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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介入现实 积极影响滨州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管林忠
李默 张丹 报道）使命在肩，奋勇向
前。2月18日上午，中国共产党滨州
市第十次代表大会在滨州国际会展
中心隆重开幕。宋永祥代表中国共
产党滨州市第九届委员会，向大会作
了题为《扛牢使命 争先向前 奋力建
设更高水平富强滨州》的报告。李春
田主持大会开幕式。

大会的主要任务是，认真回顾总
结九届市委工作，科学全面部署今后
五年任务，选举新一届市委、市纪委，
选举滨州市出席中国共产党山东省
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代表，进一步动员
广大党员干部锚定“走在前列、全面
开创”“三个走在前”，扛牢使命、争先
向前，奋力建设更高水平富强滨州。

大会主席团常务委员会委员宋
永祥、李春田、梁金光、张伟、周鸿、巩
洪波、马俊昀、屈跃宽在主席台前排
就座。

大会应到代表375名，实到369
名，符合规定人数。上午9时，李春
田宣布大会开幕。全体起立，奏《中
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在与会代表热烈的掌声中，宋永
祥代表中国共产党滨州市第九届委
员会向大会作报告。报告共分四个
部分：一、过去五年工作回顾；二、今
后五年的总体要求和奋斗目标；三、

今后五年重点任务；四、纵深推进党
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宋永祥在报告中说，市第九次党
代会以来，面对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
和新冠肺炎疫情的严重影响，我们坚
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中央决策
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团结带领全市
广大干部群众，不忘初心、砥砺前行，
理论武装走深走实，综合实力持续提
升，创新发展步伐加快，改革开放深
化突破，民生品质显著改善，党的建
设全面加强，经济社会各项事业取得
历史性成就，富强滨州建设迈出坚实
步伐。五年来，各级党组织、广大党
员干部始终和人民群众站在一起、想
在一起、干在一起，一个个亮丽数据、
一件件成功大事，是滨州人不凡智慧
和无尽伟力的最大明证、最好写照。
五年的经验体会是：党的领导是最根
本保证，转型发展是最现实路径，科
技创新是最强劲动力，改革开放是最
关键一招，人民群众是最坚实依靠，
真抓实干是最有效行动。

宋永祥指出，今后五年，是滨州
大有可为的战略机遇期、转型创新的
关键攻坚期、突破跃升的黄金发展
期。我们要站在全球、全国、全省“三
张地图”旁思考谋划滨州的未来五年
发展。实现“三个走在前”，关键在于

强化创新引领。要全面学习贯彻习
近平总书记关于创新的系列重要论
述，深入落实省委“十大创新”任务，
把创新放在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以
思维创新为先导，以制度创新为突
破，以科技创新为核心，以企业创新
为主体，把创新贯穿于经济社会发展
的全领域、全方位、全过程。今后五
年工作的总体要求是：坚持以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深入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山东工
作的重要指示要求，认真贯彻党中央
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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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锚定“走在前列、全面开创”“三个走
在前”，聚焦“六个一”发展思路、“六
个更加注重”策略方法、“十二个着
力”重点任务，以党的建设为统领，以
创新为引领，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
题，扛牢使命，争先向前，持续深化

“双型”城市建设，着力促进共同富
裕，奋力建设更高水平富强滨州。今
后五年奋斗目标是：建设更高水平富
强滨州。重点要在发展品质更高、科
创品质更强、开放品质更活、服务品
质更优、文化品质更好、环境品质更
美、民生品质更实、平安品质更稳“八
个品质”提升上下功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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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滨州市第十次代表大会隆重开幕
宋永祥作报告 李春田主持

宋永祥同志代表中国共产党滨州市第九届委员会作报告。 中国共产党滨州市第十次代表大会开幕式主席台。

2月18日上午，中国共产党滨州市第十次代表大会在滨州国际会展中心隆重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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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裴庆
力 报道）2月18日上午，宋永祥到惠民
代表团，与代表们一起讨论市第十次党
代会市委报告、市纪委工作报告。

