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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凡利讲话中提到要突出抓好五个方面的主要工作

让让群群众众更更有有获获得得感感和和幸幸福福感感
本报记者 张琪

抓好党建、突出发展、以
人为本、依法治市、廉洁从政，
孟凡利在全市领导干部会议
的讲话中提到了五个关键词，
也是当前要突出抓好的主要
工作。

孟凡利说，组织上安排我
接任烟台市委书记，这是一副
沉甸甸的担子，我深感责任重
大使命光荣。

任重如山，实干为先。我
将倍加珍惜党和人民的信任，
在省委坚强领导下，按照四个
全面战略布局的要求，落实既
定目标，推动工作创新，团结
和带领全市广大干部群众，开
拓进取，真抓实干，不辱使命，
不负重托，不懈奋斗。

他说，当前尤其要突出抓
好以下五个方面的主要工作：

一要坚持党要管党，始终
把抓好党建作为头等重任，时
刻把管党治党责任扛在肩上，
抓在手上，落实在行动上，切
实履行好党建第一责任人的
职责，以严实的作风来提升党
建科学化的水平。

二要坚持聚焦中心，始终
突出发展第一要务。牢牢把握
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积极
适应新常态，在稳增长上出实
招，在促改革上谋新招，在调
结构上拿硬招，打造烟台发展
的新动力，再创烟台发展新优
势，推动烟台在全省和全国的
科学发展中走在前列。

三要坚持以人为本。始终
把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
往作为奋斗目标，牢固树立正
确的政绩观，做到抓发展与惠
民生统一，千方百计保障群众
的基本需求，满足群众的现实

需求，解决群众的合理诉求，
让广大群众更有获得感和幸
福感。

四要坚持依法治市，始终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突出抓好

“法治烟台、平安烟台、和谐烟
台”三城联创这个有效载体，
着力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
公正执法全民守法，努力为经
济社会发展提供可靠的法治
保障。

五要坚持廉洁从政，始终
做到清白做官、干净做事。管
好自己带好队伍，扎扎实实做
好党风廉政建设，带头讲纪律
守规矩，带头秉公用权敬畏法
纪，带头严于律己以身作则，
带头管好亲属管好身边人，带
头履行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
任，积极支持纪委履行监督责
任，在全市营造风清气正的良
好政治生态。

张永霞讲话中提到要把全部精力用来推动烟台发展

全全力力打打造造法法治治政政府府、、阳阳光光政政府府
本报记者 张琪

会上提名张永霞为烟台市
人民政府市长候选人，她也进
行了表态发言。

张永霞说，我深知这副担
子的分量，一定怀着感恩和敬
畏之心，加强学习提升境界，带
着强烈的责任感使命感，真心
融入烟台，真情热爱烟台，无私
奉献烟台。

张永霞在讲话中表示坚决
拥护省委的决定，一定在以孟

凡利同志为班长的市委坚强领
导下，倍加珍惜烟台的事业基
础、珍惜烟台人民的信任，把全
部精力用到推动烟台发展上、
用到为群众谋幸福上，不断推
动各项工作向新的更高目标迈
进。

她说，要坚持讲政治守规
矩，始终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
致，真正做到心中有党、心中有
民、心中有责、心中有戒；坚持
执政为民，多做顺民意、解民
忧、惠民生、增民利的实事好

事，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
平惠及广大人民群众；坚持求
真务实，以改革创新的精神和

“抓铁有痕、踏石留印”的韧劲
毅力，全力推动烟台经济社会
持续健康发展；坚持依法行政，
进一步增强政府的公信力和执
行力，全力打造人民满意的服
务政府、责任政府、法治政府和
阳光政府；坚持廉洁勤政，严守
法纪红线和道德底线，抓好班
子、带好队伍，绝不利用手中的
权力谋取私利。

新班子引发新期待，市民寄语城市未来

烟烟台台的的明明天天会会更更加加绚绚丽丽多多彩彩

烟台汽车总站迎门服务班班长刘英豪

携手打拼
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好

美丽港城的发展日新月异，呈现着蓬勃发展的欣
欣景象。作为交通窗口单位的一线员工，在烟台交运这
一抹“蓝色”里，我将用辛勤的汗水、诚实的劳动竭诚为
四方旅客提供温馨舒适的出行服务，展现交运人、港城
人的文明风尚。

