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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市十十六六届届人人大大五五次次会会议议闭闭幕幕
本报1月21日讯(记者 许君

丽) 1月21日下午，威海市第十六
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圆满
完成各项议程，在威海国际会议中
心胜利闭幕。

大会主席团常务主席、执行主
席孙述涛主持闭幕会。

大会主席团常务主席、执行主
席董进友、刘茂德、张建军、毕礼
伟、季恩远、丛培卿、于开禄在主席
台执行主席席就座。

张惠、董天祥、赵熙殿等在主
席台就坐。

出席会议的293名人大代表以
举手的方式，依次表决通过了关于
接受有关人员辞职请求的决定、大
会选举办法和总监票人、监票人名
单。

在总监票人和监票人监督下，
代表们按照选举办法的规定，经过
无记名投票，选举刘茂德为市人大
常委会副主任、王学文和叶立耘为
市人民政府副市长，还选举了部分
市十六届人大常委会委员。

会议表决通过了关于政府工
作报告的决议、关于威海市国民经
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
纲要的决议、关于威海市2015年国
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
与2016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
划的决议、关于2015年威海市和市
级预算执行情况与2016年威海市
和市级预算的决议、关于威海市人
大常委会工作报告的决议、关于威
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工作报告的决
议、关于威海市人民检察院工作报
告的决议以及威海市制定地方性
法规条例。

会议认为，过去五年特别是去
年，在市委坚强领导下，市政府紧
紧依靠全市人民，全面贯彻落实党
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决策
部署，坚持生态立市、科教兴市、产
业强市，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
态，妥善应对风险挑战，扎实做好
各项工作，较好完成“十二五”规划
确定的主要目标任务，现代化幸福
威海建设迈出坚实步伐。过去一
年，市人大常委会紧紧围绕全市工
作大局，突出发展重点和社会热
点，依法认真负责做好各项工作，
为推动市委重大决策部署和市十
六届人大四次会议确定的任务落
实、保障和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
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市中级人
民法院和市人民检察院深入推进
司法改革，忠实履行宪法法律赋予
职责，充分发挥职能作用，切实增
强司法服务实效，为保障经济发
展、促进社会和谐、维护公平正义，
做出了积极贡献。会议对市人大常
委会、市政府、市中级法院、市检察
院的工作表示满意。

会议指出，“十三五”时期是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全市上
下要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
旗帜，全面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
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以邓
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
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和视察山
东重要讲话、重要批示精神，坚持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要求，坚持发
展是第一要务，坚持争当全省走在
前列排头兵目标，以创新、协调、绿
色、开放、共享发展理念为引领，以

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为中心，加快
形成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体制
机制和发展方式，深入实施生态立
市、科教兴市、产业强市和全域城
市化、市域一体化战略，统筹推进
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
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提前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现代化幸福威
海建设新跨越。

会议强调，今年是实施“十三
五”规划开局之年。全市上下要把
推进结构性改革摆到事关发展全
局重要位置，着眼增强持续增长动

能，坚持市域一体发展，加强生态
文明建设，认真做好保障民生和
创新社会治理工作，让人民生活
得更幸福、更美好。

会议完成各项议程后，孙述
涛发表讲话。他说，市十六届人大
五次会议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
法办事，保持良好会风，圆满完成
各项任务，开得很成功。大会作出
的各项决议，体现了全市上下的
共同意志和根本利益，进一步凝
聚起提前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
现现代化幸福威海建设新跨越的

强大合力。
会议号召，全市人民更加紧

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
的党中央周围，在市委坚强领导
下，解放思想，改革创新，加快突
破，把本次大会确定的各项目标
任务落到实处，为提前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实现现代化幸福威海
建设新跨越而努力奋斗！

下午3时22分，孙述涛宣布：
威海市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
五次会议闭幕。大会在雄壮的国
歌声中结束。

▲威海市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闭幕。 记者 王震 摄

市市属属直直管管公公房房配配上上““身身份份证证””
首批试点标识完成，将逐步结束市属直管公房“黑户”时代

本报1月21日讯 (记者 李
彦慧 通讯员 赵鑫 宋朝晨)

日前，威海试点市属直管公
房全部统一标识身份。今年1月
起，威海市直管公房管理处启
动公房标识试点。目前首批试
点的古北巷44户住宅直管公房
率先挂上“身份证”。

