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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 1版）深化主动治理、未诉先办，用心用情用
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加强普惠性养老服
务，让老年人安享幸福晚年。要切实维护好首都
安全稳定。春节期间，各区各部门深入开展安全

隐患排查治理，坚决遏制重特大安全事故发生。
要扎实推进乡村振兴，坚持“大城市带动大京郊、
大京郊服务大城市”，有效促进城乡融合发展。要
更加奋发有为地做好首都各项工作，带头深入贯

彻党的二十大精神，认真抓好市十三届二次全会
和市两会的工作部署，完成好年度目标任务，确保
开好局、起好步。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上接 1版）是核心区配电网指挥中枢，调度指挥
中心工作人员 24小时值守，全力保障节日期间电
力安全可靠供应。尹力通过大屏幕察看城市电网
运行情况，视频连线基层工作点位，向大家道声辛
苦。他指出，水电气热是城市“生命线”。要坚持
底线思维，加大重点区域、重要点位和重点设备设
施巡查检查力度，及时发现并排除风险隐患，确保
运行安全。强化应急备勤和值班值守，配足应急
抢险队伍，确保遇有突发情况第一时间到场处置，
确保市民诉求第一时间响应并得到解决。抓实安

全生产工作，做好极端天气应对和消防安全措施
准备，严防发生重特大安全事故。

盒马鲜生十里堡店内处处充满浓浓“年味
儿”，红灯笼、大福字和兔年挂件显得格外喜庆，
正在火热开展的“年货节”促销活动上，老字号
联名年货、各类家宴套餐等一件件寓意吉祥的
商品琳琅满目，吸引顾客争相购买。尹力走进
店内详细察看生鲜食品等年货供应，了解外卖
配送、食品安全保障等情况。他指出，随着节日
临近，市民购买需求将逐渐加大。要统筹做好

市场调控和货源组织，保障物流渠道畅通，合理
安排储备调节，确保节日期间市场供应充足、质
优价稳。平台企业要充分发挥带动作用，聚合
更多优质商户资源，丰富节日期间供应，提升服
务品质，为群众提供多样化购物体验。商务部
门要抓住节日契机，线上线下促消费，打造具有
北京年味儿的城市特色消费活动，不断激发节
日市场活力。

市领导赵磊、谈绪祥，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
公司副总经理李文新参加。

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春节前夕视频连线
看望慰问基层干部群众时的重要讲话精神

本报讯（记者 陈雪柠）昨天，市统计局、
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发布的数据显示，
根据地区生产总值统一核算结果，全年实现
地区生产总值 41610.9 亿元，按不变价格计
算，比上年增长0.7%。

“回顾去年经济发展的情况，想借用近两
年中央经济工作会上的两句话来描述：第一
句话是迎难而上、砥砺前行，第二句话是稳字
当头、稳中求进。”在市政府新闻办举行的发
布会上，市统计局副局长、新闻发言人朱燕南
表示，2022年全市上下积极应对内外部挑战，
取得的成绩来之不易。

朱燕南介绍，去年全市总体经济恢复的
大趋势没有改变。从就业看，全年全市城镇
调查失业率均值为 4.7%，运行在 5%的年度调
控目标内，就业形势总体稳定。从价格看，全
年居民消费价格比上年上涨 1.8%，处于温和

上涨态势。
建设科技创新中心，既是首都的城市战

略定位之一，也是“五子”联动的重要一子。
朱燕南介绍，从统计数据看，2022年企业研发
创新保持活跃，科创中心建设的主平台、主阵
地也起到积极带动作用。

2022年，本市先后出台一揽子稳就业、促
增收政策和接续措施，政策“组合拳”效能持
续显现。全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77415元，
比上年增长3.2%。

“居民收入形势总体稳定，得益于多项
增收政策落地带动。”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
总队副总队长卞晶介绍，本市居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中占比超 6 成的工资性收入同比
增长 4.6%，拉动居民收入上涨 2.8 个百分
点，对收入增长的贡献率超 8 成，继续发挥
压舱石作用。

全年经济保持恢复态势 高质量发展继续迈进

2022年北京地区生产总值超4.1万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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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祁梦竹 范俊生 高枝）昨天上午，北京市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选举产生了北京市第
十六届人大常委会主任、副主任和秘书长，名单如下：
主 任 李秀领
副主任 齐 静(女)张建东 庞丽娟(女)闫傲霜(女)侯君舒 于 军
秘书长 于 军

李秀领当选北京市第十六届人大常委会主任
齐静、张建东、庞丽娟、闫傲霜、侯君舒、于军当选副主任

本报讯（记者 祁梦竹 范俊生 高枝）昨天上午，北京市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选举产生了北京市人民政府市长、副市
长，名单如下：
市 长 殷 勇
副市长 夏林茂 亓延军 靳 伟 于英杰 谈绪祥 高 朋 刘宇辉 司马红(女)

殷 勇 当 选 北 京 市 市 长
夏林茂、亓延军、靳伟、于英杰、谈绪祥、高朋、刘宇辉、

司马红当选副市长

本报讯（记者 祁梦竹 范俊生 高枝）昨天
上午，市十六届人大一次会议举行第三次全体
会议。选举产生53名北京市第十四届全国人大
代表，中央提名的代表候选人尹力同志当选。
李秀领当选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殷勇当选市长。

