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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十三届人大六次会议胜利闭幕
李干杰当选山东省人大常委会主任 周乃翔当选山东省省长

文/片 大众日报记者 赵君
李子路 沈静 房贤刚

山东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
大会第六次会议圆满完成各项
议程，10月27日上午在济南胜利
闭幕。会议选举李干杰为山东省
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主任，周乃翔为山东省省
长。

大会执行主席、主席团常务
主席李干杰、王宇燕、王良、齐
涛、王云鹏、王华、孙建功在主席
台前排就座。

刘家义、周乃翔、付志方、杨
东奇和大会主席团成员在主席
台就座。

王良主持闭幕大会。
省十三届人大六次会议应

到代表906名，出席当天全体会
议的代表798名，符合法定人数。

大会首先表决通过了总监
票人、监票人名单。随后，工作人
员宣读了山东省人大常委会主
任、山东省省长候选人名单。接
着，总监票人、监票人检查了票
箱。选举山东省人大常委会主
任、山东省省长的选票发放到代
表们手中。

代表们填好选票，依次走到
各自座区的投票箱前，郑重投下
自己的选票。经监票人和计票工
作人员核对，王良宣布了发出和
收回选票的情况，选举有效。

在监票人监督下，经计票工
作人员计票，选举结果产生。大
会宣布：李干杰当选为山东省第
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主任，周乃翔当选为山东省省
长。全场响起长时间热烈的掌
声，对李干杰、周乃翔表示祝贺。

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
实行宪法宣誓制度的决定和山
东省实施宪法宣誓制度办法，李
干杰、周乃翔分别进行宪法宣
誓。宪法宣誓仪式结束后，李干
杰、周乃翔讲话。

李干杰在讲话中说，经过全
体代表的共同努力，省十三届人
大六次会议圆满完成各项议程。
这次大会选举我为山东省人大
常委会主任，选举周乃翔同志为
山东省省长，这是党和人民的信
任和重托，体现了各位代表的支
持和厚爱。

李干杰指出，习近平总书记
对山东深情似海、厚望如山，多
次到山东视察，作出系列重要指
示要求，为山东发展指方向、定
目标、明方略、绘蓝图。在山东发
展的关键时期，总书记亲临山东
视察指导，要求我们努力在服务
和融入新发展格局上走在前、在
增强经济社会发展创新力上走

在前、在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
和高质量发展上走在前，不断改
善人民生活、促进共同富裕，开
创新时代社会主义现代化强省
建设新局面。总书记的重要指示
要求，是做好山东工作的根本遵
循；“走在前列、全面开创”“三个
走在前”，是新时代社会主义现
代化强省建设的总目标。全省广
大党员干部群众要深入学习、深
刻领会，牢记嘱托、奋力前进，全
面开创新时代社会主义现代化
强省建设新局面。

李干杰指出，牢记嘱托、奋
力前进，必须锚定目标不动摇。
要在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上
走在前。释放内需潜力，畅通经
济循环，促进陆海统筹、东西互
济，积极探索有利于促进全国构
建新发展格局的有效路径。要在
增强经济社会发展创新力上走
在前。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
略，持之以恒推进科技创新、制
度创新、管理创新、商业模式创
新、业态创新、企业创新、文化创
新，塑造更多依靠创新驱动、更
多发挥先发优势的引领型发展。
要在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
高质量发展上走在前。坚定不移
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现代化
道路，加快打造生态保护样板
区、长久安澜示范带、绿色低碳
发展先行区、对外开放新高地、
文化“两创”新标杆，为黄河流域
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探索路
径、作出示范。要不断改善人民
生活、促进共同富裕，开创新时

代社会主义现代化强省建设新
局面。实打实解决好涉及群众切
身利益的事，健全完善公共服务
体系，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生活
品质。牢记嘱托、奋力前进，必
须与时俱进优化发展思路。实
践中，我们形成的“八大发展战
略”“九大改革攻坚”“十强现代
优势产业集群”，确定的“七个
走在前列”“九个强省突破”，要
坚定不移地抓下去。立足新发
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
发展理念，主动服务和融入新发
展格局，全面做好山东各项工
作，要坚持“一个统领”，始终做
到“两个维护”；把握“一项根
本”，始终坚持人民至上；聚焦

“一条主轴”，始终聚力高质量发
展；守好“一排底线”，始终做到
安全发展；打造“一组生态”，始
终积极营造政治生态、产业生
态、市场生态、社会生态、自然生
态；锻造“一支队伍”，始终从严
从实管党治党。牢记嘱托、奋力
前进，必须掌握科学方法策略。
要更加注重依法办事，更加注重
求真务实，更加注重统筹兼顾，
更加注重综合施策，更加注重问
题导向、需求导向、目标导向、效
果导向，更加注重沟通引导。牢
记嘱托、奋力前进，必须瞄准靶
心精准发力。要着力推进科技
自立自强，着力加快新旧动能
转换，着力有效扩大内需，着力
推动乡村振兴，着力发展海洋
经济，着力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和共同富裕，着力加强生态文

明建设，着力推动文化繁荣发
展，着力促进高水平对外开放，
着力防范化解风险，着力深化
改革创新，着力锻造过硬干部队
伍。牢记嘱托、奋力前进，必须切
实转变作风。要大力倡树严肃严
格、求真较真、细致细究、务实扎
实、高效快捷的工作作风。

