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 王亚楠 通讯员 宋丽萍 报道
本报济南1月26日讯 省统计局今天发布2014年

山东经济运行情况，初步核算并经国家统计局审核，
2014年全省实现生产总值（GDP）59426 . 6亿元，按可
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8 . 7%。全省经济保持了总体
平稳、小幅波动的运行态势，结构调整稳中有进，运
行质量稳中有升。

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4798 . 4亿元，增长3 . 8%；
第二产业增加值28788 . 1亿元，增长9 . 2%；第三产业增
加值25840 . 1亿元，增长8 . 9%。从结构看，第一产业增
加值占GDP比重为8 . 1%，比上年下降0 . 2个百分点；
第二产业为48 . 4%，下降1 . 3个百分点；第三产业为
43 . 5%，提高1 . 5个百分点。

2014年，全省粮食总产达到919 . 3亿斤，比上年增
长1 . 5%，连续第十二年实现增产。工业生产运行平
稳，企业效益低速增长。2014年，全省规模以上工业

增加值增长9 . 6%。
固定资产投资缓中趋稳。2014年，全省固定资产

投资41599 . 1亿元，增长15 . 8%，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
长15 . 5%。其中，高新技术产业投资增长18 . 2%，占全
部投资的比重为16 . 2%，比上年提高0 . 3个百分点。民
间投资主体地位巩固，完成投资34050 . 4亿元，增长
17 . 4%；投资额占全部投资的比重为81 . 9%，比上年提
高1 . 1个百分点。

此外，全年全省房地产开发投资5818亿元，增长
6 . 9%；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6 . 6%。商品房销售面
积9180 . 1万平方米，下降11 . 1%。其中，住宅销售面积
7972 . 5万平方米，下降14 . 3%。

市场消费增势平稳。2014年，全省社会消费品零
售总额24492 . 0亿元，增长12 . 6%；扣除价格因素实际
增长11 . 5%。

对外贸易低速增长。2014年，全省进出口总额

2771 . 2亿美元，增长4%。主要市场出口总体稳定，实
际到账外资保持增势，实际到账152亿美元、增长
8 . 1%。

财政收入平稳增长，金融市场稳定运行。2014
年，全省公共财政预算收入5026 . 7亿元，增长10 . 2%。
其中，税收收入占地方财政收入的比重为78 . 9%，比
上年提高1 . 4个百分点。

城乡就业连续十一年实现双过百万，居民收入协
调稳定增长。2014年，全省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0864
元，增长9 . 8%；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7 . 8%。其中，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9222元，实增6 . 5%；农村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1882元，实增9 . 6%。

物价走势总体平稳。2014年，全省居民消费价格
同比上涨1 . 9%，涨幅比上年回落0 . 3个百分点。其
中，食品类价格上涨2 . 6%，居住类上涨2 . 1%。全省工
业生产者出厂价格下降1 . 6%，与上年持平。

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为“走在前列”凝聚人心增添力量

省政协十一届三次会议隆重开幕
姜异康郭树清王军民出席会议 刘伟作常委会工作报告 焉荣竹主持 郭爱玲作提案工作报告

□记者 李占江 报道
本报济南1月26日讯 山东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

大会第四次会议预备会议，今天下午在山东会堂举
行。

山东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应到代
表911名，出席今天预备会议的代表836名，符合法定
人数。

会议选举产生了省十二届人大四次会议主席团和
秘书长，表决通过了大会议程。大会主席团由86人组
成，贾万志为大会秘书长。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姜异康主持预备会
议并讲话。他说，省十二届人大四次会议是全省人民
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开好这次会议，对于全面贯
彻落实中央和省委的重大决策部署，牢牢把握“走在
前列”的目标定位，自觉落实“三个提升”的工作要
求，促进我省经济平稳健康发展与社会和谐稳定，具

有重要意义。这次大会的指导思想是：深入贯彻党的
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高举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
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
书记系列重要讲话及中央和省委一系列重要会议精
神，认真总结我省过去一年来的工作，确定新一年的
目标任务，动员全省人民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
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继续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
依法治省，为加快经济文化强省建设，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

会议强调，努力实现中央和省委确定的经济社会
发展目标任务，广大代表担负着重大责任。希望各位
代表切实增强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认真贯彻会
议的指导思想，按照会议的统一安排，集中时间和精
力，积极履行代表职责，不负重托，不辱使命，高标
准完成会议确定的各项任务。

本报济南1月26日讯 今天下午，省十二届人大
四次会议主席团在山东大厦举行第一次会议。省委书
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姜异康主持会议。

会议推选姜异康、高晓兵、柏继民、贾万志、温
孚江、尹慧敏、于建成、宋远方、翟鲁宁为大会主席
团常务主席；推选了省十二届人大四次会议各次全体
会议的执行主席，并通过了执行主席分组名单；决定
翟鲁宁、蒿峰、刘长允、胡文容、姜铁军、赵瑞林、
韩军、王守涛、顾克华、骆宝臻、王兆玉为省十二届
人大四次会议副秘书长；通过了省十二届人大四次会
议的日程；决定代表提出议案的截止时间为1月29日
12时；确定了提交代表审议的省十二届人大四次会议
选举办法草案、关于通过补充省十二届人大有关专门
委员会组成人员的办法草案；决定了省十二届人大四
次会议表决议案办法。

省十二届人大四次会议举行预备会议
大会主席团第一次会议同日举行

选出大会主席团和秘书长并通过会议议程 推选出主席团常务主席等

□记者 房贤刚 报道
1月26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一届山东省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在山东会堂隆重开幕。

