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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事
截至2018年12月31日，中国共产党党员

总数为9059.4万名，比上年净增103.0万名。
中国共产党现有基层组织461.0 万个，

比上年增加3.9万个，增幅为0.8%。其中基
层党委23.9万个，总支部29.9万个，支部
407.2万个。

一、党员队伍情况

党员的性别、民族和学历。女党员
2466.5万名，占党员总数的27.2%。少数民
族党员664.5万名，占7.3%。大专及以上学
历党员4493.7万名，占49.6%。

党员的年龄。30 岁及以下党员 1273.9
万名，31至35岁党员937.7万名，36至40
岁党员860.4万名，41至45岁党员863.5万
名，46至50岁党员932.6万名，51至55岁
党员 911.9 万名，56 至 60 岁党员 679.5 万
名，61岁及以上党员2599.9万名。

党员的入党时间。新中国成立前入党
的20.5万名，新中国成立后至党的十一届
三中全会前入党的 1616.0 万名，党的十一
届三中全会后至党的十八大前入党的
6148.8 万 名 ， 党 的 十 八 大 以 来 入 党 的
1274.2万名。

党员的职业。工人 （工勤技能人员）
651.4万名，农牧渔民2544.3万名，企事业
单位、社会组织专业技术人员1400.7万名，
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管理人员 980.0 万
名，党政机关工作人员 756.4 万名，学生
180.5万名，其他职业人员731.4万名，离退
休人员1814.8万名。

二、发展党员情况

2018年共发展党员205.5万名，比上年
增加7.2万名。

发展党员的性别、民族、年龄和学
历。发展女党员84.6万名，占41.2%。发展
少数民族党员21.4万名，占10.4%。发展35
岁及以下党员 164.4万名，占80.0%。发展
具有大专及以上学历的党员92.2万名，占
44.9%。

发展党员的职业。工人（工勤技能人
员）13.2万名（其中农民工5646名），企事业
单位、社会组织专业技术人员28.1万名，企
事业单位、社会组织管理人员22.2万名，农
牧渔民 38.2 万名（其中外出务工经商人员
1.4 万名），党政机关工作人员 11.6 万名，学
生70.4万名，其他职业人员21.7万名。在生
产、工作一线发展党员108.0万名。

三、党内表彰情况

2018年全国各级党组织共表彰先进基
层党组织19.0万个，表彰优秀共产党员96.2
万名，表彰优秀党务工作者21.7万名。

四、申请入党情况

截至2018年底，全国入党申请人1922.6
万名，入党积极分子918.5万名。

五、党组织情况

党的地方委员会。全国共有党的各级
地方委员会3208个。其中，省 （区、市）
委31个，市（州）委398个，县（市、区、旗）委2779个。

城市街道、乡镇、社区（居委会）、行政村党组织。全国8561个城市街
道、31610个乡镇、102555个社区（居委会）、545189个行政村已建立党组
织，覆盖率均超过99%。

机关、事业单位和公有制企业党组织。全国23.0万个机关单位已建立
党组织，占机关单位总数的99.7%。51.5万个事业单位已建立党组织，占事
业单位总数的95.2%。18.1万个公有制企业已建立党组织，占公有制企业总
数的90.9%。

非公有制企业和社会组织党组织。全国有158.5万家非公有制企业法人
单位建立党组织。26.5万个社会组织法人单位建立党组织。

（注：本公报部分合计数或相对数由于单位取舍不同而产生的计算误差
均未作机械调整。） （新华社北京6月30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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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30日，正在韩国访问的美国总
统特朗普在板门店与朝鲜最高领导人金
正恩握手会面。随后，特朗普跨越军事
分界线来到朝方一侧，成为朝鲜战争结
束以来踏上朝鲜国土的首位美国在任
总统。

这是两人继新加坡会晤和河内会
晤后的第三次会面。之后，特朗普和
金正恩再次跨越军事分界线，来到韩
方一侧，与等候在“自由之家”的韩
国总统文在寅举行共同会面。

当天早些时候，文在寅在青瓦台
与特朗普举行了约一小时的会谈。文
在寅在会谈后举行的共同记者会上
说，这将是朝鲜半岛停战协定签署 66
年来美国和朝鲜最高领导人首次在板
门店会面。

新华社/纽西斯通讯社

特朗普与金正恩在板门店握手会面

（上接第一版） 是实现党的十九大
确定的目标任务的迫切需要。今年
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在这个重要
时间节点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主题教育，其特别意义在于，
无论我们走得多远，都不能忘记来
时的路。

文章指出，要准确把握主题教
育的目标要求。主题教育的总要
求，是根据新时代党的建设任务、
针对党内存在的突出问题、结合这
次主题教育的特点提出来的，是一
个相互联系的整体，要全面把握，

贯穿主题教育全过程。主题教育的
目标任务，体现了党对新时代党员
干部思想、政治、作风、能力、廉
政方面的基本要求。

文章指出，要加强对主题教育
的领导。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党委
（党组） 要高度重视，增强责任感
和紧迫感，加强组织领导，强化督
促指导，提高主题教育质量。宣传
舆论要发挥引导作用。要坚持两手
抓两促进，切实防止“两张皮”。
要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注重
实际效果，解决实质问题。

