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02 两会 2014年1月15日 星期三

编辑：燕晓光 美编/组版：李冲

十十届届人人大大四四次次会会议议

政政协协十十届届三三次次会会议议

今日滨州

吴声当选为滨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院长

本报1月14日讯(记者 王晓
霜) 14日下午，滨州市十届人大
四次会议第三次全体会议在明珠
剧院召开，会议以选举的方式确
定了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为
吴声。

1月9日，滨州市十届人大常
委会第18次会议召开，会议表决
通过了滨州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关于宋文明辞去滨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院长职务请求的决
定，并决定了滨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代理院长为吴声。

1月14日，市十届人大四次会
议主席团发布滨州市人民代表大
会第七号公告：滨州市第十届人
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于2014

年1月14日选举吴声为滨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院长。

吴声简介
吴声，男，汉族，1960年8月

生，聊城莘县人，1977年8月参加
工作，1985年12月入党，现任滨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

1977 . 08——— 1978 . 09，莘县单
庙乡下乡知青；

1978 . 09——— 1982 . 07，泰山医
学院医学专业学习；

1982 . 07——— 1989 . 05，聊城地
区中级人民法院法医；

1989 . 05——— 1990 . 05，聊城地
区中级人民法院助审员；

1990 . 05——— 1992 . 06，聊城地
区中级人民法院技术室副主任、
助审员、副科级审判员；

1992 . 06——— 1998 . 09，聊城地
区中级人民法院技术室主任、正
科级审判员；

1998 . 09——— 2000 . 01，聊城市
中级人民法院技术室主任、副县
级审判员；

2000 . 01——— 2003 . 12，聊城市
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党组成员
(其间：2001 . 09—2003 . 07在中国社
会科学院民商法专业研究生班学
习)；

2003 . 12——— 2006 . 06，聊城市
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正县级)、
党组成员；

2006 . 06——— 2011 . 12，聊城市
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正县级)、
党组副书记(2003 . 09—2006 . 07在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刑法专业学
习，获法学博士学位)；

2011 . 12——— 2012 . 02，莱芜市
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代理院长、
党组书记；

2012 . 02——— 2014 . 01，莱芜市
中级人民法院院长、党组书记；

本报 1月 1 4日讯 (记者
王晓霜 赵树行 李运恒
王泽云 ) 1 4日，滨州市第十
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
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
十届滨州市委员会第三次会
议圆满完成了各项议程，胜利
闭幕。

滨州市第十届人民代表
大会第四次会议逐一表决通
过了6项决议，分别是《关于滨
州市人民政府工作报告的决
议》、《关于滨州市2013年国民
经济和社会发展执行情况及
2014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计划的决议》、《关于滨州市
2013年预算执行情况及2014
年预算的决议》、《关于滨州市
人 大 常 委 会 工 作 报 告 的 决
议》、《关于滨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工作报告的决议》以及《关
于滨州市人民检察院工作报
告的决议》。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第十届滨州市委员会第三次
会议期间，委员们认真听取
并 讨 论 了 中 共 滨 州 市 委 书
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光
峰同志的重要讲话、《政府工
作报告》和其它有关报告；审

议通过了市政协常委会工作
报告和提案工作报告；隆重
表彰了2013年度优秀政协委
员、优秀政协提案和提案承

办先进单位；通过了大会决
议和有关报告。委员们紧紧
围绕全面深化改革、加快转
变经济发展方式、保障和改

善民生、“两区一圈”开发建
设和推进人民政协事业，积
极议政建言、献计献策，提出
了许多很好的意见和建议。

截止到14日下午，市人大十
届四次会议上共收到人大代表
提交的建议92条，市政协十届三
次会议上共收到提案295件。

截至1月13日15时，大会秘
书处议案组收到代表们提出的
建议、批评和意见79件。截至13
日12时，会议共收到代表10人以
上联名提出的议案9件，这些议
案涉及城市品牌建设、设立黄蓝
经济区商品交易市场、支持创新
型农机研发以及加强机动车管
理、关爱老年人群体等方面。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
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
府组织法》、《滨州市人民代表大
会代表议案处理暂行办法》的规
定，市十届人大四次会议议案审
查委员会经审查认为，这9件议
案均属于政府及其职能部门的

