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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磅
找 记 者 上 壹 点

本报济南7月21日讯（大众报业记
者 赵君） 山东省第十三届人民代
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圆满完成各项议
程，7月21日上午在济南胜利闭幕。会
议选举李干杰为山东省省长。

大会执行主席、主席团常务主席
刘家义主持闭幕会并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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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6
名，符合法定人数。

大会首先表决通过了总监票人、
监票人名单。随后，工作人员宣读了山
东省省长候选人名单。接着，总监票
人、监票人检查了票箱。选举山东省省
长的选票发放到代表们手中。

代表们填好选票，依次走到各自
座区的投票箱前，郑重投下自己的选
票。经监票人和计票工作人员核对，刘
家义宣布了发出和收回选票的情况，
选举有效。

在监票人监督下，经计票工作人
员计票，选举结果产生。大会宣布：李
干杰当选为山东省省长。全场响起长
时间热烈的掌声，对李干杰表示祝贺。

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实行宪
法宣誓制度的决定和山东省实施宪法
宣誓制度办法，李干杰进行了宪法宣
誓。

刘家义在讲话中指出，经过全体代
表的共同努力，山东省第十三届人民代
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圆满完成各项议程。
各位代表牢记重托，高度负责，依法履
职，听取了省政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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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法选举李干杰同志担任山
东省省长。相信李干杰同志一定能团结
带领省政府一班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
平总书记对山东工作的重要指示要求，
带头维护宪法权威，全面履行政府职
能，深入推进依法行政，自觉履行法定
职责，恪尽职守、廉洁奉公，全心全意为
人民服务，努力为新时代现代化强省建
设贡献智慧和力量。

刘家义指出，今年是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和“十三五”规划收官之年，也
是我省新旧动能转换初见成效之年。
做好今年各项工作，完成既定目标任
务，是我们肩负的光荣使命。现在全年
时间已经过半，在疫情防控常态化背

景下，更需要全省广大干部群众心往
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拧成一股绳，齐
心协力勇攻坚，头拱地、往前冲，全力
冲刺三季度，全面决战四季度，奋力完
成全年各项目标任务。

刘家义强调，齐心协力勇攻坚，必
须始终牢记初心使命。不忘初心，就要
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
扎实做好保障和改善民生工作，让人民
群众生活一天更比一天好；牢记使命，
就要咬定“走在前列、全面开创”，坚定
践行新发展理念，在高质量发展上奋力
趟出一条路子来。每个人要时刻牢记初
心使命，自觉对照初心使命，以主人翁
精神，以饱满的激情，投入到推进八大
发展战略、深化九大改革攻坚的生动实
践中，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
福感、安全感，以实际行动坚决做到“两
个维护”。齐心协力勇攻坚，必须有强烈
的责任担当。要凡事想在前、冲在前、干
在前，不惜力气、不当“鸵鸟”，主动担
当、主动作为，把山东未来发展的基础
夯得牢固一些再牢固一些。要解放思
想、敢闯敢试，以改革应对变局、破解困
局、开拓新局，向改革要思路、要办法、
要成效。要发挥主观能动性，只为成功
想办法，不为困难找理由，把“绊脚石”
变成登高望远的“垫脚石”“铺路石”，一
步一个脚印向上攀登，到峰顶领略无限
风光。齐心协力勇攻坚，必须不断提升
能力本领。要不断加强思想淬炼、政治
历练、实践锻炼、专业训练，全面增强
战略思维、系统思维、创新思维、辩证
思维、法治思维、底线思维，做到政治
过硬、本领高强。要专业专注，切实提
高洞察形势变化、研究运用政策、驾驭
复杂局面、防范化解风险的能力。要依
法办事，尊法学法守法用法，善于用法
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化解矛盾、破解难
题。要把握规律，处理好点和面、近和
远、急和缓的关系，使我们的思路想
法、目标举措、工作方式符合客观实
际、顺应发展规律。齐心协力勇攻坚，
必须坚定践行群众路线。要始终保持
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真正同群众
坐在一条板凳上。要尊重群众的创新
创造，虚心接受群众的意见建议，让决
策更接地气、更有温度。要始终把群众
利益放在首位，想问题、作决策、办事
情，首先看群众答应不答应、高兴不高
兴、满意不满意。齐心协力勇攻坚，必
须切实转变工作作风。要牢固树立正
确的政绩观，努力把打基础、利长远、
补短板、固底板的事业扎扎实实做好。
要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多到基层

一线听真话、摸实情，多出管用的实招
硬招，以求真务实的作风，推动各项工
作落地见效。要有“咬定青山不放松”
的定力，不为任何风险所惧，不为任何
干扰所惑，以结果论英雄、用实绩作答
卷，推动“山东号”巨轮乘风破浪、行稳
致远。

