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壬寅年六月初三

本报讯 6 月 28 日，辽宁省党代表会议选举产生出席党的二十大代表 64
名。代表名单如下（按姓氏笔画为序）：

丁仁彧 于川雅（女，满族） 马 俊（女，满族） 王永威
王炳森 王维华（满族） 王新伟 冯东昕 冯夏庭 刘 娜（女，满族）
刘传波 刘奇凡 刘晓云（女） 刘淑红（女，蒙古族） 刘慧晏
关英华（女，满族） 那 馥（女，满族） 孙 娜（女）
孙国华（女） 苏凤琴（女） 李 超 李 强 李云龙 李乐成
李安财 李忠华 李忠兴 李建平（女） 李彦君 杨军生 杨洁篪
来 鹤（蒙古族） 吴书香（女，锡伯族） 吴振华（女） 余功斌
汪永清 宋 诚 张文岳 张立林（土家族） 张成中 张国清
张桂贤（女） 张淑萍（女） 邵 涛（满族） 范丹宇（女）
金玉奇 周 波 郑文彬（锡伯族） 项昌乐 赵玉清（女）
胡 艳（女） 胡 涛 胡玉亭 胡立杰（女） 姜 妍（女，满族）
姜小林 洪家光 高大千 唐 宋（女） 靳国卫 裴伟东 谭成旭
熊茂平 霍步刚
辽宁省出席党的二十大代表，是严格按照党章和党中央关于做好代表选举

工作的要求选举产生的。在代表候选人初步人选推荐提名和代表正式选举过程
中，坚持标准条件，严格组织把关，充分发扬了党内民主。代表的产生符合程序
规定，结构比例符合中央要求。

出席党的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资格，届时还需经党的第二十次全国
代表大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确认。

辽宁省选举产生出席中国共产党
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

新华社香港6月30日电 （记者朱
基钗 陈键兴）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
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30日下午乘
专列抵达香港，出席将于7月1日举行的
庆祝香港回归祖国 25 周年大会暨香港
特别行政区第六届政府就职典礼，并视
察香港。

15时10分许，习近平乘坐的专列徐
徐驶入高铁香港西九龙站。习近平和夫
人彭丽媛步出车厢，香港特别行政区行
政长官林郑月娥和丈夫林兆波上前迎
接。欢迎仪式上，香港警察乐队奏响热
情的欢迎曲，充满精气神的舞狮欢腾跳
跃，数百名香港青少年和各界群众代表
挥动国旗、特别行政区区旗和鲜花，表达
热烈的欢迎。习近平和彭丽媛向欢迎的
人群挥手致意。

习近平这次赴港受到海内外高度关
注，中外记者在现场等候。习近平走到
采访区，向在场记者问好。他表示，明
天，是香港回归祖国 25 周年庆典日，全
国各族人民将和香港同胞一道庆祝这件
喜事。我向香港同胞致以热烈祝贺和美
好祝愿。

习近平指出，我一直关注着香港，挂
念着香港，我的心和中央政府的心始终
同香港同胞在一起。（下转第二版）

出席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大会暨香港特别行政区
第六届政府就职典礼并对香港进行视察

习 近 平 抵 达 香 港
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等前往高铁西九龙站迎接

本报讯 记者杨忠厚报道
“七一”前夕，省委书记张国清与新
提拔任职省管年轻干部进行集体谈
话，重温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年轻干
部工作的重要论述，与大家一起庆
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1周年，向全省
党员致以节日祝贺。

张国清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对
做好年轻干部工作始终高度重视，
多次发表重要讲话，对年轻干部提
出殷切希望。全省广大年轻干部要
深入学习、深刻领悟习近平总书记
重要讲话精神，坚定理想信念，践行
初心使命，努力在新时代新征程上
奋勇争先、建功立业。

张国清强调，要旗帜鲜明讲政
治，在大是大非面前、在政治原则问

题上做到头脑特别清醒、立场特别
坚定，守住政治关，做到对党忠诚。
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
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
信”、做到“两个维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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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自
觉加强政治历练，善于从政治上看
问题，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
悟力、政治执行力。要养成在吃透
党中央精神前提下开展工作的习
惯，牢记“国之大者”，自觉同党的理
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对标对表、及时
校准偏差，以实际行动诠释对党的
忠诚。

张国清强调，要守住拒腐防变
防线，经常对照党的理论和路线方

针政策、对照党章党规党纪、对照
初心使命，时刻自重自省，严守纪
法规矩。要守住内心，正心明道、
怀德自重，树立和坚守远大的志向
和抱负，勤掸“思想尘”、多思“贪欲
害”、常破“心中贼”。要从小事小
节上守起，始终遵规守纪，在任何
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放纵、不越
轨、不逾矩。

