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记者龚俊慧 见习记者

徐骞报道：

2

月

17

日上午， 市五届

人大四次会议主席团举行第二次会

议。大会主席团常务主席陈云、李高

兴、任海斌、杨建林、潘表光、吴曙、

江怡、郑艳斐、周金明、吴磊、刘少旺

出席。

主席团常务主席杨建林主持会

议。

会议应到大会主席团成员

66

名，实到

62

名，符合法定人数。

会议听取了大会秘书处关于各

代表团审议关于设立市人大有关专

门委员会的决定 （ 草案） 的情况汇

报、 关于各代表团审议市五届人大

四次会议选举和通过人选办法 （ 草

案）的情况汇报、关于各代表团审议

市五届人大四次会议民生实事项目

票决办法（ 草案）的情况汇报，决定

提请大会表决；听取了市委常委、组

织部长任海斌所作的关于市委推荐

的市人大常委会委员候选人和市人

大有关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人选名

单情况说明，决定作为主席团提名，

提交各代表团酝酿、讨论。

（下转第四版）

市五届人大四次会议开幕。 首席记者 徐斌 摄

本报讯 记者徐芸报道：

2

月

17

日上午， 上饶市第五届人

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在市艺术中心隆重开幕。

陈云、李高兴、郭素芳、任海斌、杨建林、潘表光、吴曙、江

怡、郑艳斐、周金明、吴磊、周遐光、郑晓春、郑卫平、余接成、胡

伟、刘少旺在主席台前排就座。

大会主席团常务主席李高兴主持会议。

邱向军、俞健等市委、市政府、市政协、上饶军分区、市中级人

民法院、市人民检察院、上饶师院、上饶经开区、江西医专领导同

志，主席团其他成员，在饶的担任过市

(

地

)

人大、政协正厅实职的

老同志，担任过省人大、省政协厅级职务的老同志，担任过市

(

地

)

人大副厅职务在人大退休的老同志在主席台就座。

大会应到代表

483

名，实到代表

458

名，合乎法定人数。

市人民政府市长邱向军在大会上作政府工作报告。 他说，

2022

年是上饶发展史上极不平凡、极为不易的一年，也是全市

经济社会逆势奋进、勇毅前行的一年。 我们在省委、省政府和

市委坚强领导下， 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和党的二十大精神，坚决落实“ 疫情要防住、经济要稳住、

