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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现场
我

市政协十二届三次会议开幕
郝德军作政协工作报告，江林昌作提案工作报告

本报1月8日讯(记者 刘清
源) 8日上午，烟台市政协十二
届三次会议在烟台国际博览中
心会议中心礼堂开幕。

上午9时，大会在雄壮的国
歌声中开幕。

市政协主席郝德军受政协第
十二届烟台市委员会常务委员会
的委托，向大会作政协工作报告。
他说，2013年是全市上下深入贯彻

落实中共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
会精神，攻坚克难、开拓奋进、取得
辉煌成绩的一年，也是政协工作
务实创新、突破发展、实现全面进
步的一年。一年来，在中共烟台市
委的正确领导下，在烟台市人民
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市政协牢牢
把握团结民主两大主题，紧紧围
绕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全面贯彻

“1234”总体思路，深入开展“双岗

双优”主题活动，为科学发展献策，
为民生幸福建言，彰显了独特优
势，发挥了积极作用。

郝德军指出，2014年，是贯
彻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全
面深化改革的开局之年。做好全
年政协工作总的要求是：在中共
烟台市委的坚强领导下，深入学
习贯彻中共十八大和十八届三
中全会精神，紧紧围绕市委重大

决策部署，坚持创新引领、重点
带动，坚持谋大事议大事、抓落
实求实效，切实发挥协调关系、
汇聚力量、建言献策、服务大局
的作用，为推动全市经济社会发
展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市政协副主席江林昌受政
协第十二届烟台市委员会常务
委员会的委托，向大会作了关于
提案工作情况的报告。

公安机关积极部署、统筹安
排，确保了“两会”的绝对安全，为

“两会”创造了良好的治安环境。
“两会”安保真正做到了不扰民、不
封路，营造出了“两会”和谐、稳定
的氛围。

8日，记者在会场外看到，烟台
市公安机关开展柔性执勤、文明执
法，做到不封路、不清路，最大限度
地保证社会车辆通行。

会前，公安机关组织了专门警
力对驻地进行治安检查和安全复
检，排查消除安全隐患。“两会”期
间，公安机关还启动武装巡逻，实
行全天候巡逻，确保没有任何安全
问题发生。

本报记者 侯艳艳

本报1月8日讯(记者 刘
清源 于飞) 8日上午，烟台
市政协十二届三次会议在烟
台国际博览中心会议中心开
幕。今年政协会议持续务实作
风，取消表彰大会环节，获奖
委员只发放证书和表彰决定。
会议期间，拨打长途电话、发
电报、发传真、洗衣物等费用
由个人自理。

相比往年，今年政协会议
取消了提案表彰仪式。获表彰
人员的获奖证书和表彰决定
在7日报到时，随会议材料一
起发放到个人手中。

烟台太明灯饰有限公司

董事长韩彦明今年已经是第4

年获得表彰了。相比以前到主
席台上领取红彤彤的获奖证
书，韩彦明认为这种低调的获
奖方式感觉更好，“我们政协
委员本来就是要为烟台的发
展献计献策的，现在会议精简
务实，当然也是我们所期望
的。”韩彦明说。

烟台市政协委员徐金光
告诉记者，今年住的酒店跟往
年都一样，但是住进来后感觉
明显不一样了，以前酒店考虑
到委员要常住，就准备了大块
的香皂，大瓶的洗发水和牙膏
等洗漱用品，取代一次性的。

但是今年每个房间只放一次
性洗漱用品，如果委员有需要
的话，可以让服务人员补给。
要是没有需要，服务人员就不
给更换。徐金光说，很多委员
都是自己从家里带着洗漱用
品，酒店里的根本用不上，“如
果房间里的洗漱用品每天更
换，确实太浪费了。”

会议期间，不准自行安排
非会议人员在所住宾馆住宿、
就餐。除大会组织的集体活动
外，个人外出活动无特殊情况
不予派车。拨打长途电话、发
电报、发传真、洗衣物等费用
由个人自理。

本报1月8日讯(记者 王
晏坤) 8日下午，市十六届人
大三次会议主席团举行第一
次会议。

根据市人民代表大会
议事规则，市委书记、市人
大常委会主任张江汀主持
了会议。

会议推选了市十六届
人大三次会议主席团常务
主席，并决定由主席团常务
主席担任大会全体会议执
行主席。

会议决定了市十六届
人大三次会议副秘书长；会
议决定了市十六届人大三
次会议日程，会议将于1月9

日上午9时开幕，1月1 2日闭
幕；会议决定代表提出议案
的截止日期为1月10日12时；
会议通过了市十六届人大
三次会议表决议案办法；会
议通过了提交代表审议的
市十六届人大三次会议选
举办法(草案)。