在惠民代表团，王玮、许健、田永
建、王建宏等4位代表先后发言，他们一
致表示，市委报告是一个鼓舞人心、振
奋士气的好报告，必将引领全市上下共
同努力，凝聚起建设更高水平富强滨州
建设的强大合力。认真听取了各位代
表的发言后，宋永祥指出，与全市一样，
过去五年，惠民县的经济、社会、民生等
都有了明显变化和长足进步，一些主要
经济指标增速位居全市前列，发展势头
很好。惠民县要继续延续这种势头，认
真贯彻落实市党代会精神，做到“四力
齐发”，为建设更高水平富强滨州作出
新的更大贡献。要在党建统领上发力，
想明白“什么是党建？”“为什么要强党
建？”“怎么强党建？”这三个问题，善于从
工作中找问题、党建上找原因、改革中
找办法，以党建统领经济社会发展、惠及
民生。要在创新引领上发力，做到以思
维创新为先导、以制度创新为突破、以
科技创新为核心、以企业创新为主体，
把创新贯穿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全领
域、全方位、全过程。要在抢抓机遇
上发力，抢抓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
质量发展机遇、“搭建滨沾博惠‘人’
字型发展结构”机遇以及济滨高铁、

滨淄大桥、高速公路等重大基础设施
建设机遇，把准方向、抓住时机，推动
更高质量发展。要在产业培植上发
力，在新能源装备制造、新型绳网、高
端铝业等特色工业上，要在集聚放大优
势上下功夫、求突破，推动迈向价值链
中高端，以优存量、提增量打造新的“产
业地标”；在畜牧、果蔬、食用菌等农
业产业上，要推进一二三产深度融合发
展，加快由农业大县向农业强县跨越升
级；在孙子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等
特色文化上，要扎实推进文化融合发
展，注重和旅游、体育等紧密结合，做大
做强文化产业。

又讯（记者 裴庆力 报道）2月18
日下午，宋永祥到邹平代表团，与代
表们一起讨论市第十次党代会市委
报告、市纪委工作报告。

邹平代表团气氛热烈，代表们一
致认为，市委报告实事求是总结了过
去五年的工作，描绘了未来五年发展的
美好蓝图，将进一步汇聚更高水平富强
滨州建设的磅礴力量，推动全市经济社
会实现高质量发展。在认真听取了张
谦、张红霞、王棣、邢锦凯、姚庆山等5位
代表发言后，宋永祥指出，过去五年，邹
平综合实力不断提升，发展变化进步很
大。贯彻落实市党代会精神，邹平必须
义不容辞当好更高水平富强滨州建设
的“排头兵”，把带动滨州高质量发展的

“龙头”真正扬起来。要坚持党建统领，
以党建统领经济社会发展一切工作，为
邹平走在前、干在先，提供坚强保障。
要在产业发展上作表率，在高端铝业
方面，向轻量化、深加工、再生铝领域
迈进，坚决扛好世界高端铝业基地的
大旗，叫响全球产业地标；在纺织、钢
铁、玉米油加工等产业方面，坚定不
移抓好“双型”城市建设，融通科创、
研发、转化、人才等关键环节，实现新
旧动能转换；在“四新”产业方面，着力
实现“无中生有、有中生新、新中生
好”，让经济增长的新动能长起来、强
起来。要在改革开放上作表率，着力
构建更高层次的开放格局，在对外开
放上走在前；把创新贯穿经济社会发
展全过程、各领域，以创新赢得可期
可待的未来，在改革创新上走在前；
树牢“让企业和企业家舒服”的理念，
打造全国一流的营商环境，在营商环
境上走在前。要在乡村振兴上作表
率，推动农业高质高效，发展规模农
业、智慧农业、现代农业，让农业成为
有奔头的产业、成为“接二连三”（二三
产业）的“新六产”；推动农村宜居宜业，
持续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擦亮“山
水邹平”的牌子，让农村成为安居乐业
的美丽家园；推动农民富裕富足，在农
民培训、土地托管等方面下功夫，切实
让农民“钱袋子”鼓起来。