发展要安全”重要要求，迎难而上、开拓创新，实现了本届政府

工作良好开局。 全年地区生产总值增长

5.1%

，一般公共预算

收入增长

6.3%

，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长

9.1%

，固定资产投资增

长

8.6%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

5.9%

，城镇和农村居民人

均可支配收入分别增长

5.1%

、

7.1%

， 主要经济指标增速稳居

全省“ 第一方阵”。

邱向军指出，这一年，全市上下众志成城，科学果断处置

了多点突发的大疫情，奋勇战胜了历史极值的大汛情，全力抗

击了百年未有的大旱情， 最大限度减少了疫情影响和灾害损

失，在大战大考中进一步彰显了“ 一座城、一条心、一起拼、一

定赢”的磅礴力量！ 这一年，上饶成功跻身全国

Ⅱ

型大城市，成

功获批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 国家新型工业化大数据产

业示范基地，连续

4

年获评全省工业高质量发展先进设区市，

连续

3

年荣获全省“ 五型”政府建设先进市，工业稳增长和转

型升级、全面推行林长制、土地集约节约利用等工作获国务院

督查激励。 这一年，我们先后承办了全省文化强省建设推进大

会、中国数字经济产业大会、第十八届赣台经贸文化合作交流

大会、全省农业发展大会等多场综合性会议，极大提升了大美

上饶的知名度、美誉度和影响力。

邱向军指出，一年来，全市稳定经济有力有效，稳企业保

市场，抓项目扩投资，促消费畅流通；产业升级提速提质，工业

经济快速突破，旅游市场持续火爆，数字经济加速壮大，现代

农业风起云涌；城乡发展互融互促，新型城镇化进程加快，乡

村建设蹄疾步稳，环境质量持续优化；改革开放走深走实，改

革效能持续释放，开放水平持续提升，创新能力持续增强；民

生改善用心用情，社会保障更加有力，公共服务日益普惠，社

会大局和谐稳定；自身建设从严从实，政府系统党风廉政建设

和反腐败斗争纵深推进。

邱向军强调，今年是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开局之年，是

实施“ 十四五”规划承前启后的重要一年。 政府工作的总体要

求是：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

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坚决落实省委、

省政府决策部署和市委五届三次全体会议精神， 坚持稳中求

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主动服务和

融入新发展格局，更好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更好统

筹发展和安全，全力以赴拼经济、稳增长，全力以赴建设制造

强市、打造区域中心，奋力开创现代化大美上饶新篇章。

邱向军强调，今年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预期目标是：地区

生产总值增长

7.0%

以上，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长

6.5%

以上，

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长

8.5%

以上， 固定资产投资增长

8.5%

以

上，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

8.5%

以上，城镇和农村居民人

均可支配收入分别增长

6.5%

以上、

8.0%

以上， 城镇调查失业

率控制在

5.5%

以内，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控制在

3%

左右，主要

污染物排放等指标完成省下达目标。 为实现上述目标，重点抓

好八个方面工作： 坚定不移推进产业升级， 加速建设制造强

市，加速推动全域旅游提档升级，加速发展数字经济；坚定不

移扩大投资消费需求，精准有效扩投资，提质扩容促消费；坚

定不移建设区域中心城市，强化高起点规划、高标准建设、精

细化管理；坚定不移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打造农业强市，壮大

县域实力，建设最美乡村；坚定不移打造对接长三角一体化发

展先行区，推进更深层次改革、更高水平开放、更大力度创新；

坚定不移保护生态环境，加强污染防治，加快低碳转型；坚定

不移保障改善民生，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公共服务体系、社会

治理体系；坚定不移打造人民满意政府，永葆绝对忠诚，严格

依法履职，强化作风建设，守牢廉洁底线。

邱向军强调，实干成就事业，奋斗开创未来。 让我们更加

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在省委、省

政府和市委的坚强领导下，脚踏实地、埋头苦干，踔厉奋发、勇

毅前行，为建设制造强市、打造区域中心，奋力开创现代化大

美上饶新篇章而团结奋斗。

会议还提请审查上饶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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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案的报告、

上饶市

2023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提请审查上饶

市

2022

年全市和市级预算执行情况及

2023

年全市和市级预

算草案的报告、上饶市

2023

年市级预算草案；表决通过关于

设立市人大有关专门委员会的决定； 表决通过市五届人大四

次会议选举和通过人选办法； 表决通过市五届人大四次会议

民生实事项目票决办法。

列席大会的有：市政协全体委员，不是市人大代表的省人

大代表，市委各部门、市直各单位、驻外机构、中央和省属驻饶

企业、新闻单位负责同志。

2023

年

2

月

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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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五届人大四次会议隆重开幕

陈云出席 邱向军作政府工作报告 李高兴主持 俞健出席

市

五

届

人

大

四

次

会

议

主

席

团

举

行

第

二

次

、

第

三

次

会

议

邱向军作政府工作报告。 首席记者 徐斌 摄 李高兴主持会议。 首席记者 徐斌 摄

工厂机器轰鸣、景区人流如

织、商家顾客盈门……疫情防控

进入新阶段后的第一个春天，大

江南北 ，各行各业 ，处处焕发生

机活力。

开局关乎全局，起步决定后

程。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坚强领导下， 各地各部门拿

出“ 拼”的精神、“ 闯”的劲头、“ 实”