近日，古北二巷4号101室，
苗先生家门口悄然多了一块天
蓝色牌子，上面有排特定的唯

一编号，编号下有服务电话、监
督电话。这些信息是威海市直
管公房管理处给直管公房定制
的“身份标识”。今年1月起，市
直管公房管理处在古北巷44户
住宅直管公房中率先启动公房
标识试点工作。公房标识能准
确标明房屋属性和管理部门服
务电话、监督电话。承租人遇到
室内线路不通，上下水管 (阀
门)、水龙头损坏等问题，都可以

通过标识上服务电话直接联系
市直管公房管理处，寻求上门
服务。市民如果发现市属直管
公房承租人有转租、转借、转让
公房；损坏房屋结构和设施；利
用房屋进行违法活动，损害公
共利益；将直管公房使用权作
价入股或充作联营、合作、合资
的注入资产等情形，也可以通
过拨打监督电话，对违规公房
进行举报。

记者从市直管公房管理处
获悉，威海直管公房由住宅和
非住宅两部分构成，共5 0 0余
套。直管公房主要分布在东起
戚谷疃，西至古寨路，南起竹
岛，北至古陌的老城区内。随着
试点工作的启动，下一步，市直
管公房管理处将根据试点工作
开展情况，逐步为市属直管公
房配上“身份证”，彻底结束市
属直管公房“黑户”时代。

去去年年，，咱咱享享受受了了334422个个““蓝蓝天天白白云云””
全省大气环境质量七项指标，威海全部获得第一

本报1月21日讯 (记者 林
丹丹 通讯员 李润) 蓝天白
云让人心情舒畅，去年威海就有
342个“蓝天白云”陪咱度过。21
日，在省环保厅通报的省大气环
境质量七项指标中，威海全部获
得第一：“蓝天白云，繁星闪烁”
天数最多的城市,为342天；重污
染天数最少的城市，为5天；细颗
粒物浓度最好的城市，为38μg/
m3；可吸入颗粒物浓度最好的
城市，为65μg/m3；二氧化硫浓
度最好的城市，为17μg/m3；二
氧化氮浓度最好的城市，为23μg
/m3；环境空气质量综合指数最
好的城市，为4 . 06。

七个“第一”成绩的取得，
得益于我市大力实施防治城市
扬尘和汽车尾气、调整城市燃

料结构、治理“黄标车”等举措。
去年，12家热电企业燃煤机组
烟气旁路全部拆除，实现了达
标排放；坚持深化“一企一人一
策”精细化管理模式，实施了重
点污染源领导负责制、监管人
员驻厂蹲点制等举措，实现环
境监管无缝隙；25
家重点废气排放
企业全部安装自
动监控设施，做到
全方位全天候自
动化监控；对市区
1 2家大气污染大
户进行环保约谈，
严惩重罚超标排
污行为，对1家废
气超标排放企业
实施了按日连续

计罚。加强机动车尾气治理，建
成机动车尾气检测点15个，建
立了统一规范的机动车检测、
监管平台；加快黄标车淘汰进
度，利用2013到2015年三年时
间，全部淘汰了6 . 5万余辆黄标
车；330座加油站全部完成油气

回收治理改造；利用 2 0 1 4 到
2015年两年时间将141台燃煤
锅炉全部淘汰；对市区所有散
流物体运输车辆进行改造，做
到密闭运输，对各种物料堆实
行密闭覆盖，降低扬尘对大气
环境的污染。

威海新增十处
临时救助点

本报1月21日讯(记者 许君丽
通讯员 牛建毅) 针对近期出

现的持续低温雨雪大风等恶劣天
气，21日，威海市救助站在市内各
区成立了10个临时性的救助点，确
保无家可归的流浪乞讨人员能够
得到快速有效救助。

据悉，新设立的10个临时救助
点具体位置分别是环翠孙家疃街
道海北社区日间照料中心、环翠鲸
园街道怡心为老服务中心、环翠嵩
山街道高家庄流浪乞讨人员安置
点、环翠竹岛街道祥福家老年人日
间照料中心、环翠楼街道祥乐家综
合养老服务中心、环翠孙家疃街道
办事处远遥社区居委会、经区蒿泊
汇安社区(蒿泊大街南)、高区东发
老年公寓、高区初村镇敬老院、临
港区草庙子敬老院。

威海救助站工作人员介绍，临
时救助点依托敬老院、社区服务中
心等机构设立，在临时性救助点，
流浪乞讨人员可以得到暂时照料，
之后会由威海市救助站的工作人
员妥善安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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