李干杰说，今天，大会选举我担任
山东省省长，这是大家对我的充分信
任和支持，凝聚着全省人民沉甸甸的
期望与重托。我深感使命光荣、责任重
大。当前，正值“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
的历史交汇期、山东由大到强战略性
转变的关键阶段，疫情防控进入常态
化，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
展任务艰巨繁重。我决心，在以刘家义
同志为班长的省委领导下，团结省政
府一班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恪尽
职守、夙夜在公，以时不我待、只争朝
夕的精神，锐意进取、攻坚克难的干
劲，勇于担当、求真务实的作风，努力
开创新时代现代化强省建设新局面。
我将始终对党绝对忠诚，始终抓实理
论武装，始终对标对表习近平总书记
重要指示，做到“两个维护”，做到坚定
坚决；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强力深化
改革，强力扩大开放，强力推进创新，
强力优化布局，做到提速提效；全力保
障改善民生，时刻牢记“人民至上”，时
刻牢记“群众利益无小事”，时刻牢记

“小康路上一个都不能掉队”，做到精
心精细；大力弘扬求真务实，任何时候
都坚持实事求是，任何时候都突出效
果导向，任何时候都勇于直面问题，做
到实干实效；严格落实依法行政，带头
尊法学法守法用法，持续深化法治政
府建设，做到尽职尽责；坚决把纪律和
规矩挺在前面，坚决贯彻民主集中制，
坚决扛牢管党治党重大责任，始终保
持清正廉洁，做到从严从实，努力交出
一份让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放心、
让全省人民满意的答卷。

大会在庄严的国歌声中胜利闭幕。
出席大会并在主席台就座的还有：

赵志浩、陈光林、张江汀、陈辐宽、王书
坚、孙立成、王清宪、林峰海、邱月潮、于
杰、刘强、吴翠云、凌文、于国安、任爱
荣、孙继业、范华平、汲斌昌、张甲天、陈
勇、李法泉、才利民、贾万志、夏耕、温孚
江、尹慧敏、张建国、栗甲、王新陆、雷建
国、赵润田、翟鲁宁、白泉民、吴鹏飞、唐
岩峰、羊敏君、边保民、孙述涛、孟凡利、
殷鲁谦、宋远方、郭新立等。

省政府组成部门主要负责人列席
会议。

省十三届人大四次会议胜利闭幕
刘家义主持并讲话 李干杰当选省长 付志方杨东奇出席

李干杰同志简历

李干杰，男，1964年11
月出生，汉族，湖南长沙
人，研究生学历，工学硕
士、高级工程师。1984年12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89
年7月参加工作。

1981 . 09—1986 . 07
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核
反应堆工程专业学生；

1986 . 07—1989 . 07
清华大学核能技术研究
所核反应堆工程与安全
专业硕士研究生；

1989 . 07—1993 . 03
国家核安全局北京核安
全中心助工、工程师(其
间：1990 . 09—1991 . 02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法
语专业学习；1991 . 09—
1992 . 12法国核安全与
辐射防护研究院学习)；

1993 . 03—1994 . 12
国家核安全局核反应堆
处干部、主任科员；

1994 . 12—1996 . 05
国家核安全局核反应堆
处副处长；

1996 . 05—1998 . 07
国家核安全局核反应堆
处处长；

1998 . 07—1999 . 01
国家环境保护总局核安
全与辐射环境管理司核
反应堆处处长 (其间：
1998 . 01—1999 . 01挂职
任湖南省平江县委副书
记、科技部驻湘科技扶
贫团团长)；

1999 . 01—2000 . 07
中国驻法国使馆科技处

一等秘书(正处级)；
2000 . 07—2000 . 11

国家环境保护总局核安
全与辐射环境管理司正
处级干部；

2000 . 11—2001 . 07
国家环境保护总局核安
全与辐射环境管理司副
司长；

2001 . 07—2002 . 07
国家环境保护总局核安
全中心主任、党委副书
记(正局级)；

2002 . 07—2005 . 08
国家环境保护总局核安
全司司长兼核安全中心
主任、党委副书记；

2005 . 08—2006 . 12
国家环境保护总局核安
全 司 司 长 ( 其 间 ：
2005 . 03—2006 . 01中央
党校一年制中青班学
习)；

2006 . 12—2008 . 03
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副局
长、党组成员、国家核安
全局局长；

