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1月5日讯(记者 张萍)
1月5日上午，中国人民政治协

商会议第九届日照市委员会第
三次会议，在日照会展中心隆重
开幕。来自各行各业、各条战线
的336名市政协委员齐聚一堂，
围绕事关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
问题，积极建言献策。

中共日照市委书记、市人大
常委会主任杨军出席大会并讲
话。日照市政协主席刘加顺，受
政协第九届日照市委员会常务
委员会委托，向大会作工作报

告。日照市政协副主席孙承金主
持会议。政协第九届日照市委员
会第二次会议应到委员346名，
实到委员336名。

杨军在会上回顾了过去一
年全市整体工作和取得的成就，
对政协在全市经济社会发展中
发挥的重要作用给予充分肯定。

杨军指出，2014年是深入贯
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全
面深化改革的第一年，也是完成

“十二五”规划目标任务的重要
一年。2014年全市经济工作的总

体思路是，深入贯彻党的十八
大、十八届三中全会和习近平总
书记系列讲话精神，坚持稳中求
进、改革创新工作基调，着力用
好“蓝、红、金”国家战略机遇，着
力稳增长、抓改革、调结构、强蓝
区、优生态、惠民生、保稳定，着
力推动经济社会率先创新优质
发展，为实现“一个率先、五个日
照”奋斗目标打下坚实基础。希
望全市各级政协组织和广大政
协委员，进一步增强服务全市改
革发展稳定大局的责任感、使命

感，勇担重任，积极作为，以改革
创新的精神积极探索履行职能
的新途径、新方法，努力实现政
协工作新突破，为全市改革发展
作出新贡献。

刘加顺在报告中指出，过去
一年，在中共日照市委的坚强领
导下，政协各项工作不断上台
阶、上水平。2014年，面对新形势
新任务，要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伟大旗帜，深入贯彻落实中共
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
牢牢把握团结和民主两大主题，

以改革创新精神推动协商民主
实践，加强界别建设，突出界别
优势，更好发挥协调关系、汇聚
力量、建言献策、服务大局的作
用，助推日照市全面深化改革各
项措施的落实，努力为加快建设
海洋特色新兴城市做出新贡献。

日照市政协副主席戚素芬
在提案工作报告中说，市政协九
届二次会议以来，全体委员、各
参加单位积极建言献策，共提交
提案352件，经审查立案346件，提
案数量创历史新高。

日照市政协九届三次会议昨开幕

本报1月5日讯(记者 张萍) 5

日，记者从日照市政协九届三次会
议上获悉，去年日照市政协共收到
346件提案，截至去年10月底，所有
提案全部办结，提案办复率、委员
满意率达100%。其中，提案所提问
题已经解决171件，占49 . 4%。

据了解，日照市政协去年共收
到346件提案，其中，围绕转方式调
结构、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方面
提出的提案123件，占35 . 5%。围绕促
进节能减排、推动生态文明建设方
面提出提案62件，占17 . 9%。围绕提
高市民素质、推动文化建设方面提
出提案57件，占16 . 5%。围绕保障和
改善民生、推动社会管理创新方面
提出提案104件，占30 . 1%。

九届二次会议闭幕后，立案提
案分别交由日照市委、市政府所属

部门，以及法院、检察院共69个承办
单位办理。日照市各部门认真落实
各项提案建议，取得了较好的社会
影响。

其中，日照市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局全面落实“解决被征地农民
社会保障”、“统筹城乡居民养老保
险”议案建议，立足实际，在全省率
先将被征地农民纳入城镇职工养
老保险体系。日照市监察局、日照
市政府法制办针对“优化投资和发
展环境”等提案，不断提高行政效
率和服务水平，全年共取消和下放
行政审批事项113项。

截至去年10月底，346件提案全
部办复。其中，所提问题已经解决
171件，占49 . 4%；正在解决和列入计
划逐步解决的166件，占48%；因条件
所限，暂时难以解决的9件，占2 . 6%。

去年日照市政协346件提案全部办复

提提案案涉涉及及问问题题近近半半数数已已解解决决

1月6日，日照市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
将开幕。5日，岚山代表团几位代表正在交流各自带来的
建议。 本报记者 张永斌 摄影报道

交流意见

5日，日照市政协九届三次会
议隆重开幕，记者了解到，今年为
落实中央八项规定，本着简朴办会
的会风，日照市政协九届三次会议
预备会议取消。在会议内容保持不
变的前提下，会期缩短一天。

据介绍，今年是贯彻党的十八
届三中全会精神、全面深化改革的
第一年，也是完成“十二五”规划目
标的关键一年。

此次日照市政协九届三次会议
开幕时间与去年保持一致，仍为1月5

日，会议时间有所缩短，从去年的五
天压缩到四天，将预备会议上的通
过会议议程、表彰优秀提案等内容

“后挪”，这也意味着今年的政协会
期更加紧凑。

此外，去年日照市政协首次使
用网上提案系统，今年日照政协网
站上，还对收到的提案目录及时进
行公示。在审议常委会提案工作报
告时，不少委员认为，日照市政协
的提案工作每年都有新特点，提案
的数量和质量均有很大提高。

