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1月 11日下午，市五
届人大二次会议主席团举行第二
次会议。

市五届人大二次会议主席团
成员共91人，出席85人，符合法定
人数。

大会主席团常务主席周树群、
张建慧、陈向平、刘沛、王琦、刘兵、
金世超出席会议。

大会主席团常务主席张建慧
主持会议。

会议介绍了市委推荐的候选
人基本情况，并做有关说明；表决
通过了候选人名单草案。

晚报记者 刁志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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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五届人大二次会议
主席团举行第二次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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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1月 11日，出席市五
届人大二次会议的代表审议政府
工作报告和计划、财政报告;出席
市政协五届二次会议的委员审议
市政协常委会工作报告和提案工
作报告，讨论政府工作报告和计
划、财政报告。

张建慧、陈向平、姚龙其、杜
新军、赵凤刚、罗军、张卫东、刘
沛、王琦、刘兵、张家明、岳爱云、
张弛、牛亚东、李建仓、王清辰、刘
明亮、李德民、宋崇江、陶青松等
分别参加审议讨论，并认真听取
大家的意见、建议。

晚报记者 刁志远

市领导与代表委员
共同审议讨论

本报讯 1月 11日上午 8
时，在雄壮的国歌声中，中国
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商
丘市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在商
丘市工人文化宫隆重开幕。

市政协五届二次会议应
出席委员503名，实到456名，
符合规定人数。

市政协主席曾昭宝受政
协第五届商丘市委员会常务
委员会委托，向大会作工作报
告。

市政协副主席陶青松主
持会议。市政协副主席王清
辰、刘明亮、李德民、宋崇江和
秘书长闫昭敏在主席台前排
就座。

市领导王战营、张建慧、
陈向平、周树群、姚龙其、史根
治、吴祖明、杜新军、赵凤刚、
罗军到会祝贺并在主席台就
座。

会议首先通过了市政协
五届二次会议议程。

曾昭宝在作报告时说，
2017年是我市改革发展稳定
任务较为繁重的一年。一年
来，中共商丘市委团结带领全
市人民，适应新常态，树立新
理念，突出抓活动转作风，抓

转型促发展，抓改革增活力，
抓民生保稳定，经济建设、政
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
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取
得新成就。在市委的坚强领
导下，市政协及其常委会,高
举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旗帜，
牢牢把握团结和民主两大主
题，围绕中心，服务大局，认真
履行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
政议政职能，服务改革发展取
得新成绩，推进协商民主取得
新进展，提升履职能力取得新
成效，实现了本届政协工作的
良好开局。

曾昭宝指出，2018 年是
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
神的开局之年，也是实现市五
次党代会确定的各项目标任
务的关键一年，做好 2018年
的工作意义十分重大。新的
一年里，市政协及其常委会工
作的总体要求是：深入贯彻党
的十九大精神，以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指导,围绕统筹推进“五位一
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
个全面”战略布局,在中共商
丘市委的坚强领导下,牢牢把
握政协性质定位，始终坚持团

结民主两大主题，按照市五次
党代会精神和市委全会决策
部署以及“四个总”的工作要
求,围绕加快“六区一中心”建
设和推动商丘高质量发展“一
方案十专案”,着力服务全市
大局，着力促进民生改善，着
力推进协商民主，着力开展民
主监督，着力做好团结联谊，
着力加强自身建设，谱写政协
事业发展新篇章，为决胜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新商丘作出更大贡
献。一要以更加自觉的态度
坚定政治方向。二要以更加
主动的履职服务经济发展。
三要以更加规范的方式推进
协商民主。四要以更加有力
的举措开展民主监督。五要
以更加扎实的工作促进民生
改善。六要以更加广泛的团
结汇聚强大合力。七要以更
加严格的要求加强自身建设。

曾昭宝最后说，光荣和梦
想激励着我们，责任和使命鞭
策着我们。让我们紧密团结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周围，以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在中共商丘市委的坚强领导

下，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勇于
担当、忠诚履职,努力开创我
市政协事业新局面，为决胜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建设富强民
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现代化商
丘贡献智慧和力量!

市委书记王战营作重要
讲话。王战营指出，去年以
来，全市各级政协组织和广大
政协委员牢牢把握民主和团
结两大主题，充分发挥协调关
系、汇聚力量、建言献策、服务
大局的重要作用，为推动商丘
经济社会各项事业健康发展
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2018年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
十九大精神的开局之年，是决
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施

“十三五”规划承上启下的关
键一年。全市各级政协组织
和广大政协委员要把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作为统揽各项工作的总纲，
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
央和省委、市委的决策部署上
来，聚焦建设国家区域中心城
市、推动商丘高质量发展，用
新理念开创新局面，用新举措
实现新目标，用新作为作出新
贡献，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商
丘而奋斗。要把握履职主线，
进一步围绕中心、服务大局；
要释放创新活力，进一步增强
协商、推进民主；要践行为民
宗旨，进一步顺应民意、凝聚
民心；要加强自身建设，进一
步提高本领、塑造形象。