2008 . 03—2016 . 10
环境保护部副部长、党
组成员、国家核安全局
局长；

2016 . 10—2017 . 05
河北省委副书记；

2017 . 05—2018 . 03
环境保护部部长、党组
书记；

2018 . 03—2020 . 04
生态环境部部长、党组
书记；

2020 . 04—2020 . 07
山东省委副书记，副省
长、代理省长，省政府党
组书记；

2020 . 07— 省委
副书记，省长、省政府党
组书记。

十九届中央委员，
中共十九大代表，十三
届全国人大代表，河北
省八、九届省委委员，
山东省十一届省委委
员。

每年1月10日，“中国人民警察节”
本报讯 记者从公安部获悉，近

日，经党中央批准、国务院批复，自
2021年起，将每年1月10日设立为“中
国人民警察节”。这是在国家层面专门
为人民警察队伍设立的节日，是对人
民警察队伍为党和人民利益英勇奋斗
的充分肯定。

人民警察队伍是一支有着光荣传
统和优良作风的队伍，也是和平年代
牺牲最多、奉献最大的队伍。新中国成
立以来，全国仅公安机关人民警察队
伍就有1 . 4万余名民警英勇牺牲，十余
万名民警负伤，3700余名民警被评为
烈士。在今年上半年疫情防控和维护

安全稳定工作中，共有169名公安民警
因公牺牲。

据了解，1986年1月10日，广东省
广州市公安局率先建立我国第一个
110报警服务台。1996年，公安部在福
建漳州召开全国城市110报警服务台
建设工作现场会，全面推广“漳州110”
经验。经过30多年的实践与探索，110
已经成为人民警察队伍的标志性品
牌，被誉为“人民的保护神”。近年来，
每年1月10日公安部及各地公安机关
都组织开展多种形式的110宣传日活
动，这一日期具有极高的社会知晓度
和群众认可度。将这一日期确立为“中

国人民警察节”，体现了鲜明的政治
性、广泛的人民性和警察职业的标志
性。

“中国人民警察节”的设立，是进
一步健全完善人民警察荣誉制度和标
志体系的重要举措，对于推动人民警
察队伍革命化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建
设，增强广大民警职业荣誉感自豪感
归属感，激励全警以强烈的担当精神
履行好党和人民赋予的新时代使命任
务具有重大意义。

国务院批复要求，“中国人民警察
节”由公安部商有关部门组织实施。

综合新华社、人民网

从明年起，每年的1月10日，这个谐音
“110”的特殊日子就成为全国人民警察的
专属节日。

记者梳理发现，随着“中国人民警察
节”的设立，我国以职业命名的节日已有5
个，其他4个分别为：5月12日护士节、8月19
日医师节、9月10日教师节、11月8日记者节。

1912年，为纪念南丁格尔对护理工作
做出的贡献，国际护士理事会将南丁格
尔的诞辰日5月12日定为国际护士节。中

国医师节为每年8月19日，2017年获国务院
批准，自2018年开始。

1999年9月18日，国务院发布了新的
《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规定以
1937年在上海成立的中国青年记者协会
成立日11月8日为记者节。

教师节的设立源于1985年，经过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定为秋季新学年之
初的9月10日为教师节。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张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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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青岛7月21日讯(记者 尚
青龙) 随着本周青岛市高中陆续
完成4课时的生命教育教学，至此全
市百万中小学生受益其中。此次青
岛市教科院组织编写的《青岛市中小
学生命教育系列教案》开全省风气之
先，涵盖小学1—3低年级、小学4—6
高年级、初中、高中四个学段。

《青岛市中小学生命教育系列教
案》每个学段分别包含四个板块，即

《看见、了解生命》《尊重、理解生命》
《呵护、珍爱生命》《祝福、礼赞生命》。

根据学生的认知规律，每个板
块的具体内容都包括了热身导
入——— 春之萌：生命故事；主体活
动——— 夏之盛：生命体验；感悟分
享——— 秋之获：感悟生命；拓展延
伸——— 冬之蕴：礼赞生命。引用四季
更迭规律，循序渐进教育引导学生
认知生命、感悟生命，学会欣赏和热
爱自己的生命，进而学会对他人生
命的尊重、关怀和欣赏。

青岛市教科院院长柴清林说，生命教育不仅是
教会学生珍爱生命，注重自身生命，更要启发学生完
整理解生命的意义，积极创造生命的价值。

下一步,青岛市教育科学研究院将继续加强对
中小学生命教育的科研和教研工作，通过全员参
与、多学科渗透、主题教育等方式，培养学生尊重生
命、爱惜生命的态度，学会欣赏和热爱自己的生命，
引导学生学会对他人生命的尊重、关怀和欣赏。

我国以职业命名

节日已有5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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