的干劲，更好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加快构建新发展

格局，向着新目标，扬帆再出发。

乘势而上巩固经济回稳向上基础

2

月

2

日上午，被誉为“ 世界超市”的义乌中国小商品城迎

来兔年开市首日，

7.5

万个商位开门迎客，客流量超过

22

万人

次，

210

多万种商品迭代上新。

春潮澎湃，升腾万千气象。 开年以来，从政府到企业，从城

市到乡村，从工厂到田间，人们铆足干劲，奋力开新局。

1

月份，制造业

PMI

重返扩张区间；新增信贷

4.9

万亿元，

创下单月历史新高；中小企业发展指数止跌回升；截至

1

月末，

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

31845

亿美元，较

2022

年末上升

1.82%

……一系列指标释放经济运行积极信号。

作为固定资产投资风向标之一的“ 挖掘机指数”显示，自

1

月

23

日以来，全国各地逐步掀起建设热潮，总体开工率稳步

上升。 粗略统计，春节后两天，河南、陕西、福建、广东、湖南、江

苏、辽宁等多地重大项目集中开工，项目总数超过

3900

个。

从交通、能源、水利等领域补短板投资，到

5G

基站、大数

据中心、新能源充电桩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一批批重点项目

有序推进，更好发挥投资对优化供给结构的关键作用，为高质

量发展积蓄动能。

春节消费是观察中国经济的一个窗口。 春节假期，全国实

现国内旅游收入

3758.43

亿元，同比增长

30%

；全国重点零售

和餐饮企业销售额增长

6.8%

；电影票房突破

67

亿元，位居影

史同期第二。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 要把恢复和扩大消费摆在优先

位置。 ”

1

月

31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次集

体学习时强调：“ 建立和完善扩大居民消费的长效机制， 使居

民有稳定收入能消费、没有后顾之忧敢消费、消费环境优获得

感强愿消费。 ”

连日来，各地乘势推动消费

加快恢复：新疆开展汽车消费补

贴活动、 汽车下乡专项行动；上

海明确实施绿色智能家电消费

补贴 ；河北提出 ，实施城乡商业

体系建设工程，充分挖掘农村消

费潜力……

作为全球第二大消费市场，

中国加快恢复和扩大消费， 为全

球消费市场复苏注入暖意。

飞机“ 过水门”仪式、红毯礼遇、政府官员迎接……时隔三

年，中国出境团队游按下“ 重启键”，中国游客所到之处，无不

受到热烈欢迎。 据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预测，中国有序恢复公

民出境游将极大促进亚太地区乃至全球旅游业复苏。

海外看好中国出境游溢出效应， 关键在于中国经济加速

恢复为全球经济复苏带来的机遇和动力。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 发布《 世界经济展望报告》 更

新内容，大幅上调今年中国经济增长预期至

5.2%

。 摩根士

丹利 、高盛 、瑞信 、瑞银等知名投行也纷纷上调中国经济增

长预期。 （下转第四版）

笃 定 信 心 ， 稳 中 求 进

——— 2023 年中国经济开局述评

新华社记者 魏玉坤、邹多为、周圆

新华社北京

2

月

17

日电（ 记者张研

)

《 中国共产党

的一百年》英文版首发式

17

日在京举行。 该书由中央

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翻译，近日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

