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据新华社北京7月20日电 近日，中
共中央印发了《中国共产党基层组织选举
工作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并发
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认真遵照执
行。

通知指出，《条例》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党章为
根本遵循，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

二中、三中、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新
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和新时代党的组织路
线，是新时代基层党组织选举工作的基本
遵循。

通知强调，《条例》的制定和实施，
对于发扬党内民主、尊重和保障党员民主
权利、规范基层党组织选举，增强基层党
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力，把基层党组织建

设成为宣传党的主张、贯彻党的决定、领
导基层治理、团结动员群众、推动改革发
展的坚强战斗堡垒，巩固党长期执政的组
织基础，具有重要意义。

通知要求，各级党委要增强“四个意
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
护”，严格落实主体责任，加强组织领
导，强化监督问责，确保《条例》落到实

处。要认真抓好《条例》宣传解读和学习
培训，使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深入领会
《条例》精神，全面掌握《条例》内容，
切实增强贯彻落实《条例》的思想自觉和
行动自觉。各地区各部门在执行《条例》
中的重要情况和建议，要及时报告党中
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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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十三届人大四次会议隆重开幕
刘家义主持 李干杰作报告 付志方杨东奇出席

□记者 赵君 报道
本报济南7月20日讯 今天下午，

山东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
会议在山东会堂隆重开幕。

大会执行主席、主席团常务主席
刘家义主持会议；大会执行主席、主
席团常务主席王可、于晓明、王随
莲、王良、齐涛、王云鹏、王华、孙
建功在主席台前排就座。

李干杰、付志方、杨东奇和大会
主席团成员在主席台就座。

省十三届人大四次会议应到代表
901名，出席今天全体会议的代表833
名，符合法定人数。

下午3时，刘家义宣布大会开幕。
与会人员全体起立，齐唱中华人民共
和国国歌。

李干杰代表省政府向大会作关于
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情
况及下步工作安排的报告。

李干杰说，今年是极其特殊的一
年，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对经
济社会发展带来前所未有的冲击。在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
导下，省委第一时间成立新冠肺炎疫
情处置和经济运行应急保障两个指挥
部，以战时状态、战时机制、战时举
措，动员全省上下，坚定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
社会发展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入
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全国“两
会”精神，坚决打赢疫情防控的人民
战争、总体战、阻击战。坚持抗疫与
发展两手抓、两手硬，密集制定一系
列政策举措，以更大力度实施八大发
展战略，落实九大改革攻坚行动，培
育壮大十强产业集群，全面做好“六
稳”工作，突出抓好“一守六保三

促”，经济社会发展经受住了空前考
验，各项工作取得积极进展。上半
年，全省经济运行回升向好、好于预
期，实现地区生产总值33025 . 8亿元，
同比下降0 . 2%，好于全国平均水平1 . 4
个百分点，比一季度回升5 . 6个百分
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速高于全国
平均水平2 . 1个百分点，比一季度回升
4 . 3个百分点；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分别增长1 . 7%和1 . 6%，城镇新增就
业51 . 8万人；夏粮喜获丰收，总产达
到513 . 8亿斤，再创历史新高。

李干杰说，今年以来，我们抓紧
抓实疫情防控“头等大事”，坚决落
实“四早”“四集中”，严密抓好
“外防输入、内防反弹”，倾力支援
湖北服务全国大局，加快补齐公共卫
生应急管理短板。抓紧抓实“六保”
任务落地，及时出台统筹推进疫情防
控和经济社会发展5 2条，制定实施
“六保”工作方案，调整优化“四
进”攻坚工作力量，“一竿子插到
底”帮扶督促抓落实。抓紧抓实“扩
强稳”促进经济增长，大力度促进消
费扩容回补，大力度强化有效投资，
大力度稳住外贸外资基本盘，激发
“三驾马车”动力。抓紧抓实动能转
换推动高质量发展，盯住“三年初见
成效”目标，坚决淘汰落后动能、改
造提升传统动能、培育壮大新动能，
集中发力优化产业生态，全面推进城
乡区域融合发展。抓紧抓实打赢三大
攻坚战，坚持抓重点、补短板、强弱
项，提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成色。抓
紧抓实改革攻坚扩大开放，营商环
境、要素配置、企业活力、科创机制
持续优化。

（下转第二版）

7月20日下午3时，山东省十三届人大四次会议在山东会堂开幕。 □记者 卢鹏 报道

□记者 赵君 报道
本报济南7月20日讯 今天上午，

山东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
议预备会议在山东会堂举行。省委书
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刘家义主持会议
并讲话。

山东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
次会议应到代表901名，已经报到的代
表836名，出席今天预备会议的代表812
名，符合法定人数。

会议采用按表决器表决的方式，选
举产生了省十三届人大四次会议主席团
和秘书长，通过了会议议程。大会主席
团由88人组成，于晓明为大会秘书长。

刘家义指出，今年以来，面对新冠
肺炎疫情对经济社会发展前所未有的冲

击，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
强领导下，全省上下坚持以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
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
中、四中全会精神，按照习近平总书记
对山东工作的重要指示要求，咬定“走
在前列、全面开创”目标定位，统筹推
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坚持稳中
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新发展理念，坚
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坚持以
改革开放为动力推动高质量发展，扎实
做好“六稳”工作，全面落实“六保”
任务，持续推进八大发展战略，深入实
施九大改革攻坚行动，各项工作取得积
极进展，为确保如期完成全年经济社会
发展目标任务打下了坚实基础。

