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习近平同党外人士座谈并共迎新春时强调

以更加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履职尽责
在凝心聚力服务大局上发挥更大作用 详见六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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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保奋力打好打赢新时代东北振兴、辽宁振兴的“辽沈战役”
——热烈祝贺省十四届人大一次会议胜利闭幕

社论社论

详见二版▶

辽宁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于2023年1月16日选出：
辽宁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 郝 鹏
辽宁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主任（6人）
陈向群 陈绿平 杨关林（锡伯族） 于国安 张淑萍（女） 宫福清（满族）
辽宁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秘书长 于国安（兼）

（下转第三版）

辽宁省人民代表大会公告
（第一号）

郝鹏，男，汉族，1960 年 7 月生，大学学
历，硕士学位，中共党员，现任二十届中央委
员，辽宁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党组
书记。

郝鹏同志
简历

李乐成，男，汉族，1965 年 3 月生，大学
学历，学士学位，中共党员，现任二十届中
央委员，辽宁省委副书记、省长，省政府党组
书记。

李乐成同志
简历

辽宁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于2023年1月16日选出：
辽宁省人民政府省长 李乐成
辽宁省人民政府副省长（8人）
王 健 张立林（土家族） 姜有为 高 涛 郑 艺 霍步刚 靳国卫 郭彩云（女）
现予公告。

辽宁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主席团
2023年1月16日

辽宁省人民代表大会公告
（第二号）

本报讯 记者赵英明 杨忠厚 方亮报道 辽宁省
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圆满完成各项议程，于
1 月 16 日上午在辽宁人民会堂胜利闭幕。郝鹏当选为辽
宁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李乐成当选为辽宁省
人民政府省长。

闭幕大会的执行主席是：郝鹏、李乐成、胡玉亭、张雷、
崔枫林、张铁民、康捷、杨关林、杨忠林、于言良。

出席本次大会的领导有：周波、刘慧晏、刘奇凡、于天
敏、王新伟、王健、熊茂平、梁平、张立林、张成中、胡立杰、
陈向群、高涛、郑艺、余功斌、郑青、高鑫。

大会执行主席、主席团常务主席郝鹏主持会议。辽宁
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应出席代表612人，
本次全体会议出席572人，出席人数符合法定人数。

大会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大会表决通过总监
票人、监票人名单。大会采用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产生
辽宁省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94名，中央提名的
代表候选人丁薛祥同志当选。

大会选举郝鹏为辽宁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主任，陈向群、陈绿平、杨关林、于国安、张淑萍、宫
福清为副主任，于国安为秘书长（兼）；选举李乐成为辽宁
省人民政府省长，王健、张立林、姜有为、高涛、郑艺、霍步
刚、靳国卫、郭彩云为副省长；选举刘奇凡为辽宁省监察委
员会主任；选举郑青为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大会选
出了辽宁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须报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检
察长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大会选出
的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须报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审查。

根据《辽宁省国家工作人员宪法宣誓组织办法》的规
定，郝鹏、李乐成分别率领本次会议选举产生的国家机关
领导人员进行了宪法宣誓。新当选的省十四届人大常委
会委员也进行了宪法宣誓。

第二阶段，会议采用无记名按电子表决器方式，依次
通过了《关于辽宁省人民政府工作报告的决议》《辽宁省人
民代表大会议事规则（修订草案）》《关于辽宁省2022年国
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2023年国民经济和社
会发展计划的决议》《关于辽宁省2022年预算执行情况和

2023年预算的决议》《关于辽宁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工作报告的决议》《关于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工作报告
的决议》《关于辽宁省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的决议》。

各项表决结束后，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郝鹏作
了讲话。郝鹏指出，省十四届人大一次会议，是在开启全面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重要时刻召开的第一次
省人代会。代表们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忠实履行宪法和法
律赋予的神圣职责，庄严行使民主权利，积极建言献策，展现
了良好的精神风貌和强烈的责任担当。在全体代表和与会
同志的共同努力下，会议圆满完成了各项议程。这是一次
凝心聚力、团结鼓劲、催人奋进的大会，是一次求真务实、开

拓创新、共赴振兴的大会，必将激励和鼓舞全省上下，以知
重负重、求变图强的责任感，只争朝夕、奋起直追的紧迫感，
重振雄风、再创辉煌的使命感，奋力实现全面振兴新突破。

郝鹏指出，过去5年，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深入学习贯
彻习近平法治思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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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及
省委工作要求，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依法履职，立法
质量和效率明显提升，监督刚性和实效持续增强，代表作
用发挥更加充分，自身建设全面加强，人大工作开创了新
局面、展现了新风貌，为加快推进辽宁全面振兴全方位振
兴作出了重要贡献。（下转第二版）

牢记嘱托 感恩奋进 咬定目标 真抓实干

省 十 四 届 人 大 一 次 会 议 胜 利 闭 幕
选举产生辽宁省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中央提名的代表候选人丁薛祥同志当选

郝鹏当选省人大常委会主任 李乐成当选省长
陈向群、陈绿平、杨关林、于国安、张淑萍、宫福清当选为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王健、张立林、姜有为、高涛、

