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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市政政协协十十三三届届一一次次会会议议隆隆重重开开幕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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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聊城2月22日讯(记者
王尚磊 凌文秀) 中国人民

政治协商会议第十三届聊城市
委员会第一次会议，2月22日上
午在市会议接待中心隆重开幕。
来自全市各党派团体和各族各
界的市政协委员，将围绕事关全
市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积
极议政建言，共谋发展良策。

赵庆忠、张旋宇、张广霞、
潘延红、马亮宽、孟广武、马荣
锁、王广柱、葛敬方、马保杰、张
金伦、黄勇、马卫红、孙凌云、路
仕佼、栾居军出席会议并在主
席台前排就座。

市领导徐景颜、宋军继、李
吉增、陈平应邀出席大会并在
主席台就坐。

政协第十三届聊城市委员
会第一次会议应出席委员406
名，实到400名，符合法定人数。

上午九时，张旋宇宣布大
会开幕。全体起立，唱国歌。

赵庆忠受政协第十二届聊
城市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托，
向大会作工作报告。他说，政
协第十二届聊城市委员会任
期的五年，在中共聊城市委的
正确领导下，高举爱国主义、
社会主义旗帜，坚持团结、民
主两大主题，按照“作风引领、
团结实干、争先进位、科学发
展”的总体要求，履行政治协
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职能，
发挥协商民主重要渠道和专
门协商机构作用，依托全市重
大决策咨询委员会，在继承中
发展、在发展中创新，调查研
究扎实有效，协商议政成果丰
硕，民主监督推进务实，团结
联谊拓展广泛，为推动全市经
济社会各项事业发展作出了
重要贡献。

赵庆忠指出，过去五年的
履职重点，突出表现在四个方
面：坚决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中共中央权威；对接全
国政协和省政协重点工作；认
真承办以政协为载体的全市重
大决策咨询委员会各项工作；
着力加强自身建设。过去的五

年，我们主要开展了四个方面
的工作：注重加强思想政治建
设，保持人民政协正确的政治
方向；注重围绕中心服务大局，
为全市改革发展大局贡献智
慧；注重发挥团结统战功能，为
社会和谐稳定添助力聚合力；
注重提升经常性工作的水平，
实现创新创优争先进位。回顾五
年来的工作，深切体会到，做好
政协工作，必须深化理论武装，
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
要讲话精神，用正确的思想指导
工作，用坚定的立场保证方向，
用有效的方法强化效果。五年
来，市政协工作得到省政协、市
委、市政府的充分认可和高度评
价。这是中共聊城市委正确领导
的结果，是市人大、市政府和各
族各界群众大力支持的结果，是
市政协各参加单位、全体政协委
员和政协干部共同奋斗的结果，
是历届历任老领导、老同志热忱
关心的结果。

赵庆忠指出，今后五年，是
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
节点，也是人民政协事业实现
新发展的重要时期。站在新的
历史起点，做好人民政协工作
意义重大。五年工作的总体建
议是：全面贯彻落实中共十八
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六中
全会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
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
坚持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
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
略布局，适应把握引领经济发
展新常态，牢固树立和贯彻落
实新发展理念，用好全市重大
决策咨询委员会这一协商民主
重要实现形式，把坚持和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巩固共
同思想政治基础的主轴，把围
绕“十三五”规划实施建言献策
作为工作主线，组织参加政协
的各党派团体、各族各界人士，
坚持团结和民主两大主题，按
照市十三次党代会部署要求，
认真履行政治协商、民主监督、
参政议政职能，着力巩固共同
思想政治基础，着力增强议政

建言和咨询论证实效，着力提
高自身建设水平，为推动与全
省同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谱
写聊城人民幸福生活新篇章贡
献智慧和力量。

赵庆忠强调，要坚持深化
学习，进一步夯实共同思想政
治主轴。组织政协委员深入学
习贯彻中共十八大和十八届三
中四中五中六中全会精神，深
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
讲话精神，牢固树立“四个意
识”特别是核心意识、看齐意
识，切实增强维护核心的自觉
性坚定性，更加紧密地团结在
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中共
中央周围。要坚持团结民主，进
一步服务改革发展稳定大局。
更好发挥政协作为爱国统一战
线组织的作用，围绕主旋律，奏
响交响乐，唱好大合唱，努力寻
求全社会意愿的最大公约数、
画出民心民愿的最大同心圆。
要坚持改革创新，进一步推进
履职能力现代化。以坚持中国

共产党领导为前提，深入推进
民主监督，切实把监督的重点
放到协助党委政府加强工作、
解决问题上来。要坚持从严要
求，进一步提升自身建设水平。
按照全面从严治党的部署要
求，落实党组管党治党主体责
任，以党的建设新成效带动自
身建设新进展；加强政协委员
队伍建设和机关自身建设。

