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 月 31 日下午，中国共产党安徽省第十一次代表大会在合肥胜利闭幕。 图为代表步出会场。
本报记者 程兆 摄

中国共产党安徽省第十一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名单
（55名）

（按姓氏笔画为序排列）
王 军 王 岚(女) 王 忠 王 珏(回族) 王国雨 王章来 方晓利 华克思 刘 浏(女) 刘大群 刘立兵
刘海泉 汤春和 孙 军 苏健勇 李 文 李 军 李晓清 李朝晖 吴 鹏(女) 吴劲松 何 毅 张 勇
张 翔(女) 张 黎(女) 张启明 张国安 张耀恒 陈 红(女) 陈 英(女) 陈 新 邵晓晖 罗建华 金维加
周新发 郑 斌 项中胜 项跃文 赵振华 查文彪 洪建春 耿延强 桂 青 夏瑜保 顾 文(女) 徐礼国
唐汝平 黄 干 黄 杏 黄慧平 常业军 章绍伟 董桂文 戴卫义 魏常年

中国共产党安徽省第十一届委员会候补委员名单
（16名）

（按得票多少排列，得票相等的，按姓氏笔画为序排列）
丁庆领 冯克金 刘同柱 严 琛 杨 正(黎族) 吴 焰 (女,侗族) 余 静(女) 张 肖 张 明 张志强 陆 林
陈 军(女) 陈诗一 陈爱军(女) 贺泽群 黄晨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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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安徽省第十一次代表大会
关 于 十 届 省 委 报 告 的 决 议

（2021 年 10 月 31 日中国共产党安徽省第十一次代表大会通过）
中国共产党安徽省第十一次代表大

会批准郑栅洁同志代表十届省委所作的
报告。大会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
帜，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为指导， 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习近平总
书记对安徽作出的系列重要讲话指示批
示，回顾和总结了过去五年的工作和发展
变化，分析了安徽面临的形势环境，作出
了安徽发展正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的重
大判断，阐述了全面强化“两个坚持”、全
力实现“两个更大”的时代使命，确立了建
设创新安徽、共进安徽、美丽安徽、开放安
徽、幸福安徽的奋斗目标，对建设现代化
美好安徽和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作出
了全面部署。 大会通过的十届省委的报
告，描绘了共同谱写现代化美好安徽建设
新篇章的发展蓝图，进一步明确了安徽各
项事业的总体要求、目标任务，是指导今
后五年全省工作的纲领性文件。

大会认为， 报告阐明的大会主题对省
委团结带领全省人民走好赶考路、 奋进新
征程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全省广大党员
干部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为指导，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忠诚尽
职、奋勇争先，全面强化“两个坚持”、全力实
现“两个更大”，共同谱写现代化美好安徽建
设新篇章，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
国梦贡献安徽力量。

大会对十届省委的工作给予充分肯
定。 省第十次党代会以来，十届省委牢记
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关怀和殷切嘱托，团
结带领全省人民感恩奋进、 砥砺前行，党
的创新理论武装走深走实，部分领域实现
并跑领跑，区域协调发展共进共赢，生态
文明建设有力有效，经济社会发展活力激
发迸发，人民群众生活有得有感，民主法
治建设提质提效，宣传思想文化建设立心
立魂，社会大局安定稳定，政治生态净化
优化，顺利完成省第十次党代会确定的目
标任务。 今天的安徽，能级之变、位势之
变、创新之变、风气之变前所未有，跨上了
以前可望而不可及的台阶，获得了许多过
去想获得而没有获得的机遇，办成了许多
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解决了许多
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问题。 今天的安
徽形象更加光彩，今天的安徽人民更加自
信，七千万江淮儿女满怀感恩、充分信赖、
衷心拥戴习近平总书记。

大会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
书记两次亲临安徽考察， 发表系列重要讲
话指示，为安徽高质量发展擘画美好蓝图。
今后五年， 全省广大党员干部要把全面强
化“两个坚持”、全力实现“两个更大”作为践
行“两个维护”的政治检验，知责于心、担责
于身、履责于行，坚决做到“总书记有号令、
党中央有部署，安徽见行动”。

