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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6月30日电 十三届全
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次会议 30日在北
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第
三次全体会议和闭幕会。会议表决通过
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维
护国家安全法》，国家主席习近平签署第
49号主席令予以公布；表决通过了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增加香港
特别行政区基本法附件三所列全国性法
律的决定。会议决定免去胡泽君的审计
署审计长职务，任命侯凯为审计署审计
长，国家主席习近平签署第50号主席令
予以任免。栗战书委员长出席会议。

30日上午，常委会第二十次会议举
行第二次全体会议。常委会组成人员
162人出席会议，出席人数符合法定人
数。会议经表决，全票通过了《中华人民
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
法》。会议还审议了有关任免案。

30日下午，常委会第二十次会议举
行第三次全体会议。常委会组成人员
163人出席会议，出席人数符合法定人
数。会议审议了委员长会议关于提请审
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
增加〈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
基本法〉附件三所列全国性法律的决定
（草案）》的议案。受委员长会议委托，全
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主任沈春
耀作了说明。

30 日下午，常委会第二十次会议
举行闭幕会。常委会组成人员163人出
席会议，出席人数符合法定人数。会议
经表决，全票通过了《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增加〈中华人民共和
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附件三所列
全国性法律的决定》，决定将《中华人
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
法》列入《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
政区基本法》附件三，明确由香港特别
行政区在当地公布实施。会议经表决，
决定免去侯凯的国家监察委员会委员职
务。

栗战书委员长主持第二次全体会议
和闭幕会，郝明金副委员长主持第三次
全体会议。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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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
书长杨振武出席会议。

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杨晓渡，国务
委员王勇、肖捷，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
强，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军，国家监
察委员会负责人，全国人大各专门委员
会部分成员，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大
常委会负责人，部分全国人大代表，以及
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等分别列席有关会
议。

各次全体会议前，栗战书委员长分
别主持召开了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
六十六次、第六十七次和第六十八次委
员长会议，审议有关议题。全国人大常
委会秘书长杨振武，全国人大常委会有
关副秘书长，全国人大有关专门委员会、
常委会有关工作委员会负责人就有关议
题作了汇报。

全国人大常委会

通过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
习近平签署主席令予以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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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题教育总结大会上的讲话》。

文章强调，我们党作为百年大党，要
始终得到人民拥护和支持，书写中华民
族千秋伟业，必须始终牢记初心和使命，
坚决清除一切弱化党的先进性、损害党
的纯洁性的因素，坚决割除一切滋生在
党的肌体上的毒瘤，坚决防范一切违背
初心和使命、动摇党的根基的危险。

文章指出，这次主题教育是新时代
深化党的自我革命、推动全面从严治党
向纵深发展的生动实践，促进了全党思
想上的统一、政治上的团结、行动上的一
致，为我们党统揽“四个伟大”、实现“两
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作了思想上政治上
组织上作风上的有力动员，具有重大现

实意义和深远历史影响。
文章指出，这次主题教育，总结历次

党内集中教育经验，对新时代开展党内集
中教育进行了新探索、积累了新经验。一
是聚焦主题、紧扣主线。二是以上率下、
示范带动。三是有机融合、一体推进。四
是紧盯问题、精准整改。五是严督实导、
内外用力。六是力戒虚功、务求实效。在
充分肯定成绩的同时，也要清醒看到存在
的问题，要善始善终、善作善成，把全面从
严治党要求真正落到实处。

文章指出，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
有之大变局，我国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关键时期，我们党正带领人民
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
争，形势环境变化之快、改革发展稳定任
务之重、矛盾风险挑战之多、对我们党治
国理政考验之大前所未有。

文章指出，全党要以这次主题教育

为新的起点，不断深化党的自我革命，持
续推动全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必须作为加强党的建设
的永恒课题和全体党员、干部的终身课
题常抓不懈；必须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最新成果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
动；必须以正视问题的勇气和刀刃向内
的自觉不断推进党的自我革命；必须发
扬斗争精神，勇于担当作为；必须完善和
发展党内制度，形成长效机制；必须坚持
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带头。

文章强调，越是形势严峻复杂越需
要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保持定力、一往
无前，越是任务艰巨繁重越需要领导机
关和领导干部奋勇当先、实干担当。各
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要带头增强“四
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
护”，团结带领各族人民勇于战胜前进道
路上的各种艰难险阻。

《求是》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

新华社北京6月30日电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
9191.4万名，比上年净增132.0万名。

中国共产党现有基层组织 468.1 万
个，比上年净增 7.1 万个，增幅为 1.5%。
其中基层党委 24.9万个，总支部 30.5万
个，支部412.7万个。

