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　卢鹏　报道
  1月23日，山东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七次会议在山东会堂开幕。

  □记者 袁涛 报道
　　本报济南1月23日讯 今天下午，
省委副书记、省长周乃翔到他所在的
省十三届人大七次会议临沂代表团，
与代表们一起审议政府工作报告。他
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对山东工作的重要指示要求，事争一
流、唯旗是夺，高扬精气神，奋勇走
在前，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二十大胜
利召开。
　　任刚、侯晓滨、程萍等代表作了
发言，一致认为，政府工作报告政治
站位高，总结成绩实事求是，分析形
势客观全面，部署工作扎实精准，是
一个凝聚人心、催人奋进的好报告。
周乃翔认真听取发言，就高速铁路建
设、智慧物流园区建设、优化营商环
境等问题与代表们进行深入讨论。
　　周乃翔说，2021年，全省统筹疫情
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取得显著成绩，
主要经济指标好于预期、好于全国平
均水平。取得这样的成绩，根本在于

有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
掌舵，是省委正确领导的结果，也是
全省上下砥砺攻坚、共同努力的结
果。希望临沂充分发挥独特优势，大
力弘扬沂蒙精神，落实好省委、省政
府各项决策部署，真抓实干、务求实
效，为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作出
新的更大贡献。
　　周乃翔强调，今年是党的二十大
召开之年，是“十四五”规划实施的
关键之年，也是我省新旧动能转换
“五年取得突破”的决战之年，做好
经济社会发展各项工作意义十分重
大。要坚持稳字当头、稳中求进，力
保经济平稳增长。要抓紧抓实扩需求
“十大行动”、重点项目建设、工业
技改和投资，尤其是全面展开基础设
施“七网”行动。要在新旧动能转换
上有更大突破，坚定不移强化创新引
领，大力引育创新人才，优化创新创
业生态，加快形成总部经济等发展新
优势。      （下转第四版）

周乃翔参加临沂代表团审议时强调

高扬精气神 奋勇走在前

以优异成绩迎接

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记者 李子路 报道
  本报济南1月23日讯 今天下午，
省委副书记杨东奇来到他所在的潍坊
代表团，参加审议政府工作报告。贾
万志、田庆盈、赵绪春等代表先后作
了发言。杨东奇在发言中说，周乃翔
同志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坚持以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东工
作的重要指示要求，体现了“三个走
在前”的目标定位，贯穿了人民至上
的发展理念，符合中央精神，切合山
东实际，是一个高举旗帜、求真务

实、催人奋进的好报告。
  杨东奇指出，今年是党的二十大
召开之年，是我省奋力实现“走在前
列、全面开创”“三个走在前”的攻
坚之年，做好今年工作意义重大。潍
坊市要在学懂弄通做实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上下功夫，深
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历次
全会精神，深刻领会和把握“两个确
立”的决定性意义，持续巩固拓展党
史学习教育成果，不断提高政治判断
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 
         （下转第四版）

杨东奇参加潍坊代表团审议时强调

埋头苦干 开拓创新
扎实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记者 赵君 报道
　　本报济南1月23日讯 今天上午，
山东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七次
会议在山东会堂隆重开幕。来自全省
各个方面、各条战线的人大代表，肩
负全省人民重托，会聚一堂，认真履
行宪法和法律赋予的神圣职责。
　　大会执行主席、主席团常务主席
李干杰、王宇燕、王随莲、王良、齐
涛、王云鹏、王华、孙建功，大会执
行主席邱月潮、殷鲁谦、王鲁明在主
席台前排就座。
　　周乃翔、付志方、葛慧君、杨东
奇和大会主席团成员在主席台就座。
　　上午9时，李干杰宣布大会开幕。
全体起立，会场响起雄壮的国歌声。
在815名到会代表的热烈掌声中，周乃
翔 代 表 省 政 府 向 大 会 作 政 府 工 作
报告。
  政府工作报告分三个部分：2021年
工作回顾、2022年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要
求和主要目标、2022年重点工作。
  周乃翔说，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
立100周年，是全面迈入社会主义现代
化新征程起步之年和“十四五”开局
之年。习近平总书记再次亲临山东视
察，作出“三个走在前”重要指示要
求，为我们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
科学指引，注入了强大动力。一年
来，全省上下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
书记对山东工作的重要指示要求，坚
定不移抓好“八大发展战略”“九大
改革攻坚”“十强现代优势产业集
群”“七个走在前列”“九个强省突
破”等既有工作部署，落实“六个
一”发展思路、“六个更加注重”策
略方法、“十二个着力”重点任务，
突出抓好疫情防控，突出落实“六
稳”“六保”，突出推进节能降碳，
突出优化营商环境，突出筑牢安全底