市市十十七七届届人人大大二二次次会会议议
1177条条建建议议获获评评优优秀秀

本报1月5日讯(记者 张
永斌) 日照市人大常委会
组织开展2013年度优秀代表
建议和先进承办单位评选活
动，17条建议被评为2013年度
优秀代表建议，7部门荣获代
表建议先进承办单位。

本次评选，优秀代表建
议按市十七届人大二次会
议以来代表建议总数10%的
比例评出，在各区县人大常
委会初评推荐的基础上，由
市人大常委会综合各方面
情况确定；先进承办单位从
承办代表建议的40个单位
中评出，由市政府办公室初
步推荐，根据代表满意度调
研情况确定。

2013年度优秀日照市人
大代表建议为1、陈洪聪代表
提出的《关于整合市级政策
资金，助推“突破三庄、带动
西部”战略实施的建议》；2、
费洪波代表提出的《关于完

善老城区主要交通路口信号
指挥设施的建议》；3、李乃学
等11位代表提出的《关于对
泰安路西段进行改造升级的
建议》；4、赵龙梅代表提出的

《关于建立交通事故通报、分
析机制的建议》；5、李斌代表
提出的《关于加快市区饮用
水源地退耕还林步伐的建
议》；6、陈常坡等3名代表提
出的《关于进一步加大对日
照钢铁精品基地项目规划区
被征地农民就业保障扶持力
度的建议》；7、袁从波代表提
出的《关于提升茶叶品质，加
快日照茶产业发展的建议》；
8、王宗志等2名代表提出的
《关于加大荒山绿化扶持力
度的建议》；9、丁德泉代表提
出的《关于加强保护我市民
族体育运动项目的建议》；10

李国栋代表提出的《关于加
大对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的
建议》；11、邓兵代表提出的

《关于加快农村社区生活污
水治理，推进农村生态环境
建设的建议》；12、高树成代
表提出的《关于加强食品安
全监督管理的建议》；13、杨
明荣代表提出的《关于加强
偏远农村地区教师队伍建
设，促进城乡教育均衡发展
的建议》；14、徐进英代表提
出的《关于引导鼓励企业家
参与慈善等社会公益事业的
建议》；15、于光新代表提出
的《关于对村村通道路进行
修复的建议》；16、王善平代
表提出的《关于加快乡村旅
游发展的建议》；17、贺培玲
代表提出的《关于对农村环
境污染和生态破坏有效治理
的建议》。

2013年度先进承办单位
为日照市住建委、市教育局、
市公安局、市财政局、市交通
运输局、市环境保护局、市水
利局。

本报记者 张永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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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日照

身边

提案认为，随着近几年城市建
设的快速发展，日照市市区人口急
剧增加，市区内原有的一些农贸市
场已经不能满足市民日益增长的物
质生活水平，而且在规划布局、功能
定位和经营监管等方面存在的矛盾
不断暴露出来。

日照市是新兴城市，市民习惯
去农贸市场采购各类蔬菜副食等，
同时农贸市场也是周边郊区农民种
植蔬菜瓜果自产自销的主要场所，
相当一段时期内农贸市场在市区的
存在具有其合理性和必然性。农贸
市场的缺失，一方面人民群众生活
不方便，另一方面造成随意摆摊设
点，严重影响城市正常秩序。

针对提案建议，按照市委、市政
府“加快建设海洋特色新兴城市”的
总体战略部署，紧密围绕日照市城
市和经济发展定位与目标，带动商

品交易市场向规模化、高效化、聚集
化、现代化方向发展。充分结合日照
市城市总体规划，以商品交易市场

“用地集约化、资源集中化、功能集
成化”实现“批发产业集聚化发展”，
做到“调整一批、引导一批、提升一
批、新建一批”，推动日照市商品交
易市场转型升级。

进一步完善农贸市场的规划布
局，推动农贸市场的升级改造和规
范化建设，使农贸市场的功能不断
完善，布局更加合理，环境逐步改
善。在城市新区建设过程中，加强引
导，适时推动农贸市场的建设。在旧
区改建过程中，保证现有市场功能
的完善和提升，结合居民需求，增加
市场的数量或营业面积。涉及到新
建市场或现有市场改造方案的，将
在规划管理过程中严格审查，同步
建设。 本报记者 张永斌

合合理理布布局局市市区区农农贸贸市市场场

提案名称：关于合理规划布局建设市区农贸市场

方便市民生活的建议

提案单位：赵久成

承办单位：日照市商务局 市工商局 市住建委

日照市政协九届三次会议简朴办会

预预备备会会议议取取消消
会会期期缩缩短短一一天天

今年日照两会期
间，负责安保的队伍中
出现了女特警。

↑安保两会
日照市政协九届

三次会议现场，一位工
作人员抓拍精彩镜头。

→抓拍精彩

本报记者 刘涛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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