面向海内外发行。

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院长曲青山在首发式上表

示，《 中国共产党的一百年》英文版出版发行，是继

2022

年中文版出版发行之后， 全国党史界、 理论界和党史学

习、理论教育以及外宣工作的一件大事。英文版在坚持与

中文版一致的权威性、科学性、准确性、完整性、系统性、

针对性的基础上，努力达到著作翻译的“ 信、达、雅”标准，

完全忠实于中文原著，概念和表述准确规范，文字流畅、

表达优美，为国际社会了解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历程、创新

理论和实践，感受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的精神面貌，

提供了真实、珍贵、权威的第一手译文资料。

据介绍，《 中国共产党的一百年》 全面反映了党的

百年历史， 充分记述和反映了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取

得的历史性成就、 发生的历史性变革和积累的新鲜经

验。 《 中国共产党的一百年》英文版出版发行是权威党

史正本“ 走出去”的一次开拓，有助于世界上更多的读

者了解中国共产党的历史。

《中国共产党的一百年》英文版在京首发

强化使命担当 激励团结奋斗 为开创现代化大美上饶新篇章作出更大贡献

陈云邱向军郭素芳李高兴俞健参加人大政协团组审议讨论

本报讯 记者陈绍鹏 蔡晓军 龚俊慧 徐芸 方子健报道：

2

月

17

日，市委书记陈云，市委副书记、市长邱向军，市委副书

记郭素芳，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李高兴，市政协主席俞健，分别

参加代表团审议和政协联组讨论，听取代表、委员们的意见建

议，与大家共商上饶经济社会发展大计。

审议讨论时，代表、委员们表示，政府工作报告总结成绩

客观全面、分析问题实事求是、制定目标科学务实、部署工作

精准有力，是一个务实精准、催人奋进的好报告，大家完全赞

同。 代表、委员们还结合各自工作实际，为推动上饶经济社会

发展，积极建言献策。

陈云在参加广丰区代表团审议时指出，过去的一年，全市

上下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

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的决策部署，经济

社会发展和党的建设取得了显著成效。迈进新征程，我们要持

续发扬团结奋斗的精神，推动各项工作再上新台阶，确保现代

化建设开好局起好步。广丰区作为全市县域经济的领头羊，要

更加注重保护激发调动干部积极性、 注重保护调动坚定企业

家信心、注重理顺群众心气，切实凝聚起“ 一座城、一条心、一

起拼、一定赢”的磅礴力量，不断加快进位赶超步伐。在参加政

协联组讨论时，陈云强调，上饶的发展，关键在工业，必须坚定

不移、持之以恒抓工业，切实做好“ 人气、人才、人流、人情味”

文章，以人气的提升做大经济规模，以人才的汇聚抢占发展制

高点，以人流的集聚提高经济活跃度，让城市更有人情味，促

进各类要素资源加速集聚，不断提高产业辐射带动力，为建设

制造强市注入更多新动能。

在广信区代表团，邱向军强调，广信区要进一步贯彻落实

市委、市政府决策部署，在县域经济 、产业发展 、城市建设 、

乡村振兴 、改善民生上作示范 、勇争先 ，奋力在“ 建设制造

强市，打造区域中心”中作出更大广信贡献 、彰显更大广信

担当。 邱向军在政协联组讨论时指出，全面融入长三角，要

把握招大引强主动出击 、开放平台主动对接 、科技创新主

动学习 、营商环境主动看齐“ 四个主动 ”；推进现代服务业

高质量发展，要展现做强全域旅游 、做旺商贸消费 、做活金

融会展“ 三大作为”；打造区域中心城市 ，要做好科学规划 、

功能完善 、精细管理“ 三篇文章 ”，努力把上饶打造成为中

部一流区域中心城市。

郭素芳在参加政协联组讨论时指出， 持续改善公共服务

水平、全面提升人民生活品质，必须要统筹考虑城乡这两个关

键重点，必须要高度关注“ 一老一小”这两个关键群体，必须要

系统推进硬件建设和软件建设这两个重要方面， 大力彰显饶

信文化魅力，推动“ 一座城、一条心、一起拼、一定赢”精神浸润

人心，为建设现代化大美上饶新篇章凝心聚力。

在参加信州区代表团审议时，李高兴强调，信州区要贯彻

落实好市委、市政府决策部署，按照“ 中心城区人口集聚和城

市繁荣”“ 打造区域消费中心城市的支点与基点”目标定位，树

牢“ 城市经营”理念，对标一流、奋力进取，努力争创新时代“ 第

一等的工作”，以一域之光为全局添彩，为“ 建设制造强市、打

造区域中心”贡献更多的“ 信州力量”。

俞健在参加铅山县代表团审议时强调， 要在融入上饶中

心城区上走前列，努力打造山水文化精致县城；要在推动全域

旅游上走前列，做大做强做美铅山旅游；要在乡村振兴上走前

列， 努力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 要在生态文明建设上走前

列，全力做好保护和科学利用两篇文章；要在社会治理上走前

列，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