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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组织部最新党内统计数据显示

全国党员人数超9000万

据新华社电 中央组织部最新党内统计数

据显示，截至 2018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

为 9059.4 万名，比上年净增 103.0 万名，增幅

为 1.2%。 党的基层组织 461.0 万个，比上年增

加 3.9万个， 增幅为 0.8%。 新中国成立 70 年

来，中国共产党的吸引力、凝聚力、战斗力不断

增强，始终保持旺盛的生机与活力。

党员数量持续稳步增长。 中国共产党党

员总量突破 9000万名，比 1949 年新中国成立

时的 448.8 万名增长约 19 倍。 党的十八大以

来，全国平均每年约有 390万人向党组织递交

入党申请。 着眼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严

把党员队伍“入口关” ，注重提高发展党员质

量，加强党员总量调控，党员数量增幅保持平

稳态势。

党员队伍结构不断优化。 新鲜血液不断

充实。 现有党员中，99.8%是新中国成立后入

党的，其中 1978 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入

党的 7423.0 万名、 占 81.9%，“80 后、90 后”

党员已超过总数的三分之一。 文化程度明显

提高。 随着教育事业全面快速发展和吸纳优

秀人才入党， 大专及以上学历党员已达

4493.7 万名，占 49.6%。女党员、少数民族党员

比重不断提升。 与新中国成立初相比，全国女

党员增加约 45 倍、 达 2466.5 万名， 占比由

11.9%提高到 27.2%；少数民族党员增加约 32

倍、达 664.5 万名，占比由 2.5%提高到 7.3%，

全国 55 个少数民族都有一定数量的党员，五

个民族自治区的党员中少数民族比例达

35.6%。 党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不断巩固扩

大。 工人和农民仍是党员队伍主体，占总数的

35.3%，数量是新中国成立时的 12 倍。 党员队

伍中，经营管理人员 980.0 万名、占 10.8%，专

业技术人员 1400.7 万名、占 15.5%。 2018 年发

展的 205.5 万名党员中，来自生产、工作第一

线的占 52.6%。

基层党组织不断夯实巩固。 全国党的基

层组织数量从 1949 年的 19.5 万个， 增加到

2018年的 461.0万个，增长近 23 倍，全面覆盖

各个领域。 重点领域基层党组织建设全面加

强，机关、事业单位、农村、社区党组织覆盖率

均超过 95%，公有制企业覆盖率为 90.9%。 新

兴领域党的组织覆盖和工作覆盖扎实推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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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层党组织带头人队伍素质不断提升。

54.3万名村党组织书记中，大专及以上学历的

占 20.7%，45 岁及以下的占 29.2%， 致富带头

人占 51.2%；10.1 万名社区党组织书记中，大

专及以上学历的占 63.7%，45 岁及以下的占

45.9%。 基层基础保障力度加大。 68.3%的村、

89.8%的社区党建活动场所面积达到 200 平方

米以上，90.7%的县、93.1%的社区落实了服务

群众专项经费。

党员队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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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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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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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共产党党员队伍年龄结构

快马加鞭未下鞍，红色基因

血脉传。

2019年，是红军长征出发 85

周年，也是新中国成立 70周年的

日子。

今天，我们以贵州境内的红

军长征路线为蓝本，由现在而过

去，从历史向未来，在从未停歇的

长征脚步中，阅读每一代人的长

征路。

今日起，本报将推出系列报

道———《红飘带上的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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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省招生考试院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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