郑艺、霍步刚、靳国卫、郭彩云当选为副省长 刘奇凡当选为省监察委员会主任 郑青当选为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
郝鹏主持会议并讲话

本报讯 记者杨忠厚 方亮
报道 1 月 16 日，省委书记，省人
大常委会主任、党组书记郝鹏主持
召开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一次
党组会议和第一次主任会议。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省十四届
人大专门委员会分党组成员任职的
意见，听取关于省人大常委会人事
任免事项、关于省十四届人大常委
会第一次会议安排的意见等汇报。

会议指出，新一届省人大常委
会党组要做旗帜鲜明讲政治的表
率，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
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
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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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提高
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
力，自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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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发挥党组在人大工
作中把方向、管大局、保落实作用，
认真执行党的领导各项制度，守正
创新、与时俱进，切实提高依法履职
和服务发展的能力水平。要做积极
担当善作为的表率，在实施全面振
兴新突破三年行动中主动担当、以
上率下，把干的作风、干的劲头保持
住、传导下去，把更多精力投入到推
动高质量发展中去，发挥党组在常

委会履职工作中的关键作用，不断
推进人大工作思路理念、方式方法
和体制机制创新。要做团结协作聚
合力的表率，带头讲团结，相互包
容、相互信任，发挥各自特长和优
势，树牢一盘棋思想，充分发扬民
主，凝聚最大共识。要做清正廉洁
守纪律的表率，带头落实好管党治
党政治责任，坚决贯彻落实中央八
项规定精神，（下转第二版）

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一次党组会议和主任会议
郝鹏主持会议

本报讯 记者杨忠厚 方亮
报道 1月 16日，省十四届人大常
委会举行第一次会议。省委书记、
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郝鹏主持第一
次全体会议并讲话。

会议听取省政府、省监委关于
人事任免事项的说明，表决人事任
免事项，并举行了宪法宣誓仪式。

郝鹏在讲话中指出，今天上

午，省十四届人大一次会议胜利闭
幕，大会依法选举产生了省十四届
人大常委会、省人大专门委员会。
新一届省人大常委会第一次会议
决定任命了省政府组成人员和省
监委副主任，大家都是辽宁振兴发
展的骨干力量。希望同志们要全
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坚持
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作为行动指南，切实增强政
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
力。要不断提高运用党的创新理
论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增强
推动高质量发展本领、服务群众本
领、防范化解风险本领。要坚持以
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保持“时时
放心不下”的责任感，了解群众所思
所急所盼。要做尊法学法守法用法

的模范，维护宪法权威、捍卫宪法尊
严、保证宪法实施，自觉接受人大监
督，始终保持清正廉洁。

郝鹏强调，今年是省十四届
人 大及其常委会依法履职的第
一年。做好今年工作意义十分重
大。新一届省人大常委会要切实
肩负起新时代人大工作的职责
使命，（下转第二版）

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举行第一次会议
郝鹏出席并讲话

本报讯 记者赵英明报道 1月
16日上午，省十四届人大一次会议
主席团举行第七次会议。郝鹏主

持会议。
会议听取大会总监票人关于第

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选举

计票结果和选举结果的报告，并根据
选举法和本次大会选举办法关于第
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选举

结果由大会主席团确定有效的规定，
表决确定本次大会选举第十四届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选举结果有效。

省十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主席团举行第七次会议

本报讯 记者史冬柏报道 1月
16日晚，第十四届省人民政府举行
第一次全体扩大会议，强调要坚持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党的
二十大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

按照省委经济工作会议和省两会
工作部署，锚定政府工作报告确定
的目标任务，扛起责任、担负使命，
以奋发有为的状态和拼抢争实的作
风做好工作，奋力夺取全面振兴新
突破三年行动首战胜利。省委副书

记、省长李乐成出席会议并讲话。
会议指出，刚刚闭幕的省十四

届人大一次会议选举产生新一届
省政府领导班子，是党中央和全省
人民对我们的信任和重托。会议审
议通过的政府工作报告明确了今年

全省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目标和
具体任务，是省政府向全省人民作
出的庄严承诺。全面振兴新突破
三年行动的进军号角已经吹响，新
时代东北振兴、辽宁振兴的“辽沈战
役”全面展开，（下转第二版）

李乐成在省政府十四届一次全体扩大会议上强调

以敢为人先的魄力和坚韧不拔的定力拼出辽宁全面振兴新突破的美好未来

破解时代之问 引领发展之路
——习近平主席在达沃斯论坛的演讲和致辞深刻启迪世界

■时隔三年，各国嘉宾再次来到冬季的瑞士小镇达沃斯，参加于当地时间16日开
始的世界经济论坛2023年年会。历经新冠疫情、乌克兰危机升级等重大事件，人们
更加深刻地认识到，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

■自2017年以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三次在达沃斯论坛发表演讲和致辞，从历
史和哲学高度，阐释中国的经济全球化主张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深刻作答“世
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这一时代之问。深邃的思想穿越时空，愈发闪耀出真理的光
芒，在大变局、大变革中愈发凸显引领的力量，在全球激发久久回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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