张国清强调，要厚植为民情怀，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心
里始终装着群众，时刻把群众安危
冷暖放在心上，切实解决群众“急难
愁盼”的问题。要强化为人民服务
的实践体验，坚持从群众需要出发，
把实事办到群众心坎上。要善于做
信访工作、群众工作，通过信访渠道

摸清群众愿望和诉求，做好信访这
一送上门来的群众工作。

张国清强调，要牢固树立正确
政绩观，立志做大事，真正把心思和
精力放在为党和人民干事创业上。
要多做打基础、利长远的事，在维护
国家“五大安全”，建设数字辽宁、智
造强省，构建“一圈一带两区”区域
发展格局上担当作为、做出实绩，在
提高科技型中小企业增长率、科技
成果本地产业化率、头部企业本地
配套率和加快产业数字化、数字产
业化上担当作为、做出实绩。要坚
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敬畏事物
的本来面目，按规律办事、按规矩做
事，始终保持清澈和纯粹。

（下转第二版）

张国清与新提拔任职省管年轻干部进行集体谈话

重温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
提高政治能力践行初心使命

本报讯 记者赵静报道 6 月
30 日，省政协十二届十八次常委会
议在圆满完成各项议程后闭幕。省
政协主席周波出席会议并讲话。

在第二次全体会议上，8位省政
协常委、委员及有关专家进行大会
发言，提出加快推进我省工业互联
网标识解析二级节点建设；加快我

省数字政府建设，推动全省产业数
字化转型；全面提升辽西地区对外
开放水平，打造跨境电商产业链；大
力发展半导体产业；推动我省中小
企业数字化转型升级；加快推进我
省“互联网+医疗健康”发展；推进我
省数字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加快
布局元宇宙，助推我省数字创意产

业发展等建议。
周波指出，全力打造数字辽宁

是我省破解振兴发展难题、推动形
成竞争新优势、实现高质量发展的
必然选择，对辽宁全面振兴全方位
振兴具有举足轻重、不可替代的作
用。要进一步增强责任感和紧迫
感，加快发展数字经济，带动产业结

构调整和资源优化配置。要着力破
除数字经济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
强化政府推动、市场主导、科技引
领、应用驱动，加快建立适应数字经
济发展的政策体系和体制机制，支
持数字经济创新创业，推动数字经
济持续健康发展。

（下转第二版）

省政协十二届十八次常委会议闭幕
周波出席并讲话

本报讯 记者徐铁英报道 6月
30日，中国民主建国会辽宁省第十次
代表大会在沈阳开幕。民建中央副主
席孙东生以视频形式致贺词，中共辽
宁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胡立杰出席
会议并讲话。

过去五年，民建辽宁省委坚持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为指导，全面贯彻中共十九大和十九
届历次全会精神，深入贯彻落实习近
平总书记关于东北、辽宁振兴发展的
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积极践行“四
新”“三好”要求，坚持建言资政和凝聚
共识双向发力，自身建设和履职水平
不断提高，为辽宁经济社会发展作出
了积极贡献。

孙东生代表民建中央向大会表示
祝贺。他指出，民建辽宁省委以思想
政治建设为核心，持续深入开展系列
主题教育活动，共同思想政治基础更
加坚实；以组织建设为重点，不断完善
组织架构，界别特色更加鲜明；以履
职建设为支撑，为辽宁经济社会发展
建真言、献良策，建言资政成效显著；
在投身脱贫攻坚、助力疫情防控等社
会服务工作中，充分展现了新时代参
政党的社会责任和担当。希望新一
届民建辽宁省委以这次大会为新起
点，深化政治交接，巩固政治共识，发
挥特色优势，凝聚奋进力量，更加紧密
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
中央周围，（下转第二版）

民建辽宁省第十次代表大会开幕

本报讯 记者赵英明报道 按照
党中央部署及省委要求，6月30日，省
人大常委会召开党组会议，传达学习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四十次
集体学习时、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
员会第二十六次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
神，研究部署贯彻落实工作。

会议指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深刻领悟“两个
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
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加
深对新形势下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
斗争的认识，增强全面从严治党的思想