相信在你我的共同努力下，港城的明天将会更加
绚丽多彩。

孟凡利同志简历

孟凡利，男，汉族，1965年9月
出生，山东临沂人，研究生，经济
学博士，1986年7月参加工作，1986

年3月入党。
1982 . 09-1986 . 07 山东经济

学院会计系商业会计专业学习
1986 . 07-1997 . 12 山东经济

学院会计系教师（其间：1992 . 09-
1995 . 07南开大学会计系西方会计
专业硕士研究生）

1997 . 12-2000 . 01 山东经济
学院财务会计系副主任（1995 . 09-
1998 . 07天津财经学院会计学专业
博士研究生）

2000 . 01-2000 . 06 山东经济
学院财务会计系主任

2000 . 06-2005 . 07 山东省财
政厅副厅长、党组成员

2005 . 07-2005 . 10 山东省鲁
信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副董事长、
总经理、党委副书记

2005 . 10-2009 . 07 山东省鲁
信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副董事
长、总经理、党委副书记

2009 . 07-2013 . 03 山东省鲁
信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
长、党委书记、总经理

2013 . 03-2013 . 07 山东省商
务厅厅长、党组书记

2013 . 07-2013 . 08 烟台市委
副书记、市政府党组书记

2013 . 08-2014 . 01 烟台市委
副书记、代市长、市政府党组书记

2014 . 01-2015 . 05 烟台市委
副书记、市长、市政府党组书记

2015 . 05- 烟台市委书记兼
市委党校校长

张永霞同志简历

张永霞，女，汉族，1968年1月
生，山东日照人，大学文化程度，
1990年7月参加工作，1992年11月加
入中国共产党。

1986 . 09-1990 . 07 河北工学
院土木工程系公路、城市道路与
桥梁专业学习

1990 . 07-1994 . 01 日照市公
路局助理工程师

1994 . 01-1997 . 01 日照市公
路局设计室副主任(主持工作)

1997 . 01-1998 . 06 日照市公
路局副总工程师、设计院院长

1998 . 06-1998 . 08 日照市公
路局副总工程师、工程科科长

1998 . 08-1999 . 08 日照市公
路局总工程师、党委委员

1999 . 08-2001 . 04 日照市公
路局副局长、党委委员(1998 . 12-
2000 . 09在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
展学院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研究
生课程进修班学习)

2001 . 04-2003 . 04 共青团日
照市委书记

2003 . 04-2006 . 05 日照市委
常委、团市委书记(其间：2003 . 06-
2003 . 12在山东省中青年干部赴美
国康涅狄格州中央州立大学培训
班学习)

2006 . 05-2011 . 11 日照市委
常委、东港区委书记

2011 . 11-2011 . 12 日照市委
常委

2011 . 12-2013 . 06 威海市委
常委、组织部部长

2013 . 06-2015 . 05 烟台市委
副书记

2015 . 05- 烟台市委副书记，
提名为烟台市人民政府市长候选
人

山东广耀律师事务所邹积武

借助“一带一路”
让城市发展更上一层楼

如今的烟台，充满了机遇与挑战。新一轮科技革
命和产业革命蓄势待发，国家提出的“一带一路”的
新政策，为烟台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国际化平台。如
今的烟台已经开通了城际铁路，市民出行旅游更加
方便了，希望借助国家的大好政策，让烟台的交通设
施建设更上一层楼。

本报记者 张琪 蒋大伟 柳斌 李楠楠

在昨天举行的全市领导干部大会上，孟凡利提到要始终把人民群众对美好生
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让广大群众更有获得感和幸福感。张永霞提到要坚持执
政为民，多做顺民意、解民忧、惠民生、增民利的实事好事，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
公平惠及广大人民群众。新的党政主要负责同志为民务实的态度，引发了市民对
于过上更加幸福、美好生活的新期待。

山东马龙高速公路有限公司烟台管理处收费员邢永华

以高涨的热情奋战在一线
让烟台更加文明

我是山东马龙高速公路有限公司烟台管理处的
一名普通收费员。作为基层单位的职工，我们爱岗敬
业、文明服务，时刻以高涨的热情和充足的干劲奋战
在公路一线，以创建文明窗口形象为宗旨，以路畅胶
东，情满高速为目标，使“畅、安、舒、美”的行车环境延
伸到烟台公路的每个角落。

希望这微薄的力量能够让烟台的交通更加文明，
烟台的明天更加美好。

烟台交运出租公司驾驶员刘建民

擦亮港城名片
为烟台感到由衷的自豪

我是交运出租公司一名普通的出租车驾驶员，当的
哥快15年了。清晨，当人们还在睡梦中的时候，我们就顶
着晨星出门；夜晚，当人们进入梦乡的时候，我们依然穿
梭在大街小巷，说实话很辛苦。但是想到每天能开着“浪
花”出租车上路，展示“魅力烟台，文明城市”的良好形象，
让老百姓的出行更方便，我们就倍感欣慰，也为烟台这些
年来的改革、建设和发展感到由衷的自豪。我们将更加努
力，为文明城市百姓出行做出更大贡献，让出租车真正成
为港城一张亮丽的名片。

孟凡利

张永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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