姜异康 高晓兵（女） 柏继民 贾万志 温孚江 尹慧敏（女） 于建成 宋远方
翟鲁宁（女）

省十二届人大四次会议

主席团常务主席名单
(2015年1月26日省十二届人大四次会议主席团第一次会议推定)

主席团（86人，按姓名笔画为序）
于永晖 于建成 于联华（女） 才利民（满族） 马平昌 王文华 王军民
王 良 王志玉 王志民 王秋杰（女） 尹慧敏（女） 申长友 仪平策
吕民松 吕善勇 乔延春 刘从良 刘玉功 刘 伟 刘冠凤（女） 刘赞杰
齐乃贵 许广启 许立全 孙守刚 孙述涛 孙晓春 孙爱军 苏毅然 杜昌文
李春亭 李法泉 李洪峰 李 振 李 群 李德强 杨为东 杨 军
杨 敏（女） 连承敏 吴翠云（女） 时立军（女） 宋远方 张少军
张术平 张业法 张光峰 张江汀 张 涛 陆懋曾 陈光林 林峰海 国家森
金述龙（回族） 周玉华 周清利 郎咸芬（女） 赵玉兰（女） 赵志浩
赵家军 南 平 柏继民 荣森之 姜异康 骆宝臻（女） 贾万志 徐长玉
高晓兵（女） 高新亭 郭兆信 焉荣竹 阎启俊 黄 磊 崔曰臣 梁步庭
梁 波 韩喜凯 韩寓群 韩增旗 温孚江 雷建国 鲍志强 翟鲁宁（女）
翟黎明（女） 颜世元
秘书长 贾万志

省十二届人大四次会议

主席团和秘书长名单
(2015年1月26日省十二届人大四次会议预备会议通过)

2014年全省实现生产总值59426 . 6亿元，同比增长8 . 7%

山东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突破2万
◆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提高1 . 5个百分点 ◆固定资产投资实际增长15 . 5%

□记者 魏 然 报道
本报济南1月26日讯 中国人民政

治协商会议第十一届山东省委员会第
三次会议，今天上午在山东会堂隆重
开幕。来自各党派团体和各族各界的
800多名政协委员，将紧紧围绕我省经
济社会重大问题议政建言，共谋改革
发展良策。

省政协主席刘伟，省政协副主席
焉荣竹、张传林、栗甲、王新陆、王
乃静、陈光、许立全、郭爱玲、孙继
业，秘书长张心骥出席会议并在主席
台前排就座。

中共山东省委书记姜异康，省委
副书记、省长郭树清，全国政协文史
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陈光林，省委副
书记王军民应邀出席大会并在主席台
就座。

政协第十一届山东省委员会第三
次会议应出席委员855名，实到委员812
名。

上午9时，焉荣竹宣布大会开幕，
全体起立，唱国歌。

大会首先审议通过了省政协十一
届三次会议议程。

刘伟受政协第十一届山东省委员
会常务委员会委托，向大会作工作报
告。他说，这次大会的主题是：高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全面贯
彻落实中共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
全会精神，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
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
以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和视察
山东重要讲话、重要批示精神为统
领，在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
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进入关键时
期，团结动员各党派团体、广大政协
委员和各族各界人士，进一步凝聚人
心、增添力量，为加快经济文化强省

建设而共同奋斗。
刘伟说，去年，我们以人民政协

成立 6 5周年为契机深化思想政治建
设，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
精神，坚决贯彻中共中央和山东省委
的决策部署，进一步统一思想、提高
认识；围绕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
察山东重要讲话和重要批示精神，按
照转方式调结构、腾笼换鸟、凤凰涅
槃的要求，积极开展议政建言，制定
实施年度协商工作计划，积极助力经
济文化强省建设；注重制度化规范化
建设，拓展履职内涵，改进工作方
式，不断提高参政水平；聚焦“四
风”抓整改抓巩固，全面推进思想、
组织、作风、反腐倡廉和制度建设。

刘伟说，我们清醒地看到，在政
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的主动
性、制度化和实效性上，在议政建言
质量上，在委员履职服务上，在与各
级政协的工作联系上，在政协机关自
身建设上，还有不少差距。我们一定
认真改进，努力把工作做好。

刘伟说，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共
中央高度重视政协工作，习近平总书记
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65
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提出一系列
新思想新论断新部署，高屋建瓴、立意
高远、博大精深、内涵丰富，是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理论特别是人民政
协理论、协商民主理论的重大创新，是
对世界政治文明发展的重大贡献，是习
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思想的重要组成
部分，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的
重要组成部分，是政协事业和政协理论
创新的重要里程碑和纲领性文献，是
在新起点上推进人民政协事业的科学
指南和有力思想武器。我们一定要认
真学习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政
协性质地位、 （下转第二版）

翟鲁宁（女） 蒿 峰 刘长允 胡文容 姜铁军 赵瑞林 韩 军 王守涛
顾克华 骆宝臻（女） 王兆玉

省十二届人大四次会议

副秘书长名单
(2015年1月26日省十二届人大四次会议主席团第一次会议决定)

一、听取和审议山东省人民政府工作报告
二、审查、批准山东省2014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与2015

年计划
三、审查山东省2014年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和2015年预算草案
批准山东省2014年省级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和2015年省级预算
四、听取和审议山东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
五、听取和审议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工作报告
六、听取和审议山东省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
七、选举事项
八、其他事项

省十二届人大四次会议议程
（2015年1月26日省十二届人大四次会议预备会议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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