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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1月7日讯(记者 张琪)
7日开始，烟台市将进入“两会”时
间。烟台市政协十二届三次会议
将于8日开幕，烟台市十六届人大
三次会议将于9日启幕。

刚刚过去的一年，在极为错
综复杂的形势下，全市经济稳中
有进、稳中有为、稳中提质，社会
平安稳定、和谐有序、繁荣进步。

烟台市去年经济实现平稳
较快发展，各项社会事业健康发
展，收获了一份满意的成绩单。

预计2013年全年生产总值同
比增长10 . 2%，公共财政预算收入

增长12 . 6%，均高于全国、全省和14

个首批沿海开放城市平均水平。
“一极领先、多极崛起”的蓝

区战略，成为优化区域经济格局
的强大引擎；“5510”产业提升工
程，成为推动经济转型升级的主
要动力；功能区带动战略，成为
拉动烟台市城乡一体化发展的
主导力量。

重大项目建设实现历史性突
破，烟台港西港区一期工程完工，
青烟威荣城际铁路将于今年年底
前通车，龙烟铁路正式开工建设，
烟台新机场年内实现通航，海阳

核电、万华工业园、张裕工业园等
一批重大产业项目迅速成长。

成绩代表过去。新的一年，
是烟台经济社会发展史上极为
重要的一年。今年是深入贯彻党
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全面深
化改革的第一年。市委十二届四
次全体会议，对烟台市全面深化
改革作出了部署。各级各部门正
抓紧研究制定本地区本部门改
革路线图和时间表，正确、准确、
有序、协调推进各领域改革。

正是有了这些新的举措和
措施，让烟台人对未来更多了一

份期待。我们有理由相信，在新
的一年，烟台将会以更崭新的姿
态用改革的思路和办法解决发
展难题、增创发展优势，在重点
领域上重点突破、快见成效。

两会期间，本报将开设专
题，在第一时间向广大市民传递
两会信息。同时，如果您对烟台
发展有什么建议，或在日常生活
中遇到什么问题，都可以通过本
报新浪微博“@今日烟台”，或者
拨打热线电话6610123告诉我们，
本报记者将会把反映比较集中
的问题或建议带上两会。

在
现场
我

2014年烟台两会今日启幕
绘制烟台改革路线图和时间表

红色的中式服装上搭配
着传统图案，黑色高腰的裤裙
美丽又大方。7日下午2点多，
这位政协委员一进门，身边的
闪光灯就频频出现，她一袭改
装的旗袍造型吸引了整个会
场的目光，她就是旗源服饰有
限公司董事长、烟台市政协委
员陈燕琴。

“今年宣扬中国梦，中式
服装作为中国文化的一种表
现形式，希望能发扬光大。”陈
燕琴说，身穿中式服装体现了
作为中国人的信心，希望通过
更多表现形式，让市民接纳优
秀的中国传统文化。陈燕琴将
公司设计的这款服装命名为

“中国精神”。
“着装是一个人素养和文

明程度的体现，一定要与自身
身份、职业和出席的场合相
符。”陈燕琴说，她一直追求严
谨不呆板、活泼不张扬、妩媚
不媚俗的着装原则。

“此次带来七八个提案，
其中多与城市品牌、建设、烟
台文化形象有关。”陈燕琴说。

本报记者 宋佳

本报1月7日讯 (记者 张
琪 王晏坤 ) 一年一度的烟
台市两会是烟台市政治生活中
的一件大事，历来很受市民关
注。今年烟台市两会又刮起了

“瘦身风”，彰显出务实作风。记
者了解到，今年烟台市两会进
行了“瘦身”，人代会和政协会
均在3天半时间内召开完成。

与去年两会相比较，今年
两会召开时间进行了压缩。政
协会将于8日上午开幕，11日上
午闭幕。人代会将于9日上午开
幕，12日上午闭幕。如此算来，
政协会和人代会的召开时间均
为3天半，会议议程也将更加紧
凑合理。

据介绍，本着节俭办会的
宗旨，今年的两会按照中央八
项规定和省市有关精神要求，
会议进行了“瘦身”。7日下午，
记者在政协委员报到现场看
到，接待处没铺地毯，没摆鲜
花，政协委员们报到秩序井然。
对于会期缩短，记者在现场采
访了部分政协委员。

“这样当然好，节省了大家
的时间，也降低了财政开支，还
能提高会议效率。”烟台市政协
委员李忠臣说，会期缩短节省

了很多参会人员的时间，关键
是还能节省会议开支，在他看
来，每一天会议的会务费、餐饮
住宿费都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烟台市政协委员常黎明认
为，缩短会期、压缩会议时间并
非是减少会议议程，而是充分
合理地利用时间把能开的会用
短时间开完，而且还能把该办
的事办了。“会期缩减，但提案
内容不会缩减，因为每份提案
都是政协委员的心血，都代表
着民意。”

“每位与会人员都有自己的
职责工作，恰逢年底工作最忙
时，如果会期太长，会耽误不少
工作，也的确会增加财政支出。”
烟台市政协委员丛滋岗说，在完
成规定议程的情况下，会期越短
越好，越短越好，越精越好。