王战营最后指出，建设国
家区域中心城市，推动商丘高
质量发展，人民政协大有可
为，也必将大有作为。让我们
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在省
委、省政府的正确领导下，聚
焦国家区域中心城市建设，群
策群力，奋力拼搏，马上就办，
狠抓落实，为推动商丘高质量
发展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王清辰向大会作市政协
五届一次会议以来提案工作
情况的报告。

出席大会的还有，商丘军
分区司令员张卫东，市领导刘
沛、王琦、刘兵、张家明、岳爱
云、张弛、王仲田、倪玉民、牛
亚东、李建仓，其他在职市厅
级领导干部及离退休市厅级
老同志等。

晚报记者 吴文昊

市政协五届二次会议开幕
王战营张建慧等到会祝贺 王战营作重要讲话
曾昭宝代表五届市政协常委会作工作报告 王清辰作提案工作报告

本报讯1月11日晚，市
政协主席曾昭宝看望慰问
市政协五届二次会议提案
审查组工作人员。市政协
副主席王清辰和市政协秘
书长闫昭敏陪同看望。

当天晚上 8时，记者在
大会提案审查现场看到，提
案审查的全体工作人员正
在加班加点整理审查大会
提案。据介绍，截至 11日
下午 6时，大会共收到提案
592 件，其中集体提案 77
件。共有 484名委员提出

或联名提出提案，占委员总
数的96%。总体来看，本次
会议提案共有以下几个特
点：一是网上提交率高。网
上直接提交 479件，收到电
子文档 33件，收到书面提
案 80件。二是集体提案质
量提高。政协各参加单位
和专委会共提出集体提案
77件，这些提案站位高，选
题好，有力度，有深度。三
是提案选题准。提案紧紧
围绕市委、市政府的中心工
作，既有关注经济社会发展

的战略性、宏观性、前瞻性
的大课题，也有事关人民群
众衣食住行等具体事务的
微提案，具有较强的时效性
和可操作性。

曾昭宝代表市政协对
参与提案审查组全体工作
人员表示感谢。曾昭宝说，
政协提案监督是民主监督
的重要内容，政协委员通过
提案为党和政府的工作建
言献策，一定要认真做好提
案工作。一是收集好提
案。委员们好的意见和建

议要及时归纳整理。二是
把好关、搞好服务。政协
委员围绕党和政府的中心
工作，围绕人民群众关注
的热点难点问题，建睿智
之言，献务实之策。在提
案审查时，要注重质量，严
格审查。这次政协会议时
间紧、任务重，对提案审查
工作也是一个考验。下一
步，要办理好，落实好，督查
好，提案工作要从重答复变
成重落实。

晚报记者 吴文昊

曾昭宝看望慰问市政协提案审查组工作人员

本报讯 1 月 11 日下
午，市长张建慧参加市五
届人大二次会议梁园区代
表团审议、市政协五届二
次会议经济（一）委员组讨
论，听取意见建议。

王琦、王清辰、陶青松
分别参加审议讨论。

代表、委员们一致认
为，政府工作报告主题突
出、实事求是、思路清晰，
总结成绩客观准确，安排
工作科学务实，是一个凝
聚人心、鼓舞斗志的好报
告。代表薛凤林、张金洲、
黄玉波、宋兰英，委员柏植
军等围绕城市建设、棚户
区改造、金融生态环境建

设等方面，提出了有针对
性的意见建议。

张建慧对代表、委员
提出的意见建议一一作了
回应。他说，在讨论好、修
改好、落实好《政府工作报
告》的同时，要全面贯彻党
的十九大及中央、省委、市
委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始
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
展思想，准确把握商丘现
阶段的发展特征和优势，
坚定信心，明确方向，抓住
重点，推动高质量发展，在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开启新时代商丘全面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征程中
迈出坚实步伐。

在梁园区代表团讨论
时，张建慧指出，梁园区要
立足实际，发挥优势，抢抓
机遇，大力发展高铁枢纽
经济，注重老城区改造，加
强社区建设，将高铁枢纽
打造成为未来经济发展的
重要支撑。要坚持双向发
力、双轮驱动，大力发展城
区经济，壮大产业集聚区
规模，通过加快棚户区改
造，充分释放资源优势，通
过加强城市综合体建设，
营造引领消费新热点。要
进一步优化城市环境，围
绕高质量发展谋划工作，
争做城乡统筹一体发展的
先行区。

在政协经济（一）委员
组讨论时，张建慧强调，要
把推动高质量发展作为根
本要求，从理念、思想、观
念上向高质量发展转变，
加快企业转型发展，防范
化解金融风险，营造良好
金融生态环境，服务实体
经济发展，重点扶持信誉
好、技术好、产品好、生产
形势好和社会责任强的高
成长性企业和中小微企业
健康发展。要做好科技创
新和人才引进，营造良好
的政务环境和营商环境，
打造创新经济发展、金融
发展和企业发展的生态
链。 晚报记者 吴文昊

张建慧分别参加人大代表团
政协委员组审议和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