李干杰强调，要深入学习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
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
想，坚决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中
央人大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
神，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围绕
中心服务大局依法履职，坚持发展
全过程人民民主，坚持密切联系群
众，在新起点上推动全省人大工作
与时俱进、完善发展。

周乃翔讲话时说，在开启第
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征程的关
键时刻，习近平总书记亲临山东
视察指导，提出“三个走在前”的
重要指示要求，为我们指明了奋
进方向、确立了行动指南。我将
时刻铭记总书记的谆谆教诲，全
面落实省委确定的“六个一”的
发展思路、“六个更加注重”的策
略方法、“十二个着力”的重点任
务，咬定目标、脚踏实地、埋头苦
干，为山东人民谋福祉，为山东
发展尽全力。一定以忠诚之心践
行“两个维护”，坚持不懈学懂弄
通做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把对党绝对忠诚
植入灵魂、融入血脉，始终在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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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以奋斗之心勇担发展
使命，坚持向改革要活力、向开
放要潜力、向创新要动力，全力
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一定
以赤诚之心增进民生福祉，着力
办好“劳有所得”“幼有所育”“学
有所教”“病有所医”“老有所养”

“住有所居”“弱有所扶”的事，用
心用情解决好群众的“急难愁
盼”问题。一定以敬畏之心坚守
法治精神，尊重宪法、敬畏法律，
依宪施政、依法行政，深入推进
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
确保人民赋予的权力始终用来
为人民服务。一定以清廉之心永
葆政治本色，严以修身、严以用
权、严以律己，带头落实全面从
严治党“一岗双责”，让秉公廉洁
用权、勤勉干净做事在政府系统
蔚然成风，倾心竭力打造人民满
意的政府。

大会在庄严的国歌声中胜
利闭幕。

出席大会并在主席台就座
的还有：赵志浩、韩寓群、陈光
林、张江汀、陈辐宽、王书坚、孙
立成、白玉刚、林峰海、陆治原、
邱月潮、刘强、吴翠云、凌文、范
华平、傅明先、曾赞荣、王心富、
李猛、张甲天、陈勇、于国安、李
法泉、才利民、贾万志、夏耕、温
孚江、于建成、张建国、张传林、
雷建国、陈光、赵润田、许立全、
翟鲁宁、吴鹏飞、羊敏君、孙述
涛、赵豪志、王鲁明等。

省政府组成部门主要负责
人等列席会议。

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六次会议10月27日上午在济南胜利闭幕。

大众日报记者 张文婷
通讯员 马唯硕

日前，为方便群众更加便捷
地办理婚姻登记业务，山东开展
婚姻登记电子证照应用工作，并
确定淄博市沂源县为全省首批试
点地区。办理婚姻登记时，通过

“爱山东”App和“山东微警务”公
众号出示的居民身份证电子证照
与实体证件具有同等效力。婚姻
登记机关使用扫码设备读取居民
身份证电子证照信息，并通过婚
姻登记管理系统获取证照文件存
档备查。接下来山东将根据各地
实际情况，尽快扩大试点，有效精

减群众办事材料，提供办事高效
服务。

从依托一体化大数据平台实
现婚姻信息核查共享，到“爱山
东”App提供婚姻登记网上预约；
从电子版的结婚证书签发上线，
到结（离）婚登记实现“跨省通
办”，大数据助力政务服务“流程
再造”，山东在婚姻登记领域打造
多个惠民应用。

作为提升政府管理和服务水
平，提高政府办事效率的务实举
措，山东一直致力于全面推广电
子证照应用，推行“无证明服务”。
在政务服务领域率先应用基础
上，不断向与群众密切相关的交

通出行、旅游、住宿、就医、水电气
暖等领域拓展。同时积极推动与
长三角等地区的电子证照跨省互
认，进一步便民利企。全省移动政
务服务总门户“爱山东”App目前
已接入服务事项超过2万项，注
册用户突破8000万。其中，省市
两级高频服务事项全部实现掌上
办，身份证、社保卡、行驶证、营业
执照等 300多类电子证照实现

“亮证”即用。
当前，山东正加快推进全省

统一的“居民码”建设应用，推动
省内各级各部门制发的各类电子

“证、照、卡、码”与之相关联并“亮
码应用”，实现“一码通行”。

经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批
准，中央军委办公厅日前印发《军
人及军队相关人员医疗待遇保障
暂行规定》，自2022年1月1日起
施行。

《规定》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坚持
聚焦备战打仗、竭诚服务官兵、注
重体系设计、确保稳妥推进原则，
紧盯改革急需、备战急用、官兵急
盼，以维护和提高广大官兵健康
水平为中心，适度扩大医疗保障
范围，合理提高医疗保障标准，有
序衔接国家医保政策，建立完善
军地互补、便捷优质的医疗保障

制度，更好地维护军人家庭健康
权益，增强部队凝聚力战斗力，提
升军人获得感荣誉感。

《规定》共8章43条，重点对
医疗保障对象范围、标准条件、保
障办法等作出规范。《规定》明确
军人及军队相关人员在军队医疗
机构就医的医疗待遇，界定军人
跨军地就医的具体情形，打通远
离军队医疗机构单位军人及其家
属就近就便到驻地医疗机构就医
渠道，实现军人配偶免费医疗、军
官军士父母和配偶父母优惠医
疗，继续实行军人、军人未成年子
女免费医疗，充分体现军人职业
尊崇。 据解放军报

军人家庭医疗待遇保障新政策来了

明年起军人配偶免费医疗
山东婚姻登记可以用电子身份证了

淄博市沂源县为全省首批试点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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