大会强调， 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
局加速演进，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关键
时期， 安徽也进入实现新的更大发展的关

键时期，必须胸怀“两个大局”，心系“国之大
者”，善于在危机中扬长补短抢抓新机遇，于
变局中改革开放开创新局面。 要深入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
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安徽作出的系列重要讲
话指示批示，认真落实“五位一体”总体布
局、“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增强“四个意识”、
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立足新
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
念，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坚持稳中求进
工作总基调，以解放思想为先导，以推动高
质量发展为主题， 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为主线，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以满足
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根本目
的，以全面从严治党为根本保证，忠诚尽职、
奋勇争先，全面强化“两个坚持”、全力实现
“两个更大”， 加快打造具有重要影响力的
“三地一区”， 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
裕，共同谱写现代化美好安徽建设新篇章。

大会指出，今后五年的奋斗目标是，坚
持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加快建设经济强
的创新安徽；坚持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加快
建设格局新的共进安徽； 坚持人与自然和
谐共生，加快建设环境优的美丽安徽；坚持
全面深化改革， 加快建设活力足的开放安
徽；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加快建
设百姓富的幸福安徽。

大会同意报告关于今后五年主要任
务的部署。 大会强调，建设现代化美好安
徽，要咬定目标、脚踏实地，埋头苦干、久
久为功，迅速扩大科技创新、新兴产业、生
态资源、交通区位等优势，持续缩小地区、
城乡、收入三大差距。 要坚定不移打造具
有重要影响力的科技创新策源地，强化国
家战略科技力量， 强化合肥综合性国家科
学中心建设，强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强化
科技体制机制改革， 把更多创新成果就地
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要坚定不移打造具有
重要影响力的新兴产业聚集地， 大力改造
提升传统产业，大力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大
力推进数字经济健康发展， 大力发展现代
服务业，促进产业链提质扩量增效，做强做
优做大实体经济，加快打造制造强省。要坚
定不移打造具有重要影响力的改革开放新
高地，进一步激发市场主体活力，进一步健
全高标准市场体系， 进一步创新政府管理
和服务方式，进一步推进自贸试验区发展，
进一步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 推动更深层
次改革、更高水平开放。要坚定不移打造具
有重要影响力的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
型区，以更高站位推进碳达峰碳中和，以更
大力度改善生态环境质量， 以更实举措推
进生态系统保护修复， 以更严要求推进生
态环境治理，全省域、全过程、全方位加强
生态文明建设。 要坚定不移在高质量发展
中促进共同富裕，着力增加居民收入，着力
统筹区域协调发展，着力推动皖北振兴，着
力提升城市发展能级， 着力推进中小城市
建设，着力提升就业和社会保障水平，着力
发展社会事业，着力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

提高发展的平衡性、协调性和包容性。要坚
定不移落实重大国家战略， 积极推进长三
角一体化发展， 积极推动中部地区高质量
发展，积极打造美丽长江（安徽）经济带，积
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积极实施扩大内
需战略，积极构建现代流通体系，在深化区
域合作中增强发展动能、拓展发展空间。要
坚定不移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促进农业高
质高效，促进乡村宜居宜业，促进农民富
裕富足，推动安徽从农业大省向农业强省
转变。 要坚定不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
治，加强和改进新时代人大工作，加强和
改进新时代人民政协工作，加强和改进统
一战线工作，加强军地协作，不断发展全
过程人民民主， 巩固和发展生动活泼、安
定团结的政治局面。 要坚定不移推动文化
事业和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守牢意识形
态主阵地，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旋
律，拓展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主渠道，培育
“皖字号”文化产业主力军，促进人民精神
生活共同富裕。 要坚定不移建设更高水平
法治安徽、平安安徽，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维护政治安全，维护经济科技安全，维护人
民生命安全，维护社会稳定，做到防风险、
保稳定、护安全。

