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济南7月20日讯 7月20
日下午，山东省第十三届人民代
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在山东会堂隆
重开幕。

大会执行主席、主席团常务
主席刘家义主持会议；大会执行
主席、主席团常务主席王可、于晓
明、王随莲、王良、齐涛、王云鹏、
王华、孙建功在主席台前排就座。

李干杰、付志方、杨东奇和大
会主席团成员在主席台就座。

省十三届人大四次会议应到
代表901名，出席今天全体会议的
代表833名，符合法定人数。

下午3时，刘家义宣布大会开
幕。与会人员全体起立，齐唱中华
人民共和国国歌。

李干杰代表省政府向大会作
关于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
会发展情况及下步工作安排的报
告。

李干杰说，今年是极其特殊
的一年，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
情，对经济社会发展带来前所未
有的冲击。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省委第
一时间成立新冠肺炎疫情处置和
经济运行应急保障两个指挥部，
以战时状态、战时机制、战时举
措，动员全省上下，坚定贯彻习近
平总书记关于统筹推进疫情防控
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的重要讲话
精神，深入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
议和全国“两会”精神，坚决打赢
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总体战、阻

击战。坚持抗疫与发展两手抓、两
手硬，密集制定一系列政策举措，
以更大力度实施八大发展战略，
落实九大改革攻坚行动，培育壮
大十强产业集群，全面做好“六
稳”工作，突出抓好“一守六保三
促”，经济社会发展经受住了空前
考验，各项工作取得积极进展。上
半年，全省经济运行回升向好、好
于 预 期 ，实 现 地 区 生 产 总 值
33025 . 8亿元，同比下降0 . 2%，好
于全国平均水平1 . 4个百分点，
比一季度回升5 . 6个百分点；一
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速高于全国平
均水平2 . 1个百分点，比一季度
回升4 . 3个百分点；城乡居民人
均可支配收入分别增长1 . 7%和
1 . 6%，城镇新增就业51 . 8万人；
夏粮喜获丰收，总产达到513 . 8
亿斤，再创历史新高。

李干杰说，今年以来，我们抓

紧抓实疫情防控“头等大事”，坚
决落实“四早”“四集中”，严密抓
好“外防输入、内防反弹”，倾力支
援湖北服务全国大局，加快补齐
公共卫生应急管理短板。抓紧抓
实“六保”任务落地，及时出台统
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
展52条，制定实施“六保”工作
方案，调整优化“四进”攻坚工
作力量，“一竿子插到底”帮扶
督促抓落实。抓紧抓实“扩强
稳”促进经济增长，大力度促进
消费扩容回补，大力度强化有
效投资，大力度稳住外贸外资
基本盘，激发“三驾马车”动力。
抓紧抓实动能转换推动高质量
发展，盯住“三年初见成效”目标，
坚决淘汰落后动能、改造提升传
统动能、培育壮大新动能，集中发
力优化产业生态，全面推进城乡
区域融合发展。抓紧抓实打赢三

大攻坚战，坚持抓重点、补短板、
强弱项，提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成色。抓紧抓实改革攻坚扩大开
放，营商环境、要素配置、企业活
力、科创机制持续优化。

李干杰说，做好下步工作，总
的要求是：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增强

“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
到“两个维护”，认真贯彻落实习
近平总书记对山东工作的重要指
示要求，按照“走在前列、全面开
创”目标定位，在疫情防控常态化
前提下，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
调，坚持新发展理念，坚持以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坚持以改
革开放为动力推动高质量发展，
深入实施八大发展战略，推进九
大改革攻坚，培育壮大十强产业
集群，持续加大“六稳”工作力度，
集中精力抓好“一守六保三促”，
冲刺三季度、决胜下半年，全力维
护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大局，确
保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五”
规划圆满收官。

李干杰说，考虑到疫情影响
和各种不确定因素，年内我们努
力完成以下预期目标：主要经济
指标总体好于全国平均水平；城
镇新增就业100万人左右；居民消
费价格涨幅3 . 5%左右；居民收入
增长与经济增长基本同步；全面
完成脱贫攻坚任务；重大金融风
险得到有效防控；完成国家下达
的节能和生态环境约束性指标。