新华社北京6月30日电 （记者
陈炜伟）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
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30日联
合发布数据，6月份，中国制造业
采购经理指数（PMI）为49.4%，与
上月持平。

从企业规模看，大型企业PMI
为 49.9%，比上月下降 0.4 个百分
点，低于临界点；中、小型企业
PMI为 49.1%和48.3%，分别比上月
回升0.3和0.5个百分点，位于临界
点以下。

从分类指数看，在构成制造业
PMI的 5个分类指数中，生产指数
和供应商配送时间指数高于临界

点，新订单指数、原材料库存指数
和从业人员指数低于临界点。

其中，生产指数为 51.3%，比
上月回落0.4个百分点，位于临界
点之上，表明制造业生产继续保持
增长，增速放缓；新订单指数为
49.6%，比上月下降 0.2 个百分点，
位于临界点之下，表明制造业产品
订货量有所减少；原材料库存指数
为 48.2%，比上月回升 0.8 个百分
点；从业人员指数为46.9%，比上
月下降0.1个百分点，位于临界点之
下，表明制造业企业用工景气度有
所回落；供应商配送时间指数为
50.2%，比上月回落0.7个百分点。

6月份中国制造业
采购经理指数为49.4%

2019年6月29日，十三届全国人
大常委会作出决定，国家主席习近平
签署发布特赦令，在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70周年之际，对部分服刑罪犯予
以特赦。如何严格依法实施好特赦？
怎样确保特赦实现良好政治效果、法
律效果、社会效果？

30日，全国特赦实施工作动员部
署视频会在京召开，中央政法委要
求，紧扣“九类特赦对象、五种禁止
情形”，把握好特赦条件，严格规范实
施特赦。

把握好九类特赦对象具体情形

国家主席特赦令明确，对依据
2019年1月1日前人民法院作出的生效
判决正在服刑的九类罪犯实行特赦。
中央政法委提出要把握好九类特赦对
象的具体情形：

第一，参加过中国人民抗日战
争、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罪犯。参加
过抗日战争是指参加过八路军、新四
军，地下革命工作，以及以其他形式
为抗日战争做出贡献的人员；参加过
解放战争是指参加过中国共产党领导
的人民军队，地下革命工作；各民主
党派中拥护中国共产党并参加、支援
解放战争，以及以其他形式为解放战
争做出贡献的人员。上述罪犯为民族
独立和新中国建立做出过贡献，特赦
他们，可以突出庆祝新中国成立七十

周年的主题。同时，他们年龄普遍较
大，回归社会后负面影响小。

第二，参加过保卫国家主权、安
全和领土完整对外作战的罪犯。上述
罪犯为巩固国家政权，维护国家主
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做出过贡献，特
赦他们，有利于激发爱国热情、振奋
民族精神。

第三，获得过省部级以上荣誉称号
的特定罪犯。具体指为国民经济和社会
发展五年规划等确定的航空、航天、军
事、基础设施、科技等国家重大工程建设
做过较大贡献，并获得省部级以上“劳动
模范”“先进工作者”“五一劳动奖章”等
荣誉称号的服刑罪犯。上述罪犯为国家
建设做出过贡献，特赦他们，有利于激励
创新创造，弘扬为国奉献精神。

第四，立过军功的罪犯。具体指退役
后犯罪的服刑人员、服役期间因犯罪被开
除军籍的服刑人员、未被开除军籍的服刑
人员，在服役期间获得个人一等功、荣誉
称号和八一勋章等奖励的。上述罪犯为
巩固国防、保卫祖国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
设做出过贡献，特赦他们，有利于形成尊
崇军人、激励军功的良好氛围。

第五，防卫或者避险过当的特定罪
犯。具体指因防卫或者避险过当，被判
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剩余刑期在一
年以下的服刑罪犯。上述罪犯因保护正
当利益免受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或者正
在发生的危险，实施了超过必要限度的
损害行为，主观恶性小，特赦他们，有利

于鼓励人民群众见义勇为、同违法犯罪
作斗争、积极参与抢险救灾等工作。

第六，年高身残的罪犯。具体指
年满七十五周岁、身体严重残疾且生
活不能自理的服刑罪犯。对他们特
赦，符合我国历史文化传统和人道主
义原则。

第七，未成年时实施犯罪的特定
罪犯。具体指犯罪时不满十八周岁，
被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剩余刑
期在一年以下的服刑罪犯。对上述罪
犯特赦，体现了对未成年人犯罪教育
为主、惩罚为辅的刑事政策，有利于
他们早日回归社会。

第八，女性特定罪犯。具体指丧偶
且有未成年子女或者有身体严重残疾、
生活不能自理的子女，确需本人抚养，
被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剩余刑
期在一年以下的女性罪犯。特赦她们，
体现了党和国家对女性的特殊关怀，有
利于帮助其家庭纾解特殊困难。

