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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政协十五届一次会议闭幕
选举产生政协第十五届济南市委员会领导成员 雷杰当选为主席

刘强讲话 于海田韩金峰殷鲁谦出席大会

记者 程凌润 于泊升

2022年，济南市应急管理局
以防范事故灾害为重点，统筹抓
好安全生产、防灾减灾、应急处
置等重点工作推进落实，实现年
均因灾直接经济损失占全市
GDP比例控制在1%以内。

“杜绝重（特）大事故、遏制较
大事故、减少一般事故。”刘动说，
2022年济南市应急管理工作的目
标是，生产安全事故起数、死亡人
数“双下降”，百亿元GDP生产安
全事故死亡率控制在1.0以下。

刘动称，济南市应急管理局
将细化固化各相关部门应急管
理工作职责，编制市、区县两级
完成安全生产、防灾减灾、应急
处置“三张图”，并指导镇（街
道）、行政村（社区）建立一张安
全生产和自然灾害重大风险分
布图、一套生产安全事故和自然
灾害隐患台账、一张安全转移避
险路线图。

同时，济南市应急管理局将
深入推进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
年行动，建立问题隐患“双重交

办、双重督办”机制。对排查发现
的问题隐患，同时向企业和属地
监管部门交办，同时督办企业整
改和属地监管部门落实监管责
任，并纳入季度“双轮驱动”考
核，形成隐患排查整治闭环。

值得注意的是，济南市应急
管理局将加强专业应急救援队
伍建设，整合政府和企业专职
消防、森林防灭火、地震和地
质灾害救援、生产安全事故救
援等各类专业救援队伍，实现
重点行业领域专业救援力量
全覆盖。2022年底前，济南市
将实现全市161个街镇应急联
防站建设全覆盖目标。

此外，济南市应急管理局将
加强全市“应急屏台”建设，常
态开展“亮屏”行动，滚动播报
防灾减灾知识，并将全市应急
避难场所打造成集疏散避险、
应急宣传、信息发布等功能于
一体的主阵地。同时，制定出
台《济南市应急物资储备和调
用管理办法》，加快推进基层
应急物资储备库建设，着力提
高应急物资保障能力。

市政协委员、济南市应急管理局局长刘动：

年底实现161个街镇应急联防站全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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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市政协委员、济南市应急

管理局局长刘动

“今年，百亿元
GDP生产安全事故
死亡率控制在1 . 0以
下。”4月21日，济南市
政协委员、济南市应
急管理局局长刘动接
受齐鲁晚报专访时
说，2022年底前，济南
市将实现全市161个
街镇应急联防站建设
全覆盖目标。

济南将制定全市商业街培育规划，建设高品质商圈。

记者 程凌润 于泊升

“提升泉城路、老商埠、印象
济南等集聚区功能品质，打造一
批夜间经济示范区，谋划推进商
旅文融合特色街区建设，加快建
设国际化地标商圈。”今年济南政
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要积极创
建国际消费中心城市。

济南市商务局将制定全市商
业（步行）街培育规划，规划指导
各区县建设培育特色商业（步行）
街；推动步行街改造提升，2022年
新认定2条市级以上商业（步行）
街。

“依托绿地全球商品贸易港、
LAOX跨境商品保税中心仓等
布局一批跨境电商O 2 O 体验
店、跨境电商新零售展示店，拓
宽国际优质消费品供给渠道。”
该负责人称，2022年，济南市商
务局将认定一批市级夜间经济
聚集区，打造夜间经济文化 IP
示范街区。

值得注意的是，济南市将有
效利用成熟商圈及商业综合体资
源优势，大力发展首店经济，鼓励

举办新品首发活动，年内引进品
牌首店50个以上。

“研究制定建设国际会展名
城的实施意见，完善扶持政策，
优化办展环境，打造黄河流域
会展高地。”该负责人称，济南
市将做好济南黄河国际会展中
心开馆运营各项工作，加大会
展主体培育，引进国内国际知
名专业会展机构落户，大力发展
自主品牌展会。

此外，济南市将深入打造“济
南消费季”活动品牌，统筹形象设
计、活动策划、组织实施和宣传推
广，构建常态化促消费活动机制；
指导重点商协会和龙头企业推出
多元化、特色化的促消费活动，培
育挖掘消费热点；围绕新兴消费
和重点消费领域，精准制定专项
政策，推动老字号创新发展，带动
居民消费升级。

打造夜经济文化IP示范街区

济南市市中区政府网显示，
此前在选址、设计上联合相关部
门多次协调调研，统筹考虑救援
半径、建筑布局、通行状况等因
素，舜玉路街道办事处将玉函路
60-4号楼南侧原有微型消防站
和城管网格工作站升级改造为
应急联防站，并于2021年年底投
入使用。

据了解，舜玉路街道办事处
依托应急联防站，着力打造“一
网两员三覆盖”（即以网格化为

基础，专业应急救援人员和网格
员为骨干，应急救援工作覆盖居
民、覆盖商户、覆盖社会）的应急
救援体系。

应急联防站设有备勤室、器
材室、办公室、执勤室、培训室、
应急指挥中心，配备专职应急救
援员和微型安全巡查车，实现人
员24小时在岗，基础救援物资随
时调用，救援服务随时开展，提
高各类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置能
力。