刘家义强调，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一直非常重视、十分关心山东
省领导班子建设。按照中央要求，开好
这次会议，顺利完成山东省省长补选任
务，对于加强我省政权建设、确保全省
经济社会大局和谐稳定具有重要意义。
各位代表要切实增强“四个意识”、坚
定“四个自信”、坚决做到“两个维
护”，在省委的坚强领导下，严守政治

纪律和政治规矩，充分发扬民主，严格
依法办事，以对党对人民高度负责的态
度，认真履行代表职责，投好自己庄严
而神圣的一票。各代表团要按照会议通
过的选举办法和日程安排，加强组织协
调，搞好服务保障，确保选举工作顺利
进行。大会工作人员要严格按照分工，
恪尽职守、团结协作，用心做好各项服
务保障工作，确保大会圆满顺利。

省十三届人大四次会议举行预备会议
选出大会主席团和秘书长并通过会议议程 □记者 赵君 报道

本报济南7月20日讯 今天上午，
省十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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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大常委会主任刘家义主持会议。

会议推选刘家义、王可、于晓
明、王随莲、王良、齐涛、王云鹏、
王华、孙建功为大会主席团常务主
席；推选了省十三届人大四次会议全

体会议的执行主席；决定孙建功、陈
迪桂、于富华、王红勇、徐清、王守
涛、刘治敏、宋军继、袭燕、丁冠勇
为省十三届人大四次会议副秘书长；
决定了省十三届人大四次会议日程；
决定了省十三届人大四次会议表决议
案办法；确定了提请全体会议审议、
表决的省十三届人大四次会议选举办
法草案。

省十三届人大四次会议
主席团第一次会议举行

推选出主席团常务主席等

□记者 赵君 报道
本报济南7月20日讯 今天下午，

省十三届人大四次会议主席团在山东
大厦举行第二次会议。

大会主席团常务主席刘家义、王
可、于晓明、王随莲、王良、齐涛、
王云鹏、王华、孙建功和主席团成员

出席，于晓明主持会议。
会议听取了中共山东省委关于补

选山东省省长候选人的推荐书，经过
表决，确定将推荐书以主席团的名义
印发全体代表，将这次会议提名的候
选人名单印发全体代表酝酿、讨论。

省十三届人大四次会议
主席团第二次会议举行

□记者 赵君 报道
本报济南7月20日讯 今天晚上，

省十三届人大四次会议主席团在山东
大厦举行第三次会议。

大会主席团常务主席刘家义、王
可、于晓明、王随莲、王良、齐涛、
王云鹏、王华、孙建功和主席团成员
出席，刘家义主持会议。

会议听取了会议秘书处关于代表
酝酿、讨论主席团提名的山东省省长

候选人情况的汇报，经过表决，确定
了提请全体会议选举的山东省省长正
式候选人名单。根据《山东省第十三
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选举办
法》的规定，各代表团从不是候选人
的代表中推选出监票人17名，会议秘
书处建议其中2名作为总监票人。主席
团会议经过表决，确定了提请全体会
议表决的总监票人、监票人名单草
案。

省十三届人大四次会议
主席团第三次会议举行

习近平分别同

赞比亚总统

巴勒斯坦国总统

通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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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李子路 张国栋 报道
本报济南7月20日讯 根据中宣部

安排，中央媒体采访团到山东开展“走
向我们的小康生活”主题采访报道活
动。今天下午，省委书记刘家义在济南
会见了采访团一行。

刘家义对采访团的到来表示欢迎和
感谢。他介绍了山东经济社会发展情况
并回答了记者提问，与大家深入交流。
刘家义说，习近平总书记对山东发展十

分关心、寄予厚望，多次视察山东并发
表重要讲话、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批
示，为我们做好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
近年来，我们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
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山东工作重要指示要
求，明确发展目标，完善发展布局，夯
实发展基础，筑牢发展支撑，着力开好
局起好步，八大发展战略深入推进，新
旧动能转换成效显现，山东工作年年都

有新进展，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务实
高效的政务生态、高质量发展的经济生
态、富有活力的创新创业生态、山清水
秀的自然生态、文明和谐的社会生态正
在加速形成。我们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
发展思想，切实增进民生福祉，人民群
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进一步增强。我
们着力加强干部队伍建设，推进思想解
放、观念变革、能力提升、作风改进，
广大干部担当作为、干事创业的“精气

神”得到极大提振。
刘家义说，当前，山东正处在转型

升级、爬坡过坎的关键时期，受疫情影
响，发展面临一些新情况新挑战。我们
将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统筹
推进常态化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坚持高质量发展不动摇，坚决打好三大
攻坚战，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切实保障
改善民生，深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推
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落实落
地，确保完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任
务。希望采访团各位记者朋友，深入基
层一线调研采访，了解山东、体悟山
东，多提宝贵意见，帮助我们更好地改
进工作，推动各项事业发展不断取得新
成绩。

省委常委于杰、刘强，省直有关部
门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中央媒体采访团来鲁采访报道
刘家义会见采访团一行

省十三届人大四次会议主席团常务主席名单

省十三届人大四次会议主席团和秘书长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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