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华社陕西延安/河南安阳10月28日电 中共中央总书
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在陕西省延安市、
河南省安阳市考察时强调，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要全面学习贯彻党的二十
大精神，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发扬延安精神和红旗渠精
神，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为实现农
业农村现代化而不懈奋斗。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丁薛祥陪同
考察。
　　10月26日至28日，习近平分别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陕西省委书记刘国中和省长赵一德，河南省委书记楼阳生和
省长王凯陪同下，深入陕西延安市和河南安阳市的农村、学
校、红色教育基地、文物保护单位等进行调研。
　　延安是革命老区，也曾是深度贫困地区。习近平一直挂
念陕北的老乡们。2015年2月，习近平在延安主持召开陕甘宁
革命老区脱贫致富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为当地推进脱贫
攻坚指明了方向。党的二十大闭幕后，习近平第一次外出考

察来到延安，看看老乡们脱贫后生活怎么样，还有什么困
难，乡村振兴怎么搞。
　　26日下午，习近平一下火车，就乘车前往延安市安塞区
高桥镇南沟村。正值金秋，山上苹果园硕果累累，一片丰收
景象。习近平走进果园，向现场采摘的果农了解今年苹果收
成，同老乡们亲切交流，并采摘了一个红红的大苹果。习近
平详细询问苹果种植技术、采摘方法、品种质量、销售价
格、村民收入以及如何发展苹果种植和其他产业等，老乡们
一一回答。习近平十分关心灌溉和用水问题，老乡们告诉总
书记，他们通过筑水坝、搞滴灌和精细化管理，有效解决了
用水和灌溉问题。习近平称赞说，这就是农业现代化，你们
找到了合适的产业发展方向。
　　在村苹果洗选车间，习近平听取当地苹果产业发展情
况，并察看分拣装箱生产线。现场摆放了当地种植的各种苹
果和深加工产品，习近平饶有兴趣地一一端详，仔细听取介
绍，对当地发展现代农业和乡村旅游、培育壮大集体经济、
带动老乡们增收致富的做法表示肯定。

　　车间外，老乡们聚集在一起，高声向总书记问好。习近
平同老乡们拉起家常，回忆当年他在陕北的知青岁月。习近
平对老乡们说，我在陕北生活了7年，当年看到老乡们生活
很艰苦，心里就想着怎么样让大家生活好起来。这次来延
安，看到一派硕果累累的丰收景象，交通条件大为改善，发
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过去陕北老乡们修梯田、种庄稼，面
朝黄土背朝天，抡起老锄头干活，广种薄收，十分辛苦，如
今山坡上退耕还林种上了苹果，老乡们有工作、有稳定收
入，孩子有好的教育，老人都有医保，生活越来越好。从陕
北的变化就可以看到中国的变化。习近平指出，现在，“两
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第一个百年目标已经实现，绝对贫困
问题解决了，老乡们过上了好日子，但还要继续努力往前
走，让生活越来越美好。陕北的气候、光照、纬度、海拔等
非常适宜发展苹果种植，加上滴灌技术、矮化种植技术、选
果生产线等不断发展，就地卖出，销路不愁，大力发展苹果
种植业可谓天时地利人和，这是最好的、最合适的产业，大
有前途。习近平强调，中国共产党是人民的党，是为人民服