市十六届人大三次会议

举办法制专题讲座

8日下午，烟台市十六届人大
三次会议举办法制专题讲座，全国
人大常委会委员、副秘书长沈春耀
作辅导报告，市委书记、市人大常
委会主任张江汀主持讲座。

沈春耀在讲座中重点围绕贯
彻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推动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与时俱进、全面
推进依法治国等作了深入系统、全
面透彻的阐述和辅导。

张江汀在主持讲座时指出，人
大及其常委会作为国家权力机关，
人大代表作为人民意志和利益的
体现者，在推进依法治国进程中地
位至关重要、作用不可替代。

张江汀强调，要自觉当好尊法
守法用法表率，牢固树立法律至上
理念，充分发挥模范带头、先进引
领、监督推动等重要作用，不断提
高思想素质、政治素质、文化素质、
法律素质，早日把烟台建设成为蓝
色、文明、幸福之都作出新的更大
贡献。

本报记者 王晏坤

8日下午，政协举行分组讨论
会议，各组委员审议政协工作报告
和关于提案工作情况的报告。在第
三小组，民盟、民进、农工党的委员
们提出了提高优质提案比例、提案
多向广大市民公开的建议。

“市政协十二届二次会议以
来，提案委员会共收到663件提案，
然而真正优秀的提案只有20件，这
个比例还是很小的，说明我们的提
案还有很多不足和值得提高的地
方。”民进烟台市莱山支部副主委、
烟台宏泰达化工有限公司董事长
宋华西认为，政协委员不应该仅停
留在能提出提案的层面上，而应该
上升到提有建设性、可行性的优质
提案。

宋华西的提议得到了组内委
员的响应。除此之外，委员们还提
出，应让广大市民都了解政协委员
们的提案内容，提案是否优质，由
市民说了算。市民的关注度越高，
提案越有价值。

本报记者 孙健

政协委员分组讨论

提高优质提案比例

“两会”安保

不扰民、不封路

市十六届

人大三次会议

举行预备会议

本报1月8日讯 (记者
王晏坤 ) 8日下午，烟台市
十六届人大三次会议在烟
台国际博览中心礼堂举行
预备会议。

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
主任张江汀，市人大常委会第
一副主任李淑芹，副主任张维
利、于旭华、高琦、王建国，秘
书长李勃出席会议并在主席
台就坐。

李淑芹主持了会议。469

名市十六届人大代表出席了
预备会议。

会议选举产生了市十六
届人大三次会议主席团和秘
书长，大会主席团由60人组
成，李淑芹为大会秘书长。会
议通过了市十六届人大三次
会议议程。

李淑芹希望各位代表
围绕全市经济社会发展的
重大问题以及人民群众普
遍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积
极建言献策，以高度的政治
责任感和使命感，认真贯彻
会议指导思想，积极履行职
责，努力把本次会议开成民
主 、团 结 、和 谐 、奋 进 的 大
会。

市十六届人大

三次会议今日开幕

8日，烟台市政协主席郝德军作政协工作报告。 本报记者 赵金阳 摄

会议节俭务实，安排更加紧凑

提提案案表表彰彰只只发发证证书书
打打长长途途电电话话自自掏掏腰腰包包

两会新风

市政协十二届二次会议
以来，广大政协委员、政协各
参加单位和专门委员会围绕
全市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问
题，以及人民群众关注的热点
难点问题共提交提案663件，立
案623件，四成提案关注经济建

设。
市政协十二届二次会议

以来，政协提案委共收到提案
663件，其中市民主党派，工商
联集体提案57件。经审查立案
623件，占提案总数的93 . 97%，
转为其他方式处理的40件，占

提案总数的6 . 03%。截至2013年
12月底，已全部办复。提案所
提意见和建议，已得到解决或
者正在解决的占93 . 2%；因条
件限制，目前难以解决和留作
参考的占6 . 8%。

本报记者 刘清源

数量历年最多，四成关注经济

去年提案汇总

23 . 92%

去年

提案12 . 36% 15 . 41%

文 化 建 设
方面，提案
9 6件，占提
案 总 数 的
15 . 41%。

4 . 65%

政治建设方
面 ，提 案 2 9

件，占提案总
数的4 . 65%

经济建设方面，提
案272件，占立案总
数的43 . 66%

生态文明建设
方 面 提 案 7 7

件，占立案总
数的12 . 36%

43 . 66%

社会建设方面，提
案149件，占提案总
数的23 . 92% 制图：武春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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