工作中，要更加注重求真务实，更
加注重精准有效，更加注重统筹
兼顾，更加注重综合施策，更加注
重依法行政。落实中，要着力强化
常态化疫情防控，着力纾困解难
稳企业保就业，着力扩大内需形
成经济发展新格局，着力深化
改革增强发展新动能，着力打
造对外开放新高地，着力完成
好三大攻坚战目标，着力打造
乡村振兴齐鲁样板，着力统筹区
域一体化发展，着力办好群众关
切的民生实事，着力优化政务生
态和发展环境。

李干杰最后说，疾风知劲草，
淬火炼真金。经过这场大战大考，
更加坚定了我们践行“四个意识”

“四个自信”“两个维护”的思想自
觉、行动自觉，更加磨砺了我们敢
打必胜、越是艰险越向前的斗争
意志、斗争精神，更加淬炼了我们
求真务实、勇于担当、狠抓落实的
过硬作风、过硬本领。任何困难都
阻挡不了我们推动高质量发展的
前进步伐，撼动不了我们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改变不
了我们“走在前列、全面开创”的
笃定决心。只要我们保持战略定
力，增强必胜信心，勠力同心、团
结奋斗，就一定能够开创新时代
现代化强省建设新局面，迎来山
东更加美好的明天。

会议表决通过了省十三届人
大四次会议选举办法。

大众报业记者 赵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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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十三届人大四次会议隆重开幕
刘家义主持 李干杰作报告 付志方杨东奇出席

噪主要经济指标总体好于全国平均水平；

噪城镇新增就业100万人左右；

噪居民消费价格涨幅3 . 5%左右；

噪居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基本同步；

噪全面完成脱贫攻坚任务；

噪重大金融风险得到有效防控；

噪完成国家下达的节能和生态环境约束性指标。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王小涵 通讯员 范洪艳

7月17日，省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厅、省财政厅印发

《关于2020年调整退休人员
基本养老金的通知》，确定从
2020年1月1日起调整退休人
员基本养老金。

这是我省自2005年以来
连续第16年调整企退人员养
老金，也是继2016年之后连
续第5年统一安排、同步调整
企业和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
员待遇。今年调整养老金的
范围是2019年12月31日前已
按规定办理退休、退职手续
并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的退
休、退职人员，总体调整水平
为5%，其中企业5 . 4%，机关
事业单位3 . 9%。今年继续按
照总体5%的比例调整退休
人员基本养老金，预计我省
将有711万名退休人员受益。

按国家要求，继续采取
定额调整、挂钩调整和适当
倾斜“三结合”的办法。定额
调整，主要体现社会公平，企
业和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
实行统一标准，按每人每月
增加52元养老金，适当提高
低收入群体调整水平。

挂钩调整，主要体现“长缴多得”“多缴多
得”的激励机制，具体分两部分计算增加养老
金：第一部分，企业和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
均按本人2019年底基本养老金的1 . 7%挂钩调
整；第二部分，根据企业和机关事业单位各自
特点，企业与缴费年限阶梯式挂钩调整，机关
事业单位与职务层级挂钩调整。

适当倾斜，主要是适当提高高龄退休人
员的调整水平，对达到70岁以上的高龄退休
人员，在定额调整和挂钩调整的基础上，再增
加一定数额养老金。

这次调整养老金所需资金，参加企业职工
基本养老保险的，从企业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中
列支；参加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的，从机
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中列支；未参加
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由原渠道解决。

目前，我省调整退休人员养老金工作正
稳步有序开展，预计7月底基本到位。

高出央企10 . 1个百分点！上半年山东28户省属企业营收7710亿

省管企业双指标增速为何赶超央企
7月20日，山东省政府新闻办

举行发布会，通报省属企业上半
年经济运行情况。上半年，山东省
属企业在疫情防控的同时，也抓
牢了经济发展，营收、净利润增速
领先央企，分别高出10 . 1、10 . 3个
百分点。而这，无不彰显出国企发
展的“山东气质”。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吴浩