线，突出加强政府建设，统筹疫情防
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取得明显成效，高
质量发展迈出坚实步伐，经济运行稳
中向好，创新动力显著增强，动能转
换提速增效，需求潜力加快释放，重
大战略扎实推进，改革开放持续深
化，生态环境明显改善，民生保障落
实有力，实现“十四五”良好开局。
  周乃翔说，今年是党的二十大召
开之年，是“十四五”规划实施的关
键之年，也是我省新旧动能转换“五
年取得突破”的决战之年，做好经济
社会发展各项工作意义十分重大。当
前，我们所面临的形势仍然严峻复
杂，对此，要有清醒的认识。更要看
到，经过多年接续奋斗，我省发展的
基础更加坚实，九个方面比较优势十
分突出：三次产业可以齐头并进，供
需两端可以协同发力，新老动能可以
相得益彰，各类企业可以比翼齐飞，
陆海资源可以统筹开发，交通运输可
以四通八达，城乡区域可以均衡发
展，对外开放可以提档升级，人文沃
土可以深度耕作。这些优势就是我们
发展的信心所在、底气所在、潜力所
在。要大力传承弘扬山东人民在革
命、建设、改革和新时代征程上，凝
聚起的深厚文化底蕴和磅礴精神力
量，一张蓝图绘到底，事争一流、唯
旗是夺，让山东发展动力更加澎湃，
让山东人民生活更加美好。
  周乃翔说，做好今年政府工作，
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
大和十九届历次全会及中央经济工作
会议精神，深入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
山东工作的重要指示要求，紧紧锚定
“走在前列、全面开创”“三个走在
前”，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坚持稳中
求进工作总基调， （下转第四版）

攻坚克难勇毅前行 奋力开创新时代社会主义现代化强省建设新局面

省省十十三三届届人人大大七七次次会会议议隆隆重重开开幕幕
李干杰主持 周乃翔作政府工作报告 付志方葛慧君杨东奇出席

  □记者 李子路 刘兵 报道
  本报济南1月23日讯 今天下午，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李干杰
在省十三届人大七次会议菏泽代表团
参加审议，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
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坚持新发展
理念，发挥比较优势，勇于担当作
为，努力在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上
走在前。
  会上，张新文、康兵、朱中华、
姜凌刚、彭继先、甄爱华、郭秋霞7名
代表作了发言。李干杰认真听取大家
发言，不时插话交流。他说，周乃翔
同志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坚持以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指导，通篇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东
工作的重要指示要求，总结成绩实事
求是，分析问题客观实在，部署工作
务实具体，是一个鼓舞人心、催人奋
进、求真务实的好报告。我完全赞同
这个报告。
  李干杰指出，去年以来，全省上
下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
求和党中央决策部署，齐心协力、攻
坚克难，经济社会发展保持了稳中向
好、进中提质的良好势头，各方面工
作取得了新的进展和成效。实践证
明，近年来我们坚决按照习近平总书
记重要指示要求，坚定不移推动高质
量发展，方向是正确的、措施是对路

的，只要我们坚定不移抓下去，就一
定能见到更好成效。我们要坚持以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指导，锚定“走在前列、全面开创”
“三个走在前”总遵循、总定位、总
航标，在抓好既有工作部署基础上，突
出强调“六个一”发展思路、“六个更加
注重”策略方法、“十二个着力”重点任
务，推动各项工作再上新台阶。
  李干杰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对山
东发展作出“三个走在前”的重要指
示要求，排在首位的是“努力在服务
和融入新发展格局上走在前”。做到
走在前，必须首先认清我们的优势，
着力巩固优势、拓展优势。经过多年

