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扛牢新担当展现新作为 开创新时代社会主义现代化强省建设新局面

省十四届人大一次会议胜利闭幕
选举产生我省出席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央提名的代表候选人韩正、郑建邦同志当选

林武当选省人大常委会主任 周乃翔当选省长 葛慧君陆治原出席

杨东奇孙立成王随莲王良范华平王艺华当选副主任

曾赞荣范波宋军继周立伟陈平李伟邓云锋王桂英当选副省长

夏红民当选省监察委员会主任

霍敏当选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 选举顾雪飞为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表决通过了各项决议等

兔年A股市场谁站C位 山东上市公司跑赢大盘

春节后交易首日鲁股十年“八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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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报讯(大众报业记者 赵君)

山东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

次会议圆满完成各项议程，1月18

日上午在济南胜利闭幕。

大会执行主席、主席团常务主

席林武主持闭幕会并讲话。

大会执行主席、主席团常务主

席陆治原、杨东奇、王宇燕、张江汀、

孙立成、王随莲、王良、齐涛、王云鹏、

王华、惠新安在主席台前排就座。

周乃翔、葛慧君和大会主席团

成员在主席台就座。

省十四届人大一次会议应到代

表909名，出席当天全体会议的代

表859名，符合法定人数。

会议首先表决通过了由22名代

表组成的总监票人、监票人名单。随

后，工作人员宣读了山东省出席第

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省

十四届人大常委会主任、副主任、秘

书长、委员，省长、副省长，省监察委

员会主任，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省

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候选人名单。

监票人对设置在会场内的10个

票箱进行仔细检查，工作人员将选

票发给每一位代表。本次会议的选

票共分5种，分别是：山东省出席

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选

票；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

任、副主任选票；省长、副省长选

票；省监察委员会主任、省高级人

民法院院长、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选票；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秘书长、委员选票。

代表们填写完选票后，依次到

指定的票箱郑重地投票。

经过监票人和计票工作人员计

票，选举结果产生。

173人当选为第十四届全国人

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央提名的代表

候选人韩正、郑建邦同志当选。按

照法律规定，当选的第十四届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须报请全国

●《新时代的中国绿色发

展》白皮书发布 国务院新闻办

公室1月19日发布《新时代的中国绿

色发展》白皮书。白皮书指出，绿色

成为新时代中国的鲜明底色，绿色

发展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显著特

征，广袤中华大地天更蓝、山更绿、

水更清，人民享有更多、更普惠、

更可持续的绿色福祉。

●最新版国家医保药品目录

公布，111个药品进医保 最新版

国家医保药品目录1月18日公布。

经调整，共有111个药品新增进入

目录，3个药品被调出目录，谈判

和竞价新准入的药品价格平均降

幅达60 . 1%。最新版国家医保药品

目录内药品总数达到2967种，其中

西药1586种，中成药1381种；中药

饮片未作调整，仍为892种。

●韩执政党将选新党首，热

门人选浮出水面 韩国执政党国

民力量党定于3月8日举行全国代表

大会选举新党首。多家舆论调查

机构1月1 8日发布的民调结果显

示，该党前党鞭、国会议员金起

炫在参选者中处于领跑地位。

●新西兰总理阿德恩宣布将

于2月辞职 新西兰总理阿德恩1月

1 9日宣布将于2月辞职，并宣布

2023年大选将于10月14日举行。阿

德恩当天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她

不会寻求连任，并将在2月7日前

卸任。 (均据新华社)

◆导报记者 时超 济南报道

临近春节长假，持股还是持币过

节，成为市场投资者关注的焦点话题。

经济导报记者发现，近10年来A股春

节之后首个交易日的表现，基本呈现涨

跌各半的情况。如上证指数在这期间，

有5年节后首个交易日实现上涨；深证成

指则是有4年节后首日上涨。

值得注意的是，与大盘指数相比，

鲁股节后首日给出的上涨概率更高，可

以达到8成。即2013年至2022年的春节假

期后首个交易日，山东板块有8年出现上

涨，表现颇为不俗。

当然，如果把春节之后观察的交易

区间进一步拉长，则“春节效应”对A

股的拉动作用还是非常明显的。像近10

年来的上证指数，春节之后10个交易日

内，上涨概率已升至70%。

不过，对于投资者而言，历史数据

只能作为参考，春节后行情将如何演

绎，更需要关注市场环境等因素的变

化。有受访业内人士表示，目前场内资

金量支撑力有限，春节之后或仍以结构

性行情为主，挖掘板块潜力比预测大盘

方向，更为重要。

鲁股节后表现亮眼

“我是挺期待春节之后的行情。”1

月19日，济南投资者张权对经济导报记

者表示，市场对兔年开局的经济复苏预

期很强烈，A股有从低位进一步回升的

推力，“在我印象里，春节之后A股短

期表现多数不错，特别是今年春节消费

市场有望得到激发，利好因素不少。”