省管企业营收、净利润增速领先央企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从发布会上获
悉，上半年，纳入财务快报的28户省属企业累
计实现营业收入7710亿元，同比增长2 . 3%。

其中，6月份实现营业收入1706亿元，环
比增长16 . 2%，同比增长15 . 8%。并且，仅有2
月份营业收入环比下降，3-6月营业收入均
呈现环比上升的态势。

与此同时，省属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20亿
元，净利润207亿元，同比分别下降22%和
27 . 4%，降幅较前5个月分别收窄18 . 3和22 . 3
个百分点。其中，6月份实现利润120亿元、净
利润88亿元，环比分别增长28 . 3%和16 . 2%，
同比分别增长59 . 3%和79%。

上半年省属企业共为疫情捐款捐物2亿
余元，为中小企业减免房租7 . 18亿元，免收
高速公路道路通行费98亿元，三项支出共计
107 . 18亿元，而这部分如果算在利润总额
里，新的利润总额数值略高于去年同期。

与全国国有企业相比，上半年，山东省属
企业营业收入、净利润增速分别高于中央企
业(-7 . 8%、-37 . 7%)10 . 1、10 . 3个百分点。其
中6月份营业收入、净利润增速分别高于中央
企业(0 . 6%、5%)15 . 2、74个百分点。

上半年有72户权属企业完成混改

今年是山东实施混改三年计划的第二
年，目前，12户省属一级企业已制定混改方
案。上半年，有72户权属企业完成混改，鲁华
能源等4户一级企业审计评估基本完成。走上
市之路已成为混改的抓手之一，今年以来省
属企业新增3户上市公司，目前总数已达42
家，资产证券化率超过51%。

以中泰证券为例，6月3日，唯一一家山东
省属券商，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成功登陆
上交所，成为A股第38家上市券商。

山钢集团通过莱钢集团持有中泰证券
41 . 32%的股权，通过济钢集团持有中泰证券
5.05%的股权。至此，山钢集团权属上市公司增

加到4家，推进了山钢集团资产证券化进程。
上半年，山东省属一级企业混改获得重

大突破。按照协议，德国安顾集团出资8 . 82
亿元人民币，持有泰山保险24 . 9%的股权，进
一步扩大其产业在中国的战略布局。

港口、机场、汽车国资板块重组合并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梳理发现，近年
来，山东先后组建机场集团、港口集团，完成
山东重工和中国重汽重组，培育了一批引领
型支柱型企业集团。

数据显示，山东机场集团组建后，2019年
完成旅客吞吐量3667万人次、货邮吞吐量
21 . 7万吨，同比分别增长13 . 3%、17 . 8%；今
年受疫情影响，上半年完成旅客吞吐量765万
人次、货邮吞吐量10 . 2万吨，虽然同比下降，
但降幅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山东重工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谭旭光
介绍，今年上半年，中国重汽利润总额同比增
长51%，创历史最高水平。

通过重组促进了优势资源向主业聚焦。
截至今年6月底，列入计划的388户企业已完成
清理整合82户。山东重工与中国重汽重组后，将
中国重汽房地产板块以市场化方式挂牌转让碧
桂园集团，彻底退出房地产业务。

资产过万亿、营收过6000亿企业呼之欲出

近期，省里又启动实施了山东能源与兖
矿集团、山东高速与齐鲁交通的联合重组，积
极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

按照2019年数据测算，新成立的山东能源
集团煤炭产量达到2 .78亿吨，位居国内煤炭行
业第二位、全球第五位，资产总额达到6288 .81
亿元，营业收入达到6439 .77亿元；合并后的新
山东高速集团资产规模将超过万亿元。

同时，山东正在推进省属文化旅游、医养健
康资产的专业化整合，努力打造具有世界眼光、
国际标准、山东特色的国内一流文化旅游集团、
具有较强竞争力的医养健康领域龙头企业。

另外，将国泰租赁、上海齐鲁、深圳东华、
山东盐业、齐鲁股权等5户省属一级企业整合
到其他省属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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