宋永祥参加惠民代表团和邹平代表团讨论时强调

坚持党建统领
为更高水平富强滨州建设作出更大贡献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刘
青博 报道）2月18日上午，李春田
在阳信代表团与代表们一起讨论
市委报告、市纪委工作报告。

郑令健、宋全星等5位代表作
了重点发言，谈了认识体会。李春
田指出，市委工作报告客观总结了
过去五年工作，明确提出了“建设
更高水平富强滨州”的宏伟目标，
是旗帜鲜明讲政治的“宣言书”、重
整行装再出发的“动员令”、争先向
前勇担当的“路线图”、为民为企优
服务的“集结号”，是一个凝聚人
心、汇聚力量、提振士气的好报
告。要深刻学习领会报告精神，坚
定不移抓好贯彻落实。

李春田指出，近年来，阳信县
各项工作有声有色，成绩有目共
睹。希望阳信县在下一步工作中，
把党代会精神落实到行动中，体现
在发展质效上。要在加快产业发
展上奋勇争先，立足铝深加工、新
能源新材料等优势产业，紧紧盯
住产业链和链主企业，抓招引、
上项目、扩投入，做好延链、补
链、强链文章，尽快做大经济总
量。要在推进乡村振兴上奋勇争
先，谋划实施具有牵引性的工
作、工程、项目，做优做强生态肉
牛、阳信鸭梨等特色产业，加快

美丽宜居乡村建设，全面推进
“五大振兴”。要在增进民生福
祉上奋勇争先，补短板、兜底线、
强机制，严格落实民族政策，促
进民族团结进步，加快推动城乡
居民增收，扎实推动共同富裕。
要在干部作风建设上奋勇争先，
结合“山东走在前，滨州怎么办”
解放思想大讨论，着力强化思想
作风建设和基层组织建设，全面
提升干部素质能力，为建设更高
水平富强滨州提供坚强保障。

又讯（记者 刘青博 报道）2月
18日下午，李春田到无棣代表团，
与代表们一起讨论市委报告、市纪
委工作报告。

在认真听取王体功、商玉昌等
5位代表发言后，李春田指出，市委
报告亮点纷呈、铿锵有力，鼓舞人
心、振奋人心，通篇聆听后感觉
精神为之一振、眼前为之一亮。
市纪委工作报告系统总结了工作
成效，明确了目标，提出了建议，
彰显了正风肃纪反腐的决心。对
于两个报告，要深入学习领会，抓
好贯彻落实。

李春田指出，无棣县近几年经
济社会发展质量高、潜力大、后劲
足，成绩值得充分肯定。下一步，
要在提高产业创新力上攻坚突破，

坚持“工业强县”不动摇，在优势产
业上继续加压发力，在现代海洋经
济上闯出新路子，加快文旅等特色
产业发展。要在提高县域竞争力
上攻坚突破，推动工业园区“二次
创业”，打造千亿级高端化工园区、
百亿级精细化工基地，抢抓打造
鲁北盐碱滩涂地风光储一体化基
地机遇，推动新能源装备制造产
业集群快速崛起。要在提高城乡
支撑力上攻坚突破，抓好基础设
施建设，超前谋划一批大项目、
好项目，稳妥推进美丽宜居乡村
建设，巩固提升农村改厕、“四好
农村路”建设经验，在共同富裕
道路上作好表率。要在提高民生
保障力上攻坚突破，推动政策向
民生聚焦、财力向民生倾斜、服
务向民生覆盖，大力发展农村电
商，加快土地流转、托管，持续推动
居民增收，让发展更有温度、幸福
更有质感。要在提高干部执行力
上攻坚突破，着力提升党员干部干
事创业能力特别是经济工作能力，
强化数据思维，盯住“量幅比”、强
化“干算报”，为建设更高水平富强
滨州贡献更多无棣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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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党代会精神落实到行动中
体现在发展质效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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埋头苦干勇毅前行 加快建设更高水平富强滨州
——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滨州市第十次代表大会隆重开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