经济导报记者采访中发现，像张权

这样对节后A股表现持乐观预测的投资

者不在少数，原因多来自于以往A股的

表现。

统计数据显示，自2013年以来，A股

春节假期后上涨的概率约在50%左右。像

上证指数在2014年、2018年、2019年、

2021年、2022年春节后首个交易日，均实

现了上涨。其中，2018年节后首个交易

日的涨幅最大，达到2 . 17%。

如果把观察的时间线进一步拉长，

“春节效应”对A股的积极影响更能体

现出来。数据显示，近10年来的上证指

数，春节之后10个交易日内，上涨概率

已升至70%；过去20年间(2003年-2022

年)，上证指数春节后10个交易日内，平

均上涨1 . 64%，20个年份中也有14个年份

上涨。

“春节后正是上市公司年报披露的

时间点，加上一季度是重大项目推进、

稳增长政策出台的关键时间，A股有望

在绩优股及政策带动下攀升。”另一位

长期关注资本市场的济南投资者魏余然

对经济导报记者说出自己的看法。

更令人感兴趣的是，与A股市场相

比，山东板块近年来在春节之后的表现

更为亮眼，已引起不少投资者的关注。

通过Wind资讯的统计可以发现，

2013年以来的春节后首个交易日，山东

板块有8年实现上涨，概率颇高。其中，

在2013年到2016年这4年的春节后首个交

易日，山东板块均实现上涨，涨幅最高

的为2014年的1 . 52%。而在之后的几年，

板块春节之后的上涨动力更为明显，

2019年、2021年节后首日的涨幅分别达到

2 . 78%和2 . 35%。

即便是2 0 2 0年因为新冠的突发因

素，A股以及山东板块春节后首个交易

日出现大跌，但在随后的行情中，迅速

呈现企稳走高态势。如上证指数2020年2

月下跌了3 . 23%，而山东板块当月上涨了

4 . 08%。

医药医疗与
农业养殖个股表现不俗

对于山东板块在春节之后的优异表

现，有受访业内投资人士表示，这与板

块的上市公司质地相关。“一方面，山

东上市公司蓝筹股影响力较大，这类个

股业绩、分红表现稳定，发展预期明

确，在年报披露前期表现积极 ;另一方

面，山东上市公司不少是一二产业细分

领域的龙头，易受稳增长等宏观政策利

好影响。”华东某券商自营业务部经理

陈凯向经济导报记者表示。

不过，采访中有投资业人士表示，

资本市场历来波动明显，春节长假中的

海外环境变化、大宗商品波动等因素，

都将带来诸多不确定性因素，投资者在

确定节前持股策略时，还需谨慎考量。

“目前市场机构对于节后A股市场

表现多持看好态度，这种一边倒的倾

向，让人更要小心。毕竟今年海外经济

的局势并不乐观，压力很大。”长期专

注资本市场投资的青岛投资者崔荣哲对

经济导报记者表示，他更倾向于“轻大

盘、重个股”的策略，寻找能在逆周期

跑赢市场的板块布局。 >>下转3版

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

审查后经全国人大常委会确认其

代表资格。

林武当选为山东省第十四届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杨东

奇、孙立成、王随莲、王良、范华

平、王艺华当选为山东省第十四届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主任。

周乃翔当选为山东省人民政府

省长，曾赞荣、范波、宋军继、周

立伟、陈平、李伟、邓云锋、王桂

英当选为山东省人民政府副省长。

夏红民当选为山东省监察委员

会主任，霍敏当选为山东省高级人

民法院院长，选举顾雪飞为山东省

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按照法律规

定，当选的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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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斌当选为山东省第十四届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秘书长，于

英智等75人当选为山东省第十四届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

选举结果公布后，会场响起热

烈掌声。

大会依次表决通过了省十四届

人大法制委员会、财政经济委员

会、监察和司法委员会、教育科学

文化卫生委员会、城乡建设与环境

资源保护委员会、农业与农村委员

会、民族侨务外事委员会、社会建

设委员会组成人员名单。

大会表决通过了省十四届人大

一次会议关于政府工作报告的决

议、关于山东省2022年国民经济和

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2023年计

划的决议、关于山东省2022年预算

执行情况和2023年预算的决议、关

于山东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工作报告的决议、关于山东省高级

人民法院工作报告的决议、关于山

东省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的决议。

>>下转3版

新当选的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副主任、秘书长。左起：王艺华、王良、孙立成、林

武、杨东奇、王随莲、范华平、张斌。 大众报业记者 房贤刚 摄

新当选的省长、副省长。左起：王桂英、李伟、周立伟、范波、周乃翔、曾赞荣、宋军

继、陈平、邓云锋。 大众报业记者 房贤刚 摄

敬告读者
因“春节”法定假日，本报1月23

日、25日、27日休刊三期，1月30日恢
复出版。

假日期间，欢迎读者朋友登录
山东财经网、经济导报手机客户端，
了解更多财经资讯。

本报编辑部
2023年1月19日

中小企业蕴藏
巨大提升空间
◆导报记者 杜杨

在1月18日召开的国新办新闻发布

会上，工信部有关负责人透露，2022

年1至11月，规模以上工业中小企业实

现数量、营业收入、利润总额同比分

别增长10 . 5%、6 . 0%、0 . 3%。

过去的一年，中小企业迎难而

上，用创新化解危机、开拓新局。最

新数据显示，中小企业蕴藏巨大提升

空间。据工信部总工程师田玉龙介

绍，工信部对1800多户专精特新“小

巨人”企业调查显示，2022年1至11

月，“小巨人”企业营业收入利润率

为10 . 7%，高于规模以上工业企业5 . 2

个百分点。

中小企业既为广大人民群众直接

提供了大量物质产品和服务，又成为

吸纳和调节就业的“蓄水池”。理论

和实践都充分证明，中小企业好，中

国经济才会好；中小企业强，区域经

济才会强。

目前，中小企业已成为产业链供

应链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些

企业创新性强，研发投入高，配套能

力强，成为强链补链固链的生力军 ;另

一些企业成长性好，发展潜力大，增

长态势明显。

展望未来，我国内需市场巨大，

要 素 保 障 充 足 ， 产 业 配 套 体 系 完

善，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还蕴藏

巨大的发展空间，中小企业发展前

景更加广阔。

扫码查看山东两会报道
《山东国家区域医疗中心起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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