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

奋力开创经济文化强省建设新局面

中中国国共共产产党党山山东东省省第第十十一一次次代代表表大大会会开开幕幕
刘家义代表十届省委向大会作报告 龚正主持大会

本报济南6月13日讯（大众
日报记者 张国栋 李子路）

中国共产党山东省第十一次
代表大会，今天上午在山东会
堂隆重开幕。刘家义代表中共
山东省第十届委员会向大会作
报告。报告的题目是《紧密团结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周围 奋力开创经济文化强
省建设新局面》。

这次大会的主题是：紧密
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习
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
和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
略，牢牢把握走在前列的目标
定位，加快推进由大到强战略
性转变，奋力开创经济文化强
省建设新局面。

今天上午的山东会堂，气
氛隆重热烈。主席台帷幕中央
悬挂着镰刀锤头组成的党徽，
10面鲜艳的红旗分列两侧，交
相辉映。二楼和三楼的眺台上
分别悬挂着“更加紧密地团结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周围，牢牢把握走在前列的
目标定位，奋力开创经济文化
强省建设新局面！”“牢固树立

‘四个意识’，不忘初心，继续前
进，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
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的大幅
标语，格外醒目。

大会主席团成员在主席台
就座。在前排就座的主席团常
务委员会委员有：刘家义、龚
正、刘伟、王文涛、李群、孙守
刚、杨东奇、于晓明、张江汀、吴
翠云、陈辐宽。

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
副主任委员姜异康，全国政协
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陈光
林；正省级老同志梁步庭、赵志
浩、陆懋曾、李春亭、韩寓群在
主席台就座。

这次大会代表和特邀代
表共925名，实到905名，符合
规定人数。同时，列席大会的
有280人。

上午9时，龚正宣布大会开
幕。全体起立，唱《中华人民共
和国国歌》。

在热烈的掌声中，刘家义
代表中共山东省第十届委员
会向大会作报告。报告共分六
个部分 :一、全面贯彻落实习
近平总书记对山东工作的总
要求，经济文化强省建设迈出
坚实步伐；二、牢牢把握走在
前列的目标定位，绘就经济文
化强省建设新愿景；三、加快
新旧动能转换，促进经济转型
升级提质增效；四、以坚定的
文化自信推动文化繁荣发展，
不断丰富人民精神世界；五、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
想，建设和谐美丽的幸福家
园；六、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
纵深发展，为经济文化强省建
设提供坚强政治保证。

刘家义指出，党的十八大
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带领全
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紧紧
围绕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
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中国梦，深入推进具有许多
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
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
大事业和党的建设新的伟大

工程新局面，展现了马克思主
义政治家的领袖风范，赢得了
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衷心
拥护，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赞
誉。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正式
确立习近平同志为党中央的核
心、全党的核心，这是关系党和
人民根本利益的大事，是关系
党中央权威、关系全党团结和
集中统一的大事，是关系党和
国家事业长远发展的大事。全
省各级党组织、全体党员和
9900多万人民衷心拥戴习近
平总书记这个核心，坚决维护
习近平总书记的领袖权威。我
们要牢固树立政治意识、大局
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更
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更加
坚定地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权威，更加自觉
地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保持高度一致，更加扎实地
把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落到
实处，共同创造山东更加美好
的明天。

刘家义指出，党中央对山
东发展高度重视、寄予厚望。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坚强领导下，省委团结带
领全省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全
面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
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
要讲话和视察山东重要讲话、
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为指引，攻
坚克难、砥砺奋进，顺利完成
省第十次党代会确定的主要
目标任务，全面从严治党成效
显著，综合经济实力大幅提
升，改革开放取得重大进展，
区域城乡发展更趋协调，民主
政治建设有序推进，文化影响
力进一步扩大，生态山东建设
步伐加快，人民群众生活持续
改善，各项事业取得重大成
就，经济文化强省建设迈出坚
实步伐。