大会强调，在新的征程上，要牢记打铁
必须自身硬的道理。 要从党的百年奋斗历
史中汲取前进力量，严格遵循党章，全面贯
彻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和新时代党的组
织路线，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以党的政治建
设为统领，继续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
大工程，切实把忠诚践行“两个维护”作为根
本政治要求， 切实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
位，切实强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切实打造
高素质专业化干部队伍，切实全方位培养引
进使用人才，切实加强基层组织建设，切实
弘扬优良作风，切实深化反腐败斗争，把各
级党组织建设得更加坚强、更加有力，营造
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

大会强调，建设现代化美好安徽，关键
在实干。 全省党员干部要增强奋斗有我的
敬业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定下的事
要坚定贯彻、坚决落实，经过实践证明行之
有效的事要守正创新、创优打法，符合规律
看准的事要大胆地干、坚决地干。 要保持奋
勇争先的事业追求，确保所承担的任务在全
国横向比较中都能获得高分、确立优势。 要
砥砺奋发图强的干事热情，使发展的每一步
都出色、出彩、出众。要强化奋不顾身的责任
担当，敢于较真碰硬、挑重担子、啃硬骨头，
以钉钉子精神抓好各项工作落实。

大会号召，全省各级党组织、全体党员
和广大人民群众，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
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解放思想、奋勇争先，
知重负重、攻坚克难，加快建设经济强、格局
新、环境优、活力足、百姓富的现代化美好安
徽， 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安
徽力量！

中国共产党安徽省第十一次代表大会
关于省第十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

（2021 年 10 月 31 日中国共产党安徽省第十一次代表大会通过）

中国共产党安徽省第十一次代表大
会审查、批准省第十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工
作报告。大会充分肯定了省第十届纪律检
查委员会的工作。

大会认为， 省第十次党代会以来，在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
学指引下，在中央纪委和省委的坚强领导
下，省纪委和各级纪检监察机关深入学习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
话指示精神，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
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定稳妥推进全
面从严治党、 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

争，充分发挥监督保障执行、促进完善发
展作用，推动政治生态净化优化，为全省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脱贫攻坚取得全面胜
利提供了坚强保障。

大会要求，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
大旗帜，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坚决贯彻以习近
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全
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安徽作出的系列
重要讲话指示批示，按照中央纪委和省第
十一次党代会部署要求， 立足新发展阶

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服
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坚持稳中求进工作
总基调，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坚定
不移全面从严治党，聚焦“两个维护”强化
政治监督，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
体制机制建设，锲而不舍贯彻落实中央八
项规定精神，深入整治群众反映强烈的突
出问题，忠诚尽职、锐意进取、担当作为，
为加快打造具有重要影响力的 “三地一
区”、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共同
谱写现代化美好安徽建设新篇章提供坚
强保障。

省第十一次党代会主席团举行第六次会议
郑栅洁主持会议

通过了十一届省委候补委员候选人名单 通过了关于省委
报告的决议（草案）和关于省纪委工作报告的决议（草案）

本报讯 （记者 李晓群）10 月 31 日上
午，中国共产党安徽省第十一次代表大会
主席团举行第六次会议。

郑栅洁主持会议。

省第十一次党代会总监票人报告了
十一届省委候补委员候选人预选结果。

会议通过了十一届省委候补委员候
选人名单。

会议通过了关于省委报告的决议（草
案），决定提交大会表决。

会议通过了关于省纪委工作报告的
决议（草案），决定提交大会表决。

中国共产党安徽省第十一届委员会委员名单
（88名）

（按姓氏笔画为序排列）
丁 纯 丁向群(女) 王 宏(女) 王 诚 王启荣 王清宪 方 正 孔 涛 孔晓宏 邓向阳 邓真晓 叶露中
史涤云 宁 波 朱 斌 朱浩东 任泽锋 刘 莉(女) 刘 惠 刘大群 刘玉杰 刘明波(蒙古族) 刘海泉
江 洪 江刘伍 许继伟 孙 勇 孙云飞 孙正东 孙东海 孙丽芳(女) 杜延安 李 中 李建中 杨 军
杨光荣 吴 劲 何树山 何淳宽 余三元 谷剑锋 辛建民 汪一光 汪华东 沈 强 宋国权 张 永
张冬云 张西明 张红文 张孝成 张君毅 张岳峰 张祥安 张韵声 张曙光 陈 武 林 海 罗云峰
周 密 周家龙 周喜安 郑 宏 郑栅洁 单向前 钟俊杰 姚玉舟 袁 方 袁 华(女) 钱桂仑 徐发成
凌 云(女) 郭 强 陶明伦 黄晓武 董开军 蒋 曦 韩 军 韩永生(女) 覃卫国(壮族) 程丽华(女)
舒歌群 虞爱华 雍成瀚 潘东旭 潘朝晖 操龙灿 魏晓明