行政管理工作范围，建议改为代
表建议、批评和意见处理。

在众多建议中，城建环保方
面的26件，财政经济方面的12
件，农业农村方面的10件，科教
文卫方面的16件，内务司法方面
的11件，民宗旅游方面的3件，其
他方面的1件。城建环保相关问
题成为本次大会代表们建议的
热点。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城
市配套设施建设却并没有相对
完善，公共设施管理、城市规划、
交通拥堵等问题逐渐成为代表
们所关注的问题，而近两年城市
雾霾天气的增加，也让环保问题
成为代表提议的新热点。市人大
代表李玉涛就提出了“关于加大
环境治理的建议”，加大废弃排
放处罚力度，改善环境。

14日，大会秘书处议案组又

收到4条建议。截止到目前，共收
到代表提出的建议92条。

在14日上午闭幕的市政协
十届三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市政
协十届三次会议提案审查情况
的报告。截至1月13日12时，共提
交提案295件，经审查，立案289
件，作为委员来信转送有关部门
研究参考的6件。在立案提案中，
委员提案230件，民主党派、工商
联提案58件，政协专委会提案1
件。

本次会议提案内容丰富，涉
及面广，涵盖经济、政治、文化、
社会、生态等各个方面，所提建
议针对性、前瞻性和可操作性较
强。提案更加关注事关改革发展
的全局性问题，更加关注事关人
民群众切身利益的实际问题，更
加关注事关社会和谐稳定的突

出问题，体现了广大政协委员、
政协各参加单位和市政协专门
委员会积极反映社会各界群众
意愿的责任感和使命感。经分类
统计，在立案提案中，有关经济
建 设 方 面 的 提 案 1 1 4 件 ，占
39 . 4%；有关科技、教育、文化、
卫生、体育方面的提案58件，占
20 . 1%；有关民生改善、社会保
障、城建环保等方面的提案117
件，占40 .5%。

对已立案的提案，大会闭幕
后将按照分级负责、归口办理的
原则，送交承办单位办理。本次
大会提案截止时间以后收到的
提案，也将及时审查立案，送交
有关单位办理。

本报记者 张牟幸子 谭
正正 赵树行 李运恒 王泽
云

大大会会共共收收到到9922条条建建议议、、229955件件提提案案
城建环保、经济建设等成代表委员建议提案热点

两会结束，会场外交警正在整理指示牌。 本报记者 张牟幸子 摄

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
任张光峰曾在多次会议中强调，
一手抓发展，一手抓营商环境，
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形成
双轮驱动、协调推进。市委副书
记、市长崔洪刚在今年两会上作
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也提出，滨
州要优化营商环境，实现地区生
产总值增长9 . 5%左右，公共财
政预算收入增长10%等9大预期
目标。

对此，作为市人大代表的滨
州市市区国税局局长邵振新表
示，近年来为打造良好的营商环
境、促进经济发展，国家围绕转
方式、调结构、先后出台了一系
列重大结构性减税政策，今后市
区国税局将围绕市长报告的精
神，努力把税收职能释放到最大
化，更好服务当地经济发展。

在谈及发挥聚财职能时，邵

振新表示，从市区经济税源实际
看，今年收入形势依然十分严
峻，但要坚定信心，克服困难，强
化措施，抓住税收不放松。严格
依法征收，坚持组织税收收入原
则，做到“好时不放人情水，难时
不收‘过头税’”，确保税收收入
质量；加强税源调查，摸清税源
底数，掌握经济发展及变化情
况，有的放矢制定收入措施；进
一步堵漏增收、挖潜增收、查补
增收，缩小税收与经济之间的差
距，促使税收收入趋向最大化，
努力提高国税收入占财政收入
和地方税收的比重。

谈到发挥调控职能，邵振
新说，将努力用足用活税收政
策，重点落实好各项税制改革
措施和结构性减税政策，比如
营改增扩围、支持高新技术产
业发展和自主创新、促进资源

综合利用与环境保护、扶持小
微企业发展等相关政策，建立
完善配套制度，深入开展效应
评估，确保政策全面及时落实
到位，为招商引资创造公平公
正的良好环境，为打好转方式
调结构攻坚战提供支持。

在谈到发挥参谋职能，邵振
新表示，将主动服务发展大局，加
强宣传解释，主动向党委政府汇
报经济税收形势及采取的工作措
施和成效，最大限度争取理解和
支持。进一步增强工作前瞻性，紧
紧围绕全区发展布局和改革决策
部署，深入开展税收分析，从税收
角度分析经济社会运行情况，及
时提供有观点、有数据、有参考价
值的分析报告，形成税收分析的

“拳头产品”，为各级领导决策提
供参考，以积极主动的作为不断
提升国税工作站位。

市人大代表、市区国税局局长邵振新：

把把税税收收职职能能释释放放到到最最大大化化

文/片 本报记者 邵芳

滨州市市区国税局局长
邵振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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