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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26日讯（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
者曹忠义 闫紫谦 薛立伟）26日下午，在
圆满完成各项会议议程后，黑龙江省第
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六次会议胜利闭
幕。

大会主席团成员在主席台就座。第
三次大会执行主席许勤、王永康、王兆
力、贾玉梅、胡亚枫、李显刚、孙珅、谷振
春、范宏、宋宏伟、李洪国、李锡文、张宝
伟、徐向国在主席台前排就座。

省领导胡昌升、黄建盛、陈海波、张
安顺、李海涛、张巍、聂云凌、沈莹、徐建
国、康建国、孙东生、王一新、李毅、杨博、
李玉刚、郝会龙、赵雨森、张显友、马立
群、刘睦终、庞达、迟子建、韩立华、曲敏，
省法院院长石时态，省检察院检察长高

继明，省军区领导杨杰、高杏富，武警黑
龙江省总队司令员宋元俊，哈尔滨市领
导孙喆、赵铭、秦恩亭在主席台就座。

李显刚主持会议。
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现有代表

558名，出席省十三届人大六次会议第三
次全体会议的代表 444 名，符合法定人
数。

会议首先表决通过了省第十三届人
民代表大会第六次会议选举办法和总监
票人、监票人名单。随后，进行大会选
举。根据计票结果，许勤当选黑龙江省
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
任，王永康、王兆力、贾玉梅当选黑龙江
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
主任，于波等 7人当选黑龙江省第十三届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
会议表决通过了黑龙江省第十三届

人民代表大会民族侨务外事委员会主任
委员名单。

会议表决通过了黑龙江省第十三届
人民代表大会第六次会议关于政府工作
报告的决议、关于黑龙江省 2021年国民
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 2022年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的决议、关于
黑龙江省 2021 年预算执行情况和 2022
年预算的决议、关于黑龙江省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关于
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工作报告的决
议、关于黑龙江省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
的决议。

会议表决通过了《黑龙江省第十三

届人民代表大会关于接受胡亚枫请求辞
去黑龙江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副主任职务的决定》。

会议举行宪法宣誓仪式。新当选人
员在与会全体代表的见证下向宪法宣
誓。许勤领誓。

宪法宣誓后，许勤作了讲话。他说，
黑龙江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六次
会议，经过全体代表和与会同志的共同
努力，圆满完成了各项议程。这次会议
是一次高举旗帜、牢记嘱托、勇担使命的
大会，是一次民主团结、凝心聚力、提振
士气的大会，是一次解放思想、求真务
实、锐意进取的大会。

许勤表示，这次大会选举我担任省
人大常委会主任，这是各位代表和全省

人民的信任和重托。我将与全体代表一
道，坚决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
个维护”，坚定不移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
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
部署，忠实履行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职责，
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
有机统一，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
扎实推进法治黑龙江建设，恪尽职守、廉
洁奉公、勤勉工作、继承创新、接续奋斗，
全面加强人大常委会党组、机关党组、各
专门委员会分党组建设，自觉接受人民
监督，发挥代表主体作用，不断增进人民
福祉，共同开创新时代人大工作新局面，
不辜负各位代表和全省人民的期望。

许勤指出，过去一年，省人大及其常
委会在省委坚强领导下，紧跟党中央决

策部署，紧扣振兴发展大局，紧贴人民美
好生活需求，认真履行法定职责，有效发
挥职能作用，各项工作取得新成效，为龙
江振兴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今年是党
的二十大和省第十三次党代会召开之
年，是实施“十四五”规划的关键之年，做
好今年各项工作意义重大。我们要坚持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
历次全会精神，深入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胸怀“两个
大局”、心系“国之大者”，身在最北方、心
向党中央，以更加务实的举措推进高质
量发展，以更加昂扬的姿态奋进新征程、
奋斗新时代、再创新辉煌。

（下转第二版）

新华社北京 1月 26 日电 1 月 26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向英国48家集团俱
乐部同英中贸协、英国中国商会在伦敦
举办的“破冰者”2022新春庆祝活动致
贺电。

习近平指出，上世纪 50年代，以杰
克·佩里先生为代表的英国企业家开启

“破冰之旅”，打破了西方对华贸易的坚
冰。今年是中英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50
周年，回首过去，我们不会忘记为中英关

系发展作出历史贡献的老一辈友人。展
望未来，希望两国有识之士和工商界代
表秉持“破冰精神”，不断拓展互利合作，
赋予中英友好新的时代内涵，更好造福
两国和两国人民。

习近平向英国 48 家集团俱乐部
“破冰者”2022新春庆祝活动致贺电

本报26日讯（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曹
忠义 闫紫谦）26日下午，省十三届人大常委
会召开第六十七次主任会议。省委书记、省
人大常委会主任许勤主持会议并讲话。

许勤表示，刚刚闭幕的省十三届人大六
次会议，选举我为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主
任，选举王永康、王兆力、贾玉梅同志为副主
任，体现了党中央的关心和重视，体现了全
省人民和人大代表的信任和重托，我们将本
着对党和人民事业高度负责的精神，同主任
会议成员一道，以昂扬的精神状态，推动新
时代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