牢记嘱托走好赶考路 只争朝夕奋进新征程
———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安徽省第十一次代表大会胜利闭幕

描绘美好蓝图， 凝聚奋进力量。
中国共产党安徽省第十一次代表大
会圆满完成各项议程，昨天在合肥胜
利闭幕。 我们对大会取得圆满成功表
示热烈祝贺！

省第十一次党代会是一次忠诚
践行“两个维护”的大会，是一次继往
开来谱写新篇的大会，是一次忠诚尽
职奋勇争先的大会。 大会科学确立了
安徽今后五年奋斗目标，全面贯彻了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
要讲话指示精神，描绘了安徽未来发
展的美好蓝图，集中反映了全体党代
表的智慧结晶，充分体现了全省人民
的共同愿望。 这次大会必将极大地激
励全省广大党员干部群众 ， 乘势而
上、乘胜而进、乘风破浪，再创辉煌。

站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
史交汇点上， 今后五年是安徽实现新
的更大发展的关键时期。 全省各级党
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群众， 必须以更
加饱满的激情和更加昂扬的斗志，走
好赶考路、奋进新征程。要坚持以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
要讲话精神， 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对安徽作出的系列重要讲话指示批
示，认真落实 “五位一体 ”总体布局 、
“四个全面 ”战略布局 ，增强 “四个意
识 ”、坚定 “四个自信 ”、做到 “两个维
护”，立足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
面贯彻新发展理念， 服务和融入新发
展格局，忠诚尽职、奋勇争先，全面强
化“两个坚持”、全力实现“两个更大”，
加快打造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科技创新
策源地、新兴产业聚集地、改革开放新
高地和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
区，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共
同谱写现代化美好安徽建设新篇章。

走好赶考路 、奋进新征程 ，必须
在战略谋划上谋深谋远、 保持定力，
在战术实施上时不我待、 只争朝夕。
要坚持高水平自立自强，加快建设经
济强的创新安徽；坚持城乡区域协调
发展， 加快建设格局新的共进安徽；
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加快建设环
境优的美丽安徽； 坚持全面深化改
革， 加快建设活力足的开放安徽；坚
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加快建
设百姓富的幸福安徽。

幸福生活靠奋斗，美好安徽靠奋
斗。 要增强时不我待的紧迫感、舍我
其谁的使命感、 奋斗有我的责任感，
以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履职尽责，以
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干事创业，以清

单化 、闭环式工作机制 ，把大会提出
的十个方面主要任务落到实处，抓出
实效。 要拉高标杆，扬长补短，咬定目
标、脚踏实地 ，埋头苦干 、久久为功 ，
把每一件事情干精致干极致，把每一
项工作做出色做出彩，奋力把安徽各
项事业发展推向新的更高台阶。

建设现代化美好安徽，关键在党，
关键在实干。 要继续推进新时代党的
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切实把忠诚践行
“两个维护”作为根本政治要求，坚决
做到“总书记有号令、党中央有部署、
安徽见行动”。要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
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思想建设、组织
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深入推进
反腐败斗争， 充分发挥全面从严治党
政治引领保障作用。 要弘扬伟大建党
精神， 教育引导党员干部认识到干事
担事是职责所在、价值所在，增强奋斗
有我的敬业精神， 保持奋勇争先的事
业追求，砥砺奋发图强的干事热情，强
化奋不顾身的责任担当。

发展蓝图已经绘就，美好安徽前
景可期。 我们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
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解放
思想 、奋勇争先 ，知重负重 、攻坚克
难 ，加快建设经济强 、格局新 、环境
优 、活力足 、百姓富的现代化美好安
徽，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
召开，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
国梦贡献安徽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