务的党，共产党当家就是要为老百姓办事，把老百姓的事情
办好。空谈误国，实干兴邦。要认真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
神，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把富民政策一项一项落实好，加快
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让老乡们生活越来越红火。老乡们爆
发出雷鸣般的掌声。
　　随后，习近平来到延安中学枣园校区。延安中学是中国
共产党创办的第一所中学，是在老一辈革命家、教育家、党
和国家领导同志亲切关怀和精心培育下成长起来的，具有光
荣历史和优良革命传统，为革命老区培养了大批人才。习近
平走进学校教育史馆，了解学校总体办学情况。习近平希望
延安中学坚持用延安精神教书育人，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弘扬革命传统，培育时代新人。
　　在学生餐厅，各式各样的饭菜色香味俱全。习近平详细
察看，向厨师们了解饭菜的价格和口味，叮嘱他们确保质
量、注意卫生，让同学们吃得放心舒心。
　　教学楼里，学生们正在上课。习近平走进高一（2）班
教室，同师生亲切交流，        （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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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 刘兵 李子路 报道
  本报济南10月28日讯 今天下午，省委
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
瞻仰延安革命纪念地、10月25日中共中央政
治局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
习、军队领导干部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研究审议有关工作事项。
  省委书记李干杰主持会议并讲话。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具
有很强的政治性、针对性、指导性，特别是
关于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的重要指
示要求，为我们做好工作指明了方向。我们
要认真学习领会，切实抓好贯彻落实。要坚
持正确政治方向，全面落实坚持和加强党中
央集中统一领导的各项要求，牢记“国之大
者”，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

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在学深悟透
上下功夫，深刻把握蕴含其中的历史逻辑、
理论逻辑、实践逻辑，完整、准确、全面领
会党的二十大精神。要准确把握党的二十大
作出的各项战略部署，紧密联系实际，有针
对性地拿出贯彻落实具体措施，务求取得实
实在在成效。要坚决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
神，持续深化纠治“四风”，重点纠治形式
主义、官僚主义，坚决破除特权思想和特权
行为，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要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弘扬延安精神，赓续
红色血脉，传承奋斗精神，坚定历史自信，
增强历史主动，发扬斗争精神，全力以赴做
好各项工作，奋力实现党的二十大提出的目
标任务。
  会议研究了省委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

大精神近期工作安排，强调，深入学习宣传
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
的首要政治任务，要迅速兴起学习宣传贯彻
热潮，组织好专题学习班、省委全会、宣讲
团宣讲等工作，推动全省广大党员干部深入
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要全面对标对
表，对照党的二十大战略部署，对照习近平
总书记“三个走在前”重要指示要求，全面
梳理我省各项工作，拿出更实举措，奋力开
创新时代社会主义现代化强省建设新局面。
距离年底还有两个多月时间，要组织实施好
“回头看”，确保高质量完成全年目标
任务。
  会议审议了《贯彻落实〈中共中央 国
务院关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做好
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意见〉的若干措施》

《山东省碳达峰实施方案》。会议指出，要
科学设置目标，立足我省能源资源禀赋，有
计划、分步骤实施碳达峰行动，聚力建设绿
色低碳高质量发展先行区，深入推进绿色低
碳科技创新，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
展的现代化道路。
  会议审议了《第三届儒商大会总体方
案》，强调，要搭建交流互鉴、务实合作平
台，坚持引资与引智并举，提升“双招双
引”广度和深度，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
化、国际化营商环境，增创我省高质量发展
新优势。要加强统筹协调，做好全面保障，
严格落实疫情防控要求，扎实做好大会筹备
工作。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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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鞠鹏 报道
  10月26日至28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陕西省延安市、河南省安阳市考察。这是26日下午，
习近平在延安市安塞区高桥镇南沟村苹果园同老乡们亲切交流。

□新华社记者 鞠鹏 报道
  10月26日至28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陕西省延安市、河南省安阳市考察。这是28
日上午，习近平在安阳林州市实地察看红旗渠分水闸运行情况。

  □记 者 宋亚鲁 代玲玲
   通讯员 辛 超 报道
  本报济南10月28日讯 今天，记者从省
统计局获悉，前三季度，面对复杂严峻的国
内外环境，我省高效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
会发展，有效实施稳经济一揽子政策措施，
全省经济持续恢复发展，继续保持稳中向好、
进中提质的良好态势。根据地区生产总值统
一核算结果，前三季度，全省生产总值为
64409亿元，按不变价计算，同比增长4 . 0%。
  “稳”的基础全力筑牢。从前三季度主
要指标看，我省较好完成了稳经济发展基本
盘的任务。工业方面，生产态势良好。前三