第九，在社区矫正的特定罪犯。
具体指被裁定假释已执行五分之一以
上假释考验期或者被判处管制的罪
犯。上述罪犯已经在社区，社会危险
性小，特赦他们，有利于促进其更好
地融入家庭、回报社会。

九类特赦对象中，第一、二、
六、七类与2015年特赦对象相同，第
三、四、五、八、九类是本次特赦新
增加的。为避免出现“刚判即赦”的
情况，决定规定只对依据2019年1月1

日前人民法院作出的生效判决正在服
刑的罪犯实行特赦。

把握好五种不得特赦情形

中央政法委特别强调，要把握好
五种不得特赦的情形：

一是犯特定重大罪行的，即第
二、三、四、七、八、九类对象中，
系贪污受贿犯罪，军人违反职责犯罪，
故意杀人、强奸、抢劫、绑架、放火、
爆炸、投放危险物质或者有组织的暴力
性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贩卖
毒品犯罪，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
动犯罪的罪犯，其他有组织犯罪的主
犯、累犯的，不得特赦。这是充分考虑
了当前反腐败斗争形势和刑事犯罪实际
情况，为避免社会误解、影响群众安全
感，对这些罪犯不予特赦。

二是余刑较长的，即对第二、三、四、
九类对象中剩余刑期在十年以上和仍处
于无期徒刑、死缓期间的，不得特赦。

三是之前特赦后再犯罪的，即
2015年被特赦后又因犯罪被判处刑罚
的，不得特赦。

四是不认罪悔改的，不得特赦。“不
认罪”是指对基本犯罪事实不认可。这
样规定，有利于激励罪犯改过自新。

五是经评估认为具有现实社会危
险性的，不得特赦。

新华社记者
（新华社北京6月30日电）

全国特赦实施工作动员部署视频会要求

把握好特赦条件 严格规范实施特赦

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
谋复兴，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
命，是激励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前赴
后继、英勇奋斗的根本动力。7月1日，
我们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 98 周年。

“中国共产党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
业，百年恰是风华正茂！”决胜全面小
康，走向民族复兴，千秋伟业呼唤每个
共产党员坚守初心使命，书写下新时
代的新荣光。

98 年来，中国共产党紧紧依靠人
民，跨过一道又一道沟坎，取得一个又
一个胜利，创造了人类发展史上惊天
动地的奇迹，让中华文明在现代化进
程中焕发出新的蓬勃生机，让科学社
会主义在 21 世纪焕发出新的蓬勃生
机，使中华民族焕发出新的蓬勃生机。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
也是我们党在全国执政第70个年头。
70 年披荆斩棘，70 年砥砺奋进，我们
党把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
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为什么“好”的答案，书写于神州大地
的沧桑巨变中，书写于亿万人民的美
好生活中。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迎难而
上，开拓进取，以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
历史性成就和变革，推动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迎来中华民族从
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
迎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
景。今天，中国这个古老而又现代的东
方大国朝气蓬勃、气象万千，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焕发
出强大生机活力，奇迹正在中华大地
上不断涌现。

回首往昔，这是何其辉煌的成就！
展望未来，这是何其壮丽的征程！历史
充分证明：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
国；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发展中国，
才能引领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

今天，我们正处于近代以来最好
的发展时期，也正面临世界百年未有
之大变局。我们已走过千山万水，但仍
需跋山涉水，摆在全党全国各族人民
面前的使命更光荣、任务更艰巨、挑战
更严峻、工作更伟大。方此之时，我们
更需以初心砥砺前行的精神，以使命
鼓舞奋发的斗志，以永不懈怠的精神
状态和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勇于战

胜各种艰难险阻、风险挑战，不断从胜
利走向新胜利。正在全党开展的“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根本任务
就是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锤炼忠诚干净担
当的政治品格，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
民为实现伟大梦想共同奋斗。

“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是当代中
国共产党人最重要最现实的使命担
当，今天，我们正处在实现“两个一百
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第一个百
年目标要实现，第二个百年目标要开
篇。坚持思想建党、理论强党，在思想
上来一次升华、在精神上来一次洗礼，
我们就能更好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
兴征程。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筑牢信仰之
基、补足精神之钙、把稳思想之舵；要
认真贯彻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努
力把我们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要
自觉践行党的根本宗旨，筑牢党长期
执政最可靠的阶级基础和群众根基；
要发扬革命传统和优良作风，团结带
领人民把党的十九大绘就的宏伟蓝图
一步一步变为美好现实。只要我们开

新局于伟大社会革命，强体魄于伟大
自我革命，自觉同人民想在一起、干在
一起，就没有什么能阻挡中华民族实
现伟大梦想的步伐。

九万里风鹏正举，新征程砥砺初
心。走过 98 年，我们正在进行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长征，要永远保
持建党时中国共产党人的奋斗精神，
永远保持对人民的赤子之心。让我们
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周围，增强“四个意
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
维护”，加满油，把稳舵，鼓足劲，
让承载着近 14 亿中国人民伟大梦想
的中华巨轮继续劈波斩浪、扬帆远
航，胜利驶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新华社北京6月30日电）

牢记初心使命 奋进复兴征程
——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九十八周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