一、党员队伍情况
党员的性别、民族和学历。女党员

2559.9万名，占党员总数的 27.9%。少数
民族党员680.3万名，占7.4%。大专及以
上学历党员4661.5万名，占50.7%。

党 员 的 年 龄 。 30 岁 及 以 下 党 员
1231.5万名，31至35岁党员994.6万名，36
至 40岁党员 882.7万名，41至 45岁党员
864.4万名，46至50岁党员936.2万名，51
至 55岁党员 879.4万名，56至 60岁党员
745.1万名，61岁及以上党员2657.7万名。

党员的入党时间。新中国成立前入党
的17.4万名，新中国成立后至党的十一届三
中全会前入党的1550.9万名，党的十一届三
中全会后至党的十八大前入党的6127.7万
名，党的十八大以来入党的1495.5万名。

党员的职业。工人（工勤技能人员）

644.5万名，农牧渔民2556.1万名，企事业
单位、社会组织专业技术人员 1440.3万
名，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管理人员
1010.4万名，党政机关工作人员 767.8万
名，学生 196.0万名，其他职业人员 710.4
万名，离退休人员1866.1万名。

二、发展党员情况
2019年共发展党员 234.4万名，比上

年增加28.9万名。
发展党员的性别、民族、年龄和学

历。发展女党员99.4万名，占42.4%。发
展少数民族党员23.6万名，占10.1%。发
展 35 岁 及 以 下 党 员 188.3 万 名 ，占
80.3%。发展具有大专及以上学历的党
员106.8万名，占45.6%。

发展党员的职业。工人（工勤技能
人员）14.3万名，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专
业技术人员 31.6万名，企事业单位、社会
组织管理人员 25.3 万名，农牧渔民 42.4
万名，党政机关工作人员 13.4万名，学生
84.4万名，其他职业人员22.9万名。在生
产、工作一线发展党员122.2万名。

三、党内表彰情况
2019年全国各级党组织共表彰先进

基层党组织 19.9万个，表彰优秀共产党
员 91.0 万名，表彰优秀党务工作者 23.2
万名。

四、申请入党情况
截至 2019 年底，全国入党申请人

1899.2万名，入党积极分子902.4万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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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02个。其中，省（区、市）
委31个，市（州）委397个，县（市、区、旗）
委2774个。

城市街道、乡镇、社区（居委会）、行
政村党组织。全国 8636 个城市街道、
31062个乡镇、105257个社区（居委会）、
533824个行政村已建立党组织，覆盖率
均超过99%。

机关、事业单位、企业和社会组织党
组织。全国共有机关基层党组织 72.3万
个，事业单位基层党组织 91.3万个，企业
基层党组织 147.7万个，社会组织基层党
组织14.2万个，基本实现应建尽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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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中国共产党党内统计公报

人民网北京 6月 30日电（记者 杨
迪）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国家卫
生健康委联合下发《关于做好 2020年县
级及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公开招聘高校毕
业生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指
出，今年各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和
卫生健康部门要加大县级及基层医疗卫
生机构公开招聘力度，在去年招聘高校
毕业生数量的基础上，再扩大招聘一定
数量的高校毕业生，吸纳更多高校毕业
生从医。

《通知》明确，要提高公开招聘针对
性。各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和卫生
健康部门应根据卫生健康事业发展需

要，深入分析地区环境、人才状况、医疗
卫生机构需求等情况，从基层实际需求
出发，精准聚焦短缺人才，制定符合本地
实际的招聘方案和岗位要求。要按照

“干什么、考什么”的人岗相适原则，充分
结合卫生健康行业特点，对应聘人员进
行评价。

同时，各地要积极鼓励和引导高校毕
业生到艰苦边远地区县级及基层医疗卫
生机构就业。艰苦边远地区县级及基层
医疗卫生机构公开招聘时，可根据情况适
当放宽年龄、学历等招聘条件。基层医疗
卫生机构公开招聘具有本科及以上学历
的人员、县级医疗卫生机构招聘具有硕士

及以上学历的人员，县级及基层医疗卫生
机构招聘公共卫生、全科医学、妇产科学、
老年医学、儿科学等急需紧缺医学专业人
才，可采取面试（技术操作）、直接考察的
方式公开招聘。采取统一笔试方式的，可
以根据应聘人员报名、专业分布等情况适
当降低开考比例，或不设开考比例，划定
成绩合格线。进一步做好农村订单定向
免费医学生就业安置和履约管理工作。
对聘用的高校毕业生，按《中共中央办公
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引导
和鼓励高校毕业生到基层工作的意见>的
通知》（中办发〔2016〕79号）等规定确定工
资待遇及工作补贴。

两部门联合下发招聘通知 吸纳更多高校毕业生从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