本报4月21日讯(记者 于泊
升 程凌润) 中国人民政治协
商会议第十五届济南市委员会第
一次会议圆满完成各项任务，今
天上午在山东会堂闭幕。

闭幕会前，市政协十五届一
次会议举行选举大会。雷杰当选
为主席，王京文、刘梦海、王伯芝、
赵居安、刘勤、王建森、刘霞当选
为副主席，赵居安当选为秘书长。
大会还选出了政协第十五届济南
市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

中共山东省委常委、济南市
委书记刘强，新当选的市政协主
席、副主席、秘书长，出席闭幕大
会并在主席台前排就座。市委副
书记、代市长于海田，市人大常委
会党组书记韩金峰，市十七届人
大常委会主任殷鲁谦应邀出席大
会。

闭幕会由雷杰主持。会议宣
布选举结果，通过了政协第十五
届济南市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关于
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政
协第十五届济南市委员会第一次

会议关于常务委员会提案工作报
告的决议、政协第十五届济南市
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提案审查委员
会关于市政协十五届一次会议提
案审查情况的报告、政协第十五
届济南市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政治
决议。

刘强在大会上讲话。他代表
中共济南市委对大会的圆满成功
表示热烈祝贺！向五年来认真履
职尽责，为全市经济社会发展作
出积极贡献的全市各级政协组织
和广大政协委员，各民主党派、工
商联、无党派人士、各人民团体和
各族各界人士，表示衷心的感谢！

刘强指出，五年来，全市各级
政协组织牢牢把握团结和民主两
大主题，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认真履
职尽责，努力建设为民政协、务实
政协、开放政协，为全市经济社会
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市第十二
次党代会明确了今后五年发展的
主题主线，这次市“两会”又对这
些目标任务进行了具体部署，把

现代化强省会的蓝图变成美好现
实，迫切需要人民政协开拓创新、
履职尽责，汇聚心往一处想、劲往
一处使的强大力量。

刘强代表中共济南市委，就
济南政协工作在新征程上接续奋
斗再立新功提出希望和要求。他
说，接续奋斗再立新功，必须把牢
正确政治方向，坚持以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立根
铸魂，毫不动摇坚持党的领导、强
化理论武装、加强政协组织党的
建设，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
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坚定拥护

“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
护”。接续奋斗再立新功，必须围
绕大局建言献策，融入大局、服务
大局，围绕大事献良策，聚焦难事
建真言，紧盯要事强监督。接续奋
斗再立新功，必须广泛凝聚共识
合力，坚持大团结大联合，坚持一
致性和多样性统一，强化思想引
领，强化宣传引导，强化统战功
能，找到最大公约数，画出最大同
心圆。接续奋斗再立新功，必须坚

持忠实为民履职，扎根群众、服务
群众，深入基层共商民事，深入基
层体察民意，深入基层化解民忧。
接续奋斗再立新功，必须加强政
协自身建设，切实增强履职本领，
强化制度建设，锤炼严实作风，在
强省会建设大局中展现更多政协
作为。

刘强要求，全市各级党委要
把政协工作纳入党委工作全局，
全力支持政协依照章程独立负
责、协调一致地履行职能。各级各
部门要主动接受政协民主监督，
认真办理政协提案建议，推动形
成重视政协工作、支持政协事业
的良好氛围。

雷杰表示，会议期间，全体委
员紧扣市委、市政府决策部署和
人民群众所思所盼，深入协商议
政，积极建言献策，广泛增进共
识，充分体现了高度的政治责任
感和历史使命感。会议高举旗帜、
务实高效、风清气正，开得圆满成
功。在中共济南市委的坚强领导
下，在历届市政协奠定的良好基

础上，政协第十五届济南市委员
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将履职尽责、
担当作为，不辱使命、不负重托，
进一步把济南市政协事业推向前
进。要紧扣市党代会决策部署和

“两会”的工作安排，深入协商议
政，精准建言献策，广泛凝聚共识，
以更加饱满的热情、更加务实的作
风、更加扎实的工作，努力在强省
会建设新征程中，干出新样子，展
现新作为，为省会当好“三个走在
前”排头兵贡献政协智慧和力量，
为加快建设新时代社会主义现代
化强省会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出席大会并在主席台就座的
还有：徐华东、徐长玉；李鹏、杨光
忠、孙斌、戴龙成、翟军、李国强、
刘科；苏树伟、蒋晓光、王拥华；朱
应铭、牛志春、林殿玲；崔少良；谭
延伟、雷天太、巩宪群、李胜利、刘
程华、刘大坤；吴德生、尹清忠；李
向阳、鲍峰；段青英、崔大庸、毕筱
奇、李继民、王勤光；张作平、李好
臣；刘杰、徐延明、董杰、吕凤华、
刘安庆、李兴实；刘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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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急联防站实现人员24小时在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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