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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6 月 30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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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中国共产党党内统计公报

新华社北京6月30日电 7月1日出版的第13
期《求是》杂志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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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文章强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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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要牢牢
把握“守初心、担使命，找差距、抓落实”的总要求，
牢牢把握深入学习贯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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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根本任
务，努力实现理论学习有收获、思想政治受洗礼、
干事创业敢担当、为民服务解难题、清正廉洁作表
率的具体目标，确保这次主题教育取得预期效果。

文章指出，要充分认识开展主题教育的重大
意义。开展这次主题教育，是用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全党的迫切需要，是推进新时
代党的建设的迫切需要，是保持党同人民群众血
肉联系的迫切需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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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是》杂志

发表习近平重要文章

新华社北京6月30日电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
网站消息，6月29日，在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国际
追逃追赃工作办公室统筹协调下，经广东省追逃
办和深圳市监委不懈努力，外逃 18年的“百名红
通人员”、职务犯罪嫌疑人刘宝凤回国投案自首并
积极退赃。这是党的十九大以来第 11名归案的

“百名红通人员”，也是开展“天网行动”以来第 59
名归案的“百名红通人员”。

刘宝凤，男，1966年 7月出生，曾任华泰证券
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彩田路证券营业部总经理，涉
嫌挪用公款罪，2001年 11月外逃。2001年 12月，
深圳市人民检察院对其立案侦查，2002年4月，依
法对其决定逮捕。2002年 7月，国际刑警组织对
其发布红色通缉令。2018年 1月，监察体制改革
后，该案移交深圳市监委办理。

中央追逃办负责人表示，刘宝凤归案再次体
现了党中央有逃必追、一追到底的坚定决心。下
一步将继续加大外逃职务犯罪嫌疑人的追缉力
度，深化金融、国企领域追逃追赃工作，巩固发展
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利。再次正告境外在逃腐
败分子，彻底放弃幻想，尽快回国自首，争取宽大
处理。

“百名红通人员”

刘宝凤回国投案

据悉，2019年铁路暑运将于7月1日零时正式启动，至8月31日结束。图为
旅客在山东烟台火车站准备乘车。 新华社发（唐克 摄）

2019年铁路暑运7月1日启动

新华社北京6月30日电 “国际
军事比赛-2019”中国承办赛事将于
8月 3日正式拉开帷幕，这是我军连
续第六年参赛、第三年办赛。在今年
的比赛中，我军有三个首次值得关
注。

——首次派队参加“深海”潜水
员比赛。该项比赛是一项水下复杂环
境条件下的竞技课目，由搜索救援、
应急救援、水下技术装备操作、水中
搏斗、专业潜水作业以及船只打捞作
业等 8 个课目组成。目前已有中国、
俄罗斯、委内瑞拉、伊朗、叙利亚、

南非等6个国家的专业潜水分队报名
参赛，比赛地点在伊朗霍尔木兹甘省
基什岛。中方去年仅派员观摩比赛，
今年首次由北部战区海军组队参赛，
有利于展示海军形象，检验部队实战
化训练成果。

——首次派队赴印度和伊朗参
赛。国际军事比赛已成为中国军队与
世界各国军队相互借鉴、密切协作、
增进互信、加深友谊的重要平台，成
为让世界了解中国和中国军队的重要
窗口。我军今年首次派队赴印度和伊
朗参赛，使境外参赛国增至5个，更

利于全面感知外军先进训练理念，促
进备战练兵。

——首次由空军、海军联合组队
参加“航空飞镖”航空兵机组比赛。
空军已经连续参加 5 届“航空飞镖”
比赛，特别是通过与俄军经历过实战
检验的参赛人员竞技交流，感受到了
强烈的作战理念和实战氛围。着眼扩
大中国军队参赛受益面的考虑，今年
由空军、海军联合组队参加该项比
赛，探索实践联合指挥、跨境行动的
新模式，有利于锻炼和检验我军航空
作战力量的深度耦合与优势互补。

中国军队三个首次值得关注

新华社太原6月30日电（记者 王
井怀）记者日前从山西省纪委监委获
悉，今年前 5个月山西省进一步加大
执纪问责力度，查处群众身边腐败问
题 7882件，处分 4666人，比上年同期
增长25%以上。

塌方式腐败后山西加强反腐败
工作。今年 1 至 5 月，山西省查处违
反中央八项规定问题874件，处分902
人。通过将执纪关口前移，在“治未
病”上积极作为。全省纪检监察机关
运用 4 种形态处理 3 万多人次，其中
第一种形态占到七成。

同期，山西省纪检监察机关共立
案查处涉黑涉恶腐败和“保护伞”案
件 382件，处分 404人，移送司法机关
37人，比上年增长了50%。

山西前5个月

查处腐败问题7000余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