许勤强调，省人大常委会领导班子要带
头旗帜鲜明讲政治，深入学习领会“两个确
立”的决定性意义，深刻认识和把握坚持党
的全面领导这一最高政治原则，不折不扣贯
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要带
头提高依法履职能力和水平，把加强学习作
为重要任务来安排，以刻苦钻研的精神和永
不懈怠的态度投入到新的学习中，认真学习
领会和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
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为做好新时代人大工作
筑牢思想基础，不断提高专业化水平。要带
头围绕中心服务全省发展大局，找准切入

点、结合点、发力点，在地方立法上突出管
用，在监督工作上务求实效，在事项决议上
紧扣中心，在代表履职上彰显作为。要带头
加强人大工作规范化制度化建设，创新完善
人大各项工作制度，健全人大及其常委会、
专门委员会的议事制度，严格落实常委会会
议听取审议工作报告制度，坚持民主集中制
原则，不断增强省人大常委会领导班子的凝
聚力战斗力。要带头加强作风建设，严格落
实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大兴调
查研究之风，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
想，认真履行常委会党组主体责任，严格执

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努力做良好政治生
态和社会风气的建设者、维护者。

许勤要求，省人大常委会要在省委坚强
领导下，继续保持饱满的政治热情、良好的
精神风貌、务实的工作作风，团结带领常委
会组成人员、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和机关党
员干部，扎实做好今年各项工作，努力向党
和人民交上一份满意的答卷，为加力推进黑
龙江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作出新的更大贡
献。

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秘书长出席会
议。

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六十七次主任会议
许勤主持并讲话

黑龙江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六次会议，于2022年1月26日
选举产生黑龙江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1人、副主任
3人、委员7人。

主 任：许 勤
副主任：王永康 王兆力 贾玉梅（女）
委 员（按姓名笔画为序）：
于 波 王文铸 王 朗（女） 韦红兵（女）
赵万山 徐长勇 曹生利
现予公告。

黑龙江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六次会议主席团
2022年1月26日

黑龙江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公告

本报26日讯（黑龙江日报全
媒体记者闫紫谦 薛立伟）26日上
午，黑龙江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
大会第六次会议主席团举行第三
次会议。

大会主席团常务主席许勤、胡
亚枫、李显刚、孙珅、谷振春、范宏、

宋宏伟在主席台就座。
孙珅主持会议。
会议听取了关于各代表团审议

省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省法院工
作报告和省检察院工作报告情况的
汇报。

（下转第三版）

省十三届人大六次会议
主席团举行第三次会议

政治巡视再深化
监督利剑作用持续彰显
2021年我省巡视巡察工作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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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月26日电 1月 26日，国
家主席习近平向首届全球媒体创新论坛致
贺信。

习近平指出，2022年北京冬奥会即将开
幕，中方将为世界奉献一届简约、安全、精彩
的奥运盛会。此次论坛以“共享科技冬奥”

为主题，希望与会嘉宾集智共商、交流分享，
助力精彩展现冰雪运动独特魅力，发扬奥林
匹克精神，共同推动奥林匹克冬季运动发

展。
首届全球媒体创新论坛当日在北京开

幕，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

习近平向首届全球媒体创新论坛致贺信
经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批准

中央军委印发《关于加强
新时代军队人才工作的决定》

详见第二版

奋进新征程 奋斗新时代 再创新辉煌

省十三届人大六次会议胜利闭幕
许勤当选省人大常委会主任 王永康王兆力贾玉梅当选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通过政府工作报告等决议

闭幕会现场。省委书记、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主任许勤在省十三届人大六次会议闭幕
会上发表讲话。

26日，省十三届人大六次会议举行当选人员向宪法宣誓仪式。省委书记、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主
任许勤领誓。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郭俊峰 邵国良摄

本报26日讯（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薛立伟）26日下午，省政府召开第五次全体
（扩大）会议，对省十三届人大六次会议通过
的政府工作报告进行目标任务分解，部署今
年政府各项工作。省委副书记、省长胡昌升

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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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历次全会精
神以及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全面落实省
委十二届十一次全会暨省委经济工作会议

部署，更加清醒认识当前龙江发展面临的机
遇和挑战，坚定信心、强化担当，把省人代会
确定的各项目标任务落到实处，推动龙江高
质量发展。

胡昌升指出，当前，龙江振兴发展正处于

政策叠加乘势而上的机遇期、爬坡过坎转型
升级的攻坚期、矛盾累积风险交织的凸显期、
激发潜力振兴发展的关键期。要认清形势，
坚定高质量发展信心，攻坚克难、奋发有为，
加快推动龙江振兴发展。 （下转第二版）

胡昌升在省政府第五次全体（扩大）会议上强调

把省人代会确定的各项目标任务落到实处
坚定信心提振士气加快推动龙江振兴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