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 山东省第
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圆
满完成各项议程，1月18日上午在
济南胜利闭幕。

大会执行主席、主席团常务主
席林武主持闭幕会并讲话。

大会执行主席、主席团常务主席
陆治原、杨东奇、王宇燕、张江汀、孙立
成、王随莲、王良、齐涛、王云鹏、王华、
惠新安在主席台前排就座。

周乃翔、葛慧君和大会主席团

成员在主席台就座。
省十四届人大一次会议应到代

表909名，出席今天全体会议的代
表859名，符合法定人数。

会议首先表决通过了由22名代
表组成的总监票人、监票人名单。随
后，工作人员宣读了山东省出席第十
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省十四
届人大常委会主任、副主任、秘书长、
委员，省长、副省长，省监察委员会主
任，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省人民检察

院检察长候选人名单。
监票人对设置在会场内的10

个票箱进行仔细检查，工作人员将
选票发给每一位代表。本次会议的
选票共分5种，分别是：山东省出席
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选
票；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
任、副主任选票；省长、副省长选票；
省监察委员会主任、省高级人民法
院院长、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选票；
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秘书

长、委员选票。
代表们填写完选票后，依次到

指定的票箱郑重地投票。
经过监票人和计票工作人员计

票，选举结果产生。
173人当选为第十四届全国人

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央提名的代表候
选人韩正、郑建邦同志当选。按照法
律规定，当选的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代表，须报请全国人大常委会
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审查后经全国人

大常委会确认其代表资格。
林武当选为山东省第十四届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杨东
奇、孙立成、王随莲、王良、范华平、
王艺华当选为山东省第十四届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主任。

周乃翔当选为山东省人民政府
省长，曾赞荣、范波、宋军继、周立
伟、陈平、李伟、邓云锋、王桂英当选
为山东省人民政府副省长。

夏红民当选为山东省监察委员

会主任，霍敏当选为山东省高级人
民法院院长，选举顾雪飞为山东省
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按照法律规
定，当选的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须
报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提请全
国人大常委会批准。

张斌当选为山东省第十四届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秘书长，于
英智等75人当选为山东省第十四
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

（下转第二版）

扛牢新担当展现新作为 开创新时代社会主义现代化强省建设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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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介入现实 积极影响滨州

新华社北京1月18日电 中华
民族传统节日春节即将到来之际，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
委主席习近平通过视频连线看望慰
问基层干部群众，向全国各族人民
致以新春的美好祝福，祝各族人民
身体健康、阖家幸福、事业进步、兔
年吉祥！祝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
国泰民安！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蔡
奇、丁薛祥陪同看望慰问。

临近春节，神州大地处处洋溢着
节日的喜庆气氛。1月18日上午，习
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同黑龙江、
福建、新疆、河南、北京、四川等地基层
干部群众视频连线，看望慰问防疫一
线的医务人员、福利院的老年朋友、能

源保供企业的员工、高铁站的干部职
工、农产品批发市场的商户和群众、乡
村基层的干部群众，给大家送去党中
央的关心和慰问。

习近平十分关心新冠疫情防控
和患者救治工作，他首先同黑龙江
省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视
频连线，同医护人员和住院患者亲
切交流，详细询问防控措施优化调
整后发热门诊接诊、重症救治、药品
配备和患者康复等情况。当医院院
长说“急症、重症患者数正在下降，
病房、床位充足，药品准备充分”时，
习近平很欣慰。接着，习近平同一
名住院的老年患者亲切交流，当得
知患者病情明显缓解、即将出院时，
习近平祝他早日康复出院，回家欢

欢喜喜过年。他指出，新冠疫情暴
发以来，特别是这一波疫情来势凶
猛，广大医务工作者一直在防控疫
情和日常治疗两线作战，长时间高
强度、超负荷工作，为确保人民生命
安全和身体健康作出了重大贡献。
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医务
工作者致以新春的祝福。他强调，
近三年来，我们对新冠疫情严格实
行“乙类甲管”，是正确的选择，经受
住了多轮病毒变异的冲击，最大限
度降低了重症率和病亡率，有力保
护了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
康，也为优化疫情防控措施、实施

“乙类乙管”赢得了宝贵时间。现在
疫情防控进入新阶段，依然处在吃
劲的时候，但曙光就在前头，坚持就

是胜利！目前，防控重心已经从防感
染转移到医疗救治上来，重点是保健
康、防重症，医院承担的任务更为繁
重。要进一步扩充医疗资源，增加医
疗服务供给，增加药品配备，特别要做
好重症救治的应对准备，保障正常医
疗秩序。要加强医护人员自身防护和
关心关爱，确保他们身体健康。各级
党委和政府要始终坚持人民至上、
生命至上，坚持科学防治、精准施
策，切实做好重点机构、重点单位、
重点人群的防控，统筹各种医疗资
源，保障好群众的就医用药需求，补
齐农村地区疫情防控的短板。

视频连线镜头切换到福建省福
州市社会福利院，在院老人和护理
人员纷纷向总书记问好，习近平给

大家拜年。他仔细询问福利院生
活和医疗条件、疫情防控和老年人
疫苗接种情况，并同在院老人聊起
身体状况、日常生活，嘱咐他们保重
身体。当得知这里伙食品种丰富，
药品储备充足，对有基础病的老人
加强了日常健康监测，节前备足了
年货，习近平十分高兴。老人们拿
出亲手制作的剪纸“福”字，向总书
记献上真诚的祝福，习近平表示感
谢。他强调，当前，病毒仍在不断变
异，这一波疫情虽然毒性有所减
轻，但传播更快、传染性更强，对
老年人风险很大，我特别关心关注
老年朋友。老年人是当前疫情防控
的重中之重，对养老院、福利院等机
构人员防护和健康管理的措施，要

