微克每立方米，超標17.1%，
PM2.5 去年平均是 47 微克每立
方米，超標34.3%。針對空氣污
染最嚴重的京津冀及周邊區
域，正在開展大氣污染治理攻
堅行動，這個行動並不是打一
次就完，以後幾年還會長期地
堅持下去。

治污法制化 絕非「運動式」
「關於大氣污染治理我們所展
開的專項行動和制定實施的措施
絕不是『運動式』，而是在探索
和建立長效機制。」李干傑也表
示，已經覆蓋 31省市區的中央
環保督查，是一個百姓點讚、中
央肯定、地方支持、解決問題的
有效舉措。目前環保部正在研究
推進中央環保督察相關法規的制

定工作，推動其納入法制化、
規範化的軌道。此外，針對重
點地區、重點行業、重點問
題，環保部門也準備組織開展
機動式、點穴式專項督察，並
積極指導和督促地方建立省級環
保督察體系。
十九大報告提出，2020 年大

氣污染防治攻堅戰取得明顯成
效，2035 年生態環境要根本改
善。對此李干傑也表示，到
2020 年的時候，大氣污染防治
攻堅戰取得成效的標誌，就是
全國338個地級市空氣質量優良
天數比率必須達到 80%以上，
未達標城市 PM2.5 的濃度要平
均下降 18%。到 2035 年包括一
些重點區域在內，PM2.5年均濃
度都要達到每立方米 35微克的
標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朱燁
北京報道）十九大最後一場集
體採訪23日晚間在梅地亞新
聞中心舉行，5位來自不同省
份的環境系統黨代表圍繞「打
好生態環保攻堅戰」，回答記
者的提問。其中，河北作為中
國的「治霾大省」，吸引了現
場半數記者的關注。河北省環
保廳黨組書記、廳長高建民透
露，河北的天氣情況在持續改
善中，截至十九大召開前一
天，2017 年河北的 PM2.5 同
比2013年底下降38.8%。

整改10萬「散亂污」企業
他指出，針對河北產業結構

偏重的現狀，特別是排放比較
高、資源消耗比較大、產能相
對過剩的鋼鐵、煤炭、水泥、
平板玻璃等行業，以壯士斷腕
的勇氣堅定不移去產能，尤其
是在秋冬重污染天氣即將來臨
時，河北對每個高能耗企業都

進行了污染源的解析，並制定了錯峰生產
方案，比如重污染天氣當日對鋼鐵行業開
展限產方案，同時已整改10萬餘家「散
亂污」企業。

保定廊坊18縣建「禁煤區」
他表示，河北近幾年把環境治理作為重

要工作，從科學、協同和鐵腕三個角度進
行治霾，首先堅定不移地去產能，大幅度
去產能，實現天氣污染源頭治理，同時嚴
格控制燃煤數量，特別在農村散煤集中燃
燒的秋冬季節，注重推進農村清潔供暖的
推進，在保定、廊坊等18個縣建立了
「禁煤區」。「此外還將繼續推進實施電
代煤、氣代煤工程。」他說，「今年預計
將完成180萬戶的改造任務，可減少燃燒
散煤480萬噸。」

23日在十九大
新聞中心舉行的

發佈會聚焦美麗中國建設，參加
發佈會的官員及記者們對中國未
來的生態建設都充滿期待。中央
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副主任楊偉
民，開場就對這一美好願景進行
了頗具詩意的描繪：天更藍、水
更清、山更綠，人們能夠看得見
星星、聽得見鳥鳴，真正實現人
與自然的和諧共生。

環境受損 問責領導
楊偉民說，總書記要求，不能

單純以GDP論英雄，對造成生
態環境損害的地區，要終身追究
領導幹部的責任。現在，通過一
系列制度性安排，各地區各部門
保護生態環境的自覺性和主動性
顯著增強，這也是一個根本性的
轉變。
空氣質量的好壞，是所有人

都非常關心的話題。現場採訪
的記者也把提問集中在大氣污
染治理上。新任環保部部長李
干傑雖然履新不久，但作為一
個資深環保人，在談及大氣污
染治理措施及未來部署時頭頭

是道，隨口列出的一組組數
據，也顯示出他對環保工作的
嫺熟。不過，當他提到從2008
年至今中央財政就投入了 375
億元進行農村環境治理時，坐
在一側的楊偉民隨後卻表達了
不一樣的看法。
「在我看來，對農業、農村污

染防治投入的力量、投入的資金
相對來講是不夠的。」李干傑隨
即表示認可這一觀點，並表示環
保部門會加大對農村環境治理的
投入和關注。 ■香港文匯報

記者 馬靜 北京報道

環保目標：看見星星 聽見鳥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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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主席團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主席團
昨日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行第四次會議昨日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行第四次會議。。習習
近平近平、、李克強李克強、、張德江張德江、、俞正聲俞正聲、、劉雲山劉雲山、、
王岐山王岐山、、張高麗等出席會議張高麗等出席會議。。 新華社新華社

■■中國共產黨第中國共產黨第
十九次全國代表十九次全國代表
大會主席團昨日大會主席團昨日
舉 行 第 四 次 會舉 行 第 四 次 會
議議。。習近平主持習近平主持
會議會議。。 新華社新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