接续奋斗，山东九个方面比较优势十
分突出：三次产业可以齐头并进，供
需两端可以协同发力，新老动能可以
相得益彰，各类企业可以比翼齐飞，
陆海资源可以统筹开发，交通运输可
以四通八达，城乡区域可以均衡发
展，对外开放可以提档升级，人文沃
土可以深度耕作。我们要把这些比较
优势作为在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上
走在前的切入点和着力点，把优势转
化为具体工作部署，转化为发展质量
效益，为全国大局作出山东贡献。希
望菏泽抢抓发展机遇，加快推进“突
破菏泽、鲁西崛起”，在服务和融入
新发展格局中展现新担当新作为。

李干杰参加菏泽代表团审议时强调

发挥比较优势勇于担当作为
努力在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上走在前

  □记者 魏然 报道
  本报济南1月23日讯 今天下午，
省政协主席付志方到他所在的省十三
届人大七次会议济宁代表团，与代表
们共同审议政府工作报告。
  会场气氛热烈，林红玉、李伟、
于永生、何洪臣、朱瑞显、袭艳春、
李娜、张佃壮、庄文忠等代表先后发言，
一致认为报告主题鲜明、务实创新、措
施有力，表示备受鼓舞、倍感振奋。
  付志方在听取代表发言后说，周
乃翔省长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深入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东工作重要指
示要求，深入贯彻中央和省委经济工
作会议精神，在全面客观总结去年工
作基础上，提出了今年的重点工作任
务，具有很强的前瞻性和指导性。我
完全赞同。只要全省上下锚定目标同
心干，扑下身子抓落实，新的一年全
省经济社会发展一定会再上新水平。

  付志方强调，过去一年，济宁市
在省委、省政府坚强领导下，团结带
领广大干部群众攻坚克难、奋勇争
先，各项工作取得新成效。贯彻落实
好报告确定的各项任务举措，做好新
一年工作，要牢记稳字当头，提高敏
锐性，绷紧安全弦，及时消除不安全
不稳定的各种因素，为高质量发展提
供坚强保障。要抓好产业发展，坚持
发展实体经济，不遗余力地给予政策
扶持，增强经济社会发展实力和活
力。要努力改善民生，践行以人民为
中心的发展思想，聚焦民生办实事，
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要力戒形式主义，全身心投入到推动
产业发展、民生改善、高质量发展
上，以实际行动贯彻落实好省委省政
府各项部署要求。
  副省长王心富，省检察院检察长
陈勇参加审议。

付志方参加济宁代表团审议时强调

锚定目标同心干 扑下身子抓落实

以实际行动贯彻落实好各项部署要求
  □记者 魏然 报道
  本报济南1月23日讯 今天下午，
省政协党组书记葛慧君到她所在的省
十三届人大七次会议枣庄代表团，与
代表们共同审议政府工作报告。
  会上，张宏伟、仉兴玉、彭照
辉、王庆丰、刘强、孙中国、纪丽7位
代表作了发言。葛慧君在认真听取发
言后说，周乃翔省长所作的政府工作
报告政治站位高，工作思路清，发展
举措实，为民情怀深，充分体现习近
平总书记对山东工作的重要指示要
求，充分体现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
充分体现系统思维和科学方法，是一
个守初心、提信心、暖人心、见真心
的好报告。我完全赞同和拥护。希望
大家把思想统一到省委部署上来，深
入分析研究“九个比较优势”在枣庄
的结合点，把行动体现到落实报告要
求中去，推动各项工作再上新水平，

努力塑造高质量发展新优势。
  葛慧君强调，要按照习近平总书
记提出的腾笼换鸟、凤凰涅槃的要
求，扎实做好老工业城市产业转型升
级任务，塑造动能转换新优势。要用
好各种创新平台载体，加大科技人才
引入、技术研发攻关、科技成果转化
力度，积极培育创新型产业集群，塑
造科技供给新优势。要主动融入国际
国内两个大循环，抓住历史机遇，用
好后发优势，走出山东、借船出海、
引资入枣，塑造对外开放新优势。要
统筹城乡发展，实现城乡资源要素双
向流动，培育打造更多乡村振兴的新
样板，不断增强农民获得感，塑造乡
村振兴新优势。要坚持生态优先，久
久为功，以最顶真的态度追求绿色发
展，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理念，塑造绿色发展新优势。
  副省长汲斌昌参加审议。

葛慧君参加枣庄代表团审议时强调

扎实推动各项工作再上新水平

努力塑造高质量发展新优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