从开会不摆鲜花、不铺地
毯到压缩会期和会议材料，再
到降低餐饮标准……从2013年
烟台两会出现节俭新风到如
今，简朴的会风已深入政协委
员心中。在7日下午的报到现
场，很多政协委员表示，会议在
形式上的节俭已达成共识，怎
样能让会议内容更加务实有
效，成为与会者的一致期待。

“最美女孩”刁娜

低调来报到

提案打磨中

明星委员

舍己一条腿，救人一条命
的“最美女孩”刁娜7日下午出
现在东方海天酒店的政协委
员报到现场。问及提案内容，
她害羞地笑着说，“还不成熟，
需要再打磨打磨。”

下午3点多，刁娜与龙口
市其他政协委员一起步入酒
店大厅。“娜姐来了”“娜姐还
好吧”……瘦小的刁娜在众多
男委员中十分亮眼，她一现
身，就被众多媒体记者围了起
来，大家争相与刁娜对话，性
格开朗的她始终微笑着。

“身体怎么样啊？今天烟
台大雾天，腿还疼吗？”当记者
这样问时，刁娜笑着说，“谢谢
关心，今天还行，就是下雨天
有时会多少有点疼，或者是有
点胀。”

今年有啥好提案？刁娜谦
虚地说，“提案正在整理中，还
需要进一步打磨打磨。”

“最美女孩”刁娜的事迹
感动了无数人，如今已成为全
国道德模范，问到感想时她
说，“这份荣誉沉甸甸的，一定
要对得起这份荣誉，不管是工
作中还是生活中，要更加严格
要求自己，乐于助人、无私奉
献。”

本报记者 钟建军

政协委员陈燕琴

身穿中式服装

体现“中国精神”

两会“瘦身”彰显务实作风

人人代代会会、、政政协协会会
会会期期均均为为三三天天半半

7日下午3点多，烟台市政协
委员樊静来到东方海天酒店一
楼接待大厅报到处，从工作人员
手中接过资料袋，听工作人员介
绍完基本情况，将代表证佩戴在
胸前，整个报到过程用时不到30

秒。
“您好，您是那个界别的？”、

“姓名？”、“好的，请到那边领一
下材料。”这是7日下午报到处工
作人员重复最多的三句话，基本
上三句话说完，一位政协委员的
报到流程就结束了。记者观察了
十多名政协委员的报到时间，最
慢的29秒，最快的15秒。

“今年分类比较明确，证件
材料等都按照委员们的界别进
行了分类放置，所以一说界别和
姓名就能立马找到资料。”报到
处工作人员说，因为报到过程
快，现场没有出现排队领材料的
情况。

烟台市政协委员侯信阳
说，这次报到过程简洁，工作
人员讲解详细，给他留下了深
刻的印象。

本报记者 王晏坤

报到过程简洁

一人不到30秒

7日下午，委员陈燕琴穿着自己设计的服装来到东方海天酒店报到现场，成为众多记者抓拍的“焦点”。
本报记者 李泊静 摄

7日下午4点左右，在致公
党烟台市委副主委唐振铎的
房间内，致公党烟台市委的几
位委员正在讨论着最终提案。

“一张纸两面用，能长话
短说的绝不废话，纸张用得少
了，提案档案袋自然‘瘦身’。”
唐振铎说，今年致公党烟台市
委的委员们提出了近百条提
案，与以往不同的是，今年所
有的提案内容都是双面打印，
节省了一半的纸张。另外在打
印前，委员们会将提案内容一
一缩减，去掉废话、空话，确保
每条建议都实实在在。

“以往开会前会下发一系
列书面材料，今年这部分材料
几乎没有，从小的方面可以看
到节俭的态度。”唐振铎说。

本报记者 孙健

相关新闻

致公党委员

建议实实在在

提案双面打印

同为烟台市政协委员，又
是相识多年的老朋友，烟台电
视台《德与法》栏目主任王宏、
烟台市卫生局副局长郑俊杰
和鲁东公证处民事科科长牟
慧君完成报到手续后，便在房
间开起了小会。

“你们都带了什么提案上
会啊？”郑俊杰说。王宏说，她
带来4件提案，涉及雾霾、红色
文化、违章建阁楼、沿海养殖
区和旅游区应分离。牟慧君则
说，她带来了6件提案，分别是
关于远光灯、小区路灯、斑马
线安全、公交线路等。

本报记者 刘清源

三位女委员

报到后开小会

比比谁的提案多

“刚下飞机就赶到了会
场。”7日下午1点7分，刚刚到
报到时间，烟台市政协委员、
鑫广集团董事长黄尚渭就风
尘仆仆地赶到现场，他也是第
一个报到的委员。

黄尚渭说，自己刚刚从上
海出差归来，心里惦记两会的
事情，刚下飞机就赶到了现
场。据悉，黄尚渭是新委员，谈
到带什么提案上两会，黄尚渭
说还在完善中，希望通过和老
委员交流获得更多的灵感。

记者从提案组获悉，自
2004年烟台两会实行信息化
提案以来，政协委员全部通过
网络提交提案。截至7日19时，
提案委员会已收到提案2 1 6

件，在历年两会首日提案中属
于数量较多的。8日，政协委员
们还将分组讨论、拟写提案。
本报记者 刘清源 林宏岩

报到第一天

收到216件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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