季度，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 . 3%，
比上半年提高0 . 5个百分点。41个大类行业
增长面为75 . 6%。产销率达到95 . 9%，比上半
年提高1 . 2个百分点，产销衔接持续向好。
  服务业得到稳定恢复，1—8月规模以上
服务业实现营业收入8501 . 8亿元，同比增长
12 . 7%。32个行业大类中，24个实现同比增
长，增长面为75 . 0%，其中，交通运输仓储
和邮政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三大支柱产业拉动作
用明显，合计拉动规模以上服务业增长10 . 8
个百分点。
  “进”的态势愈加明显。进出口方面，

前三季度，全省货物进出口总额24426 . 0亿
元，同比增长15 . 7%。其中，出口、进口分
别增长20 . 8%、8 . 7%。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和RCEP其他成员国进出口比重明显提升。对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出口同比增长40 . 2%，
占全省进出口总值的比重为37 . 9%，同比提升
6 . 6个百分点。对RCEP其他成员国进出口同
比增长25 . 1%，占全省进出口总值的比重为
37 . 7%，同比提升2 . 8个百分点。
  有效投资成为促进经济发展的“强引
擎”。前三季度，全省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
长6 . 5%。制造业投资力度加大，同比增长
15 . 1%，占全部投资的比重为28 . 1%，同比提

高2 . 1个百分点。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
22 . 5%，增速高于全部投资16 . 0个百分点。
其中，高技术制造业投资增长34 . 1%。
  “优”的结构加速构建。工业作为新旧
动能转换的主战场，产业结构得到持续优
化。前三季度，全省高技术制造业增长
15 . 1%，高于规模以上工业9 . 8个百分点。
“四新”经济投资同比增长13 . 4%，高于整
体6 . 9个百分点。
  线上消费高位运行，对消费市场的带动
作用持续显现。     （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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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三季度，全省生产总值为64409亿元，同比增长4 . 0%

  □记者 赵洪杰 李子路
      刘 兵 报道
  本报济南10月28日讯 今天上
午，省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深入
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分析研究
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部署下步
重点任务。
  省委书记李干杰主持会议并
讲话。
  会议指出，今年以来，在以习近
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
全省上下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重要指示要求和党中央决策部署，锚
定“走在前、开新局”，高效统筹疫
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各项工作取
得积极成效。我省经济增速、发展后
劲、质量效益、民生保障水平持续提
升，发展支撑和预期信心不断增强，
经济运行总体稳健向好，继续保持稳
中向好、进中提质的良好态势。同时
工作中也存在一些困难和问题，对
此，我们必须高度重视，认真研究加
以解决。
  会议强调，当前我省发展面临的
机遇和挑战并存，机遇大于挑战，各
类利好因素加速积聚。党的二十大胜
利召开，为我们做好各项工作指明了
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绿色低碳高
质量发展先行区获批建设，为走好中
国式现代化道路、推进新时代社会主
义现代化强省建设提供了总抓手；中
央和我省出台一揽子稳经济政策措
施，利好效应将集中释放；“三个十
大”行动全面推进，重点领域改革不
断深化；社会各方面信心不断凝聚，
干事创业热情更加高涨，特别是广大
市场主体对投资山东的信心和热情持
续增强。这些利好因素为经济持续健
康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我们完全有
信心、有决心做好四季度工作，努力
完成全年发展目标任务。
  会议指出，做好当前和今后一个
时期各项工作，要深入学习宣传贯彻
党的二十大精神，全面落实习近平总
书记对山东工作的重要指示要求，锚定“走在前、开新
局”，高标准推进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建设，高效统
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深入实施“三个十大”行动，
推动山东发展行稳致远，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
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入学习
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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