严于其他场所，严防发生聚集性疫
情。养老院、福利院等要加强与医
疗机构的配合，推进疫苗接种，完善
防控和救治机制，确保重症患者及
时得到救治。习近平指出，尊老爱
老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和美德。
一个社会幸福不幸福，很重要的是
看老年人幸福不幸福。我国社会老
龄化程度越来越高，一定要让老年
人有一个幸福的晚年，要大力发展
养老事业和养老产业，发展公办养
老机构和普惠型养老服务，特别要
强化对特困、低保、高龄、失能老年
人的兜底保障。要适当组织开展文
体活动，丰富老年人精神文化生活，
让老年朋友过一个欢乐、健康、祥和
的春节。（下转第二版）

习近平春节前夕视频连线看望慰问基层干部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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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强蔡奇丁薛祥陪同看望慰问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刘
青博 报道）1月18日下午，市委副
书记、市长李春田主持召开市政府
常务会议。

会议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
第二十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
二次全体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
神。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
深刻把握党中央的部署要求，牢记
党的宗旨性质，一刻不停深入推进
全面从严治党。要做好转化结合，
牢牢把握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
大精神这条主线，把党中央关于全
面从严治党的部署要求，贯穿到政
府工作谋划、推动、落实的全过
程。要坚持问题导向，重点查找制
度机制建设中的问题，推动政府系
统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向
纵深发展。要持续转变作风，树牢

“发展为要、实干当先”理念，锲而
不舍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
细则精神。

会议传达学习了省“两会”精
神。会议指出，要深刻学习领会，
以建设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先行

区为总抓手，高标准高质量推动各
项工作落实落地。要做好全面承
接，对省《政府工作报告》安排的工
作任务，特别是体现“滨州元素”的
工作，主动谋划、全力推进。要对
标对表要求，抓好各项重点工作，
全力建设更高水平富强滨州，为推
进中国式现代化“山东实践”作出
新的贡献。

会议研究了“12158”民生实
事任务分解工作。会议指出，要强
化目标导向、效率导向、结果导向，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对
标对表抓推进，逐条逐项抓落实，
用心用情用智用力把实事办好、好
事办实。

会议学习了省重大突发事件
紧急信息报送要求，研究了《滨州
市政府系统值班工作规范（试
行）》。会议指出，要高度重视，高
质推进，高效落实，进一步细化完
善政务值班工作责任体系、制度体
系、督导体系，推动值班各项工作
规范有序开展。

（下转第二版）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裴庆力
报道）1月18日，省政协党组书记、
主席葛慧君来我市走访慰问困难群
众和老党员，向他们致以新春祝福
和美好祝愿。市委书记、市人大常
委会主任宋永祥，市政协主席范连
生陪同。

在邹平市高新街道徐毛村困难
群众徐国庆家里，葛慧君与他的母
亲张冬美亲切交谈，详细了解他们

家庭收入、社会保障、医疗报销等情
况，询问生活上还有什么困难，鼓励
他们坚定信心，积极治疗，并叮嘱当
地党委政府要进一步做好困难群众
的生活保障工作，真心实意为他们
办实事、解难题，让他们切实感受到
互帮互助大家庭的温暖。随后，葛
慧君来到高新街道周西村老党员
高广义家中，详细了解他的战斗、
工作经历和生活情况，对他为新

中国成立和建设事业作出的突出
贡献表示敬意，祝福他新春快乐、
幸福安康，希望当地党委政府要
落实好各项待遇，关心、照管好老
人的生活，让他安度晚年。在魏
桥创业集团铝业三公司困难职工
时文雪家里，葛慧君详细了解她
的工作生活、康复治疗等情况，鼓
励她树立信心，在党委政府和社
会各界的帮助下，克服眼前的困

难。葛慧君还叮嘱当地党委政府
和企业负责人，要研究落实各项
救助和帮扶政策，帮助他们解决
实际生活中的困难，把党和政府
的关怀和温暖送到他们的心坎上。

省政协副秘书长、办公厅主任
盖文兴，省政协副秘书长、研究室主
任刘晓钟，省政协办公厅副主任、会
议活动处处长徐光明，以及我市领
导丁锋、王道臣参加活动。

葛慧君来我市走访慰问困难群众和老党员

进一步做好困难群众生活保障工作
真心实意为他们办实事解难题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裴庆力
报道）1月18日，市委书记、市人大
常委会主任宋永祥到邹平市走访慰
问困难群众和老党员，向他们致以
新春祝福。

“家里主要靠什么收入？煤改
电取暖有没有补助？住院和吃药费

用报销多少？”在好生街道东代村困
难群众张玉香家中，宋永祥嘘寒问
暖，详细询问家里的生产生活情况，
鼓励她们坚定生活的信心，在党委
政府的帮助下，一定会过上好日
子。他叮嘱当地负责人，要把困难
群众的衣食冷暖放在心上，帮助他

们解决实际问题，多为他们办实事、
办好事，关心照顾好他们的生活，让
他们过一个安乐祥和的新春佳节。

在好生街道乔家村老党员韩其
茂家里，宋永祥与老人亲切交谈，了
解老人的身体健康状况。他感谢老
人为解放事业和改革开放事业作出

的贡献。他说，老人家为抗击侵略
者流过血，为建设社会主义出过汗，
为人民过上幸福生活立过大功，党
委政府和人民群众永远不会忘记。
我们要精心照顾好老人的生活，让
他安度晚年。

丁锋参加活动。

宋永祥到邹平市走访慰问困难群众和老党员

把困难群众的衣食冷暖放在心上
让他们过一个安乐祥和新春佳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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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政府常务会议召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