刘家义说，回顾五年来的
发展历程，我们深刻体会到，

做好山东工作必须坚定不移
把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
话精神和治国理政新理念新
思想新战略作为各项工作的
科学指南，始终如一向党中央
看齐，向习近平总书记看齐，
向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
看齐，向党中央决策部署看
齐；必须坚定不移坚持党的领
导，加强党的建设，推动全面
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不断增
强各级党组织的创造力凝聚
力战斗力；必须坚定不移把发
展作为第一要务，坚持稳中求
进工作总基调，践行新发展理
念，适应把握引领经济发展新
常态，努力实现更高质量、更
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
的发展；必须坚定不移推进改
革开放，不断破除制约发展的
体制机制障碍，为经济社会发
展注入新动力、增添新活力；
必须坚定不移践行以人民为
中心的发展思想，站稳群众立
场，走好群众路线，反映群众
诉求，真正做到发展为了人
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
由人民共享；必须坚定不移巩
固发展团结和谐稳定的政治
局面，充分调动各个方面的积
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取得干事
创业的最大“公约数”，形成团
结奋斗的最大“同心圆”。

刘家义指出，今后五年
工作的总体要求是：紧密团
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马克
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
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
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深
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
要讲话精神和治国理政新理
念新思想新战略，全面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东重要
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紧
紧围绕“五位一体”总体布局
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坚
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牢
固树立和贯彻落实新发展理

念，牢牢把握走在前列的目
标定位，把抓好党建作为最
大政绩，以提高发展质量和
效益为中心，以推进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为主线，加快新旧动
能转换，强化改革、开放、创新
三大动力，突出转型、生态、民
生三个重点，搞好区域、城乡、
陆海三个统筹，着力打造精简
高效的政务生态、富有活力的
创新创业生态、彰显魅力的自
然生态、诚信法治的社会生
态，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
快由大到强战略性转变提供
有力支撑，实现山东创新发
展、持续发展、领先发展，奋
力开创经济文化强省建设新
局面。

刘家义强调，我们要建设
的经济文化强省，是“五位一
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
略布局在山东的具体体现，是

“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在山
东的生动实践。今后五年，我
们要完成“十三五”规划确定
的目标任务，提前实现2020年
经济总量和城乡居民人均收
入比2010年翻一番，在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进程中走在前列；
持续推动由大到强战略性转
变取得重大进展，加快建设发
展质量效益高、生态环境优、
人民群众富、社会文明和谐的
经济文化强省，向着基本实现
现代化奋力前行。要实现经济
竞争力显著增强、发展动力显
著增强、文化软实力显著增强、
社会治理能力显著增强、生态
承载力显著增强、人民群众获
得感显著增强。

刘家义对今后五年各项工
作作了部署。他要求，要加快新
旧动能转换，促进经济转型升
级提质增效。着力深化改革扩
大开放；着力强化创新驱动；着
力做强做优实体经济；着力发
展现代农业；着力优化协调发
展格局。要以坚定的文化自信
推动文化繁荣发展，不断丰富
人民精神世界。巩固壮大主流

思想舆论；培育弘扬时代精神
风尚；大力推进文化小康建设；
传承发展优秀传统文化。要坚
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建设和谐美丽的幸福家园。切
实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不断增
进民生福祉；全方位提高人民
群众安全感；加快建设生态山
东美丽山东。

刘家义强调，要推动全面
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为经济
文化强省建设提供坚强政治保
证。开创经济文化强省建设新
局面，关键在党，关键在党要管
党、从严治党。要坚持用马克思
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武装头
脑，努力营造政治上的绿水青
山，着力打造忠诚干净担当的
执政骨干队伍，推动基层党组
织建设全面进步全面过硬，驰
而不息加强作风建设，坚定不
移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
斗争。

刘家义指出，下半年，我
们党将召开第十九次全国代
表大会，这是党和国家政治
生活中的头等大事。迎接党
的十九大、学习贯彻党的十
九大精神是重大政治任务，
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
干部一定要以只争朝夕的精
神、敢做善成的勇气、扎实严
谨的作风，努力做好各项工
作，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十
九大胜利召开。

刘家义强调，让我们更
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
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
帜，牢牢把握走在前列的目
标定位，不忘初心，继续前
进，加快推进由大到强战略
性转变，奋力开创经济文化
强省建设新局面，为实现“两
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
努力奋斗!

应邀出席大会的省各民主
党派、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
人士也在大会主席台就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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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第十一次党代会特别报道

中国共产党山东省第十一次代表大会开幕式主席台。 大众日报记者 卢鹏 王世翔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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