自觉和行动自觉，提高一体推进不敢
腐、不能腐、不想腐能力和水平。在省
委领导下，依法有序做好省人大换届选
举和全国人大代表选举工作，确保选举
风清气正。牢记辽宁拉票贿选案教
训，从严从实抓好机关党风廉政建
设。要深入贯彻落实中央人大工作会
议及省委人大工作会议精神，认真抓
好人大履职工作，在服务辽宁改革大
局中发挥人大力量，以实际行动和实
际成效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
任张雷主持会议并讲话。

省人大常委会召开党组会议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

更好把握和运用
党的百年奋斗历史经验

详见四版▶

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
我省广大党员干部深入学习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认
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东北、
辽宁振兴发展的重要讲话和指示精
神，牢记初心使命，坚定理想信念，践
行党的宗旨，始终同人民想在一起、干
在一起，发挥先锋模范带头作用，主动
担当作为，在新征程上奋勇争先、勇挑
重担、攻坚克难，推动辽宁振兴发展取
得新突破。

危难面前，冲锋在前显初心
“我是党员，让我上！”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时期，全省广

大党员干部不惧风险，义无反顾冲在
战“疫”最前线，让党徽在人民群众最
需要的地方闪光。

医生、主任、队长……青年医生丁
仁彧身兼多重身份，但在疫情防控重

要关头，他说自己更是一名共产党
员。2020年武汉发生疫情时，他带领
全省重症医学专业150名队员接管了
武汉大学人民医院东院区 80 张重症
床位，与死神较量。今年，丁仁彧又随
中国医科大学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医疗
总队奔赴我省多地进行医疗救治指
导，同行者都是党员。

疾风知劲草，烈火见真金。危难
面前，党员干部走在前列、作出表率，
只讲奉献、不言辛苦。成立党支部、组
建突击队、站好先锋岗。我省坚持“动
态清零”总方针，在街道乡镇、社区村
屯，每一处核酸检测点都是党员干部
坚守的责任区。

全民居家防疫时，沈阳市和平区
安泰社区党委副书记张建玲连续组织
15轮全民核酸检测，她常常是从凌晨
5 点一直忙到晚上 10 点。“我是党员，
必须带头。” （下转第五版）

在新征程上奋勇争先攻坚克难
——我省广大党员干部担当作为

推动辽宁振兴发展取得新突破综述
本报记者 王 坤

本报讯 记者史冬柏报道 6月
30 日，省委副书记、省长李乐成先
后前往本溪市、沈阳市检查指导防
汛工作并到省水利厅调研。他强
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治水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省委部
署，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
念，立足防大汛、抗大险、救大灾，
兴修水利，改善环境，造福百姓，为
推动辽宁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的

水安全保障。
李乐成首先来到本溪市南芬区

水系连通及水美乡村项目建设现场
考察。他说，水利工程建设要突出
重点、强化功能，统筹防洪保安、水
土保持、水质净化、环境改善，把这
项民生工程办实办好。要把项目资
金用在刀刃上、关键点、紧要处，突
出源头保护、水系连通、生态护岸，
积极组织当地劳动力参与工程建

设，以工代赈、就业增收，实现治一
条河流、美一片环境、富一方百姓。
随后，李乐成来到本溪满族自治县
观音阁水库、浑河沈阳城市段，研判
防汛备汛形势并作具体部署。他
说，7 月我省进入主汛期，要深入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
的重要论述精神，始终如履薄冰、警
钟长鸣，加强预报预警、监测预测，
做到险情第一时间发现、第一时间

报告、第一时间处置，以“时时放心
不下”的责任感，落实落细各项防御
措施，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
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当天下午，李乐成赴省水利厅，
走进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值班室，看
望慰问一线值班值守人员。在听取
全省加快推进“水润辽宁”工程建
设、全面做好今年防汛抗旱工作汇
报后，（下转第二版）

李乐成实地检查指导防汛工作并到省水利厅调研

兴修水利 改善环境 造福百姓
为推动辽宁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的水安全保障

图为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向欢迎的人群挥手致意。 新华社记者 谢环驰 摄

习近平分别会见林郑月娥、
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和贺一诚

新华社香港6月30日电 （记
者朱基钗 陈键兴 赵博） 30日
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香港特别行
政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陪同下，来到
香港科学园考察，同在港中国科学院

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和科研人员、
青年创科企业代表等亲切交流。

香港科学园是香港最大的科技
研发及企业孵化基地，目前拥有1100
多家企业和1.7万余名创科从业者，

吸引了众多国内外知名科研机构和
高校进驻设立实验室。在科学园展
厅，习近平听取香港创新科技发展、
深港创新科技发展互动、香港科学园
发展等情况介绍，（下转第二版）

习近平考察香港科学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