赵庆忠最后说，新起点开
启新征程，新征程要有新作为。
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
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中共中央
周围，在中共聊城市委的坚强
领导下，不忘初心、继续奋斗，
努力谱写政协事业新局面，为
与全省同步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谱写聊城人民幸福生活新
篇章而努力奋斗！

张广霞受政协第十二届聊
城市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托，
向大会作提案工作报告。她说，
十二届市政协五年间，政协委
员、政协各参加单位紧紧围绕

全市改革发展稳定大局和人民
群众普遍关心的热点问题，凝神
聚焦发力，积极议政建言，共提
出提案1302件，经审查，立案
1018件，立案提案全部办复。五
年来，十二届市政协常委会坚持
在继承中创新，在创新中发展，
遵循“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提高
质量、讲求实效”的提案工作方
针，加强领导，强化措施，细化服
务，提案工作又迈上新台阶。

会议表彰了十二届五次会
议优秀提案、优秀调研报告和
提案先进承办单位。

应邀出席大会并在主席台
就座的领导同志和老同志还
有：闫廷琛、杜九西、赵振兰、王
志刚、金维民；马春林；郭建民、
王彤宇、张宝泉、秦存华、杜昌
伟、刘升勤、陈秀兴；孙菁、张同
村、朱加云、李志华、王建鹏；任
奎军、任晓旺；贾少勇、万庆阳、
姜之厚；黄伟东、王钦杰、成伟；
刘国强、张乐天、李友渔、王风
雷、王强；高洪岩。

政治协商会议第十三届聊城市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开幕。 本报记者 邹俊美 摄

本报聊城2月22日讯(记者
张跃峰 杨淑君) 2月22日

下午，聊城市第十七届人民代
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预备会议在
市会议接待中心举行。

聊城市第十七届人民代表
大会第一次会议应到代表456
名，出席预备会议的代表440
名，符合法定人数。

李吉增主持预备会议。
会议选举产生了市十七届

人大一次会议主席团和秘书
长。大会主席团由51人组成，孙
菁为大会秘书长。会议表决通
过了大会议程，表决通过了市
十七届人大一次会议计划预算
审查委员会名单，表决通过了
市十七届人大一次会议议案审
查委员会名单。

市十七届人大一次会议的
指导思想是：高举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马克思列
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
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
发展观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
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五
中、六中全会精神，深入学习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
及省委、市委一系列重要会议
精神，认真总结全市过去五年
的工作，科学谋划今后五年和
2017年的工作，按照市委“作风
引领、团结实干、争先进位、科
学发展”的总要求，认真履行宪
法和法律赋予的职责，完成会
议各项议程，将大会开成一个
民主、团结、求实、奋进的大会，
动员全市人民进一步解放思
想，同心同德，攻坚克难，干事
创业，继续全面深化改革，全面
推进依法治市，促进科学发展，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创造聊

城人民的幸福生活而努力奋
斗，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十九
大召开。

会议强调，2017年是实施
“十三五”规划的重要一年，也
是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
化之年，做好全年经济社会发
展各项工作至关重要。开好这
次代表大会，对于动员全市人
民团结一心、开拓奋进，全面贯
彻落实中央、省委和市委的决
策部署，保持经济平稳健康发
展与社会和谐稳定，具有十分
重要的意义。希望各位代表切
实增强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
感，充分发挥主体作用，认真贯
彻会议的指导思想，按照会议
统一安排，集中时间和精力，积
极履行代表职责，不负重托，不
辱使命，高标准完成会议确定
的各项任务。

市市十十七七届届人人大大一一次次会会议议举举行行预预备备会会议议

本报聊城2月2 2日讯 (记
者 张跃峰 杨淑君 ) 2月
22日下午，市十七届人大一
次会议主席团在光岳宾馆举
行第一次会议。

徐景颜主持会议。
会议推选徐景颜、李吉

增、杜昌伟、孙菁、张同村、朱
加云、李志华、李文禄为大会
主席团常务主席；推选了市
十七届人大一次会议每次全
体会议的执行主席；决定了
市十七届人大一次会议副秘
书长；决定了市十七届人大
一次会议日程；决定代表提

出议案的截止时间为2月25
日12时；决定了市十七届人
大一次会议表决议案办法；
确定了提交代表审议的市十
七届人大一次会议选举办法
(草案 )；确定了提交代表审
议的关于设立市十七届人大
专门委员会的决定 (草案 )；
确定了提交代表审议的关于
市十七届人大各专门委员会
组成人员人选表决办法 (草
案 )；确定了提交代表酝酿、
讨论的市十七届人大法制委
员会组成人员人选名单 (草
案)。

市市十十七七届届人人大大一一次次会会议议

主主席席团团举举行行第第一一次次会会议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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