主席团常务主席、大会执行主席杜飞进主持会
议。尹力、殷勇、李秀领、魏小东、刘伟出席会议。

大会执行主席杜飞进、孙梅君、杨凤一、杨晋
柏、吴华侠、张建东、陈健、欧玲、赵磊、郝宝刚、姚

强、聂萌妹、莫高义、夏林茂、高丰、郭明星、郭继
孚、谈绪祥、陶庆华、黄信阳在主席台前排就座。

会议通过了北京市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法
制、监察和司法、财政经济、教育科技文化卫生、城
市建设环境保护、农村、民族宗教侨务外事、社会
建设八个委员会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委员人选
名单。通过了大会选举总监票人、监票人名单。

会议采取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产生了北京
市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北京市第

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副主任、
秘书长、委员，北京市市长、副市长，北京市监察
委员会主任，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北京市
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按照法律规定，当选的市
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须报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
长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

计票结束后，经主席团第六次会议确认，选
举有效，并宣布选举结果和当选名单。

新当选的北京市第十六届人大常委会主任

李秀领，副主任齐静、张建东、庞丽娟、闫傲霜、
侯君舒，副主任兼秘书长于军；市长殷勇，副市
长夏林茂、亓延军、靳伟、于英杰、谈绪祥、高朋、
刘宇辉、司马红；市监察委员会主任陈健；市高
级人民法院院长寇昉进行了庄严的宪法宣誓。
代表们以热烈的掌声对他们的当选表示祝贺。

新当选的市十六届人大常委会委员，市人
大各专委会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委员在大会
闭幕后也集中进行了宪法宣誓。

市十六届人大一次会议举行第三次全体会议
选举产生53名北京市第十四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央提名的代表候选人尹力同志当选

李秀领当选市人大常委会主任 殷勇当选市长 魏小东刘伟出席
大会举行宪法宣誓仪式

本报讯（记
者 祁梦竹 范俊
生 高枝）昨天上
午，市十六届人大
一次会议主席团
召开第六次会议。

主席团常务
主席李秀领主持
会议。

主席团常务
主席尹力、殷勇、
刘伟、杜飞进、齐
静、庞丽娟、闫傲
霜、李颖津、张清、
侯君舒出席会议。

会议听取了
大会选举总监票
人关于选举情况的
汇报，确认了选举
结果和当选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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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长

殷勇，男，汉族，1969年8
月生，研究生，工学博士，中共
党员。

北京市人民政府市长、副市长简历

司马红，女，汉族，1969年
1月生，在职研究生，管理学博
士，民建会员。

高朋，男，汉族，1972年7
月生，在职研究生，经济学博
士，中共党员。

刘宇辉，男，汉族，1967年
3月生，在职研究生，法学博
士，中共党员。

副市长

夏林茂，男，汉族，1970年
5月生，研究生，工学博士，中
共党员。

亓延军，男，汉族，1964年
10月生，大学，工学博士，中共
党员。

靳伟，男，汉族，1972年5
月生，大学，工商管理硕士，中
共党员。

于英杰，男，汉族，1973年
10月生，研究生，工学博士，中
共党员。

谈绪祥，男，汉族，1966年
5月生，大学，工学学士，中共
党员。

北京市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副主任简历
主任

李秀领，男，汉族，1962年
12月生，在职研究生，历史学
博士，中共党员。

副主任

齐静，女，汉族，1963年8
月生，大学，法学学士，中共
党员。

张建东，男，汉族，1962年
7月生，在职研究生，管理学博
士，中共党员。

庞丽娟，女，汉族，1962年
8月生，在职研究生，教育学博
士，民进会员。

闫傲霜，女，汉族，1963年
8月生，研究生，理学博士，致
公党党员。

侯君舒，男，汉族，1963年
6月生，在职研究生，经济学硕
士、管理学硕士，中共党员。

于军，男，汉族，1964年6
月生，在职研究生，管理学博
士，中共党员。

北京市监察委员会主任简历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院长简历

寇昉，男，汉族，1963年10
月生，在职研究生，法学硕士，
中共党员。

陈健，男，汉族，1964年4月
生，在职研究生，经济学博士，
中共党员。

新当选的市十六届人大常委会主任、副主任和秘书长。左起：于军、闫傲霜、张建东、李秀领、齐静、庞丽娟、
侯君舒。 本报记者 戴冰摄

新当选的北京市市长、副市长。左起：司马红、高朋、于英杰、亓延军、殷勇、夏林茂、靳伟、谈绪祥、刘宇辉。
本报记者 戴冰摄

本报讯（记者 祁梦竹 范俊生 高枝）昨天上午，北京市第十六届
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选举产生了北京市监察委员会主任、北京市
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北京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名单如下：
北京市监察委员会主任 陈健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院长 寇昉
按照法律规定，当选的北京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须报经最高人民

检察院检察长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

陈健当选北京市监察委员会主任
寇昉当选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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