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金春林分别参加人大代表分组审议
和政协委员分组讨论，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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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16日下午和17日上午，市委副书记金春

林在参加人大龙虬代表组审议和政协第八讨论组讨

论时要求，充分领会政府工作报告精神，把握主基调和着力

点，团结一心，苦干实干，圆满完成各项目标任务。

金春林说，政府工作报告求真务实、开拓创新、

锐意进取、敢当敢为、鼓舞人心。报告总结2012年的

工作全面、客观，部署2013年政府工作主要目标和各

项任务，思路清晰、目标务实、重点突出、措施扎实，完

全符合我市发展实际，反映了全市人民的愿望。

金春林要求，要抓住报告中提出的总目标，准确

把握“稳中求进、进字当先”的主基调，扭住“做大经

济总量、加快转型升级、推动城镇化建设、增进民生

福祉”这四个着力点，突出“抓大抓重、创新创优、城

乡发展一体化、增强人民幸福感、服务型政府建设”

等关键词，抓住机遇、苦干实干、迎难而上，努力把高

邮建设得更加美丽富饶。 周麟 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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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17日上午，市委书记韩

方与市政协十二届二次会议第一讨

论组的委员们聚集一堂，共同讨论政

府工作报告和其他有关报告，听取各

方面的意见和建议。韩方要求，全市

各层各级，包括政协组织，在发展这

个大局面前，要积极建言献策，形成

合力，真抓实干，奋力推进高邮在周

边地区率先崛起。市政协主席倪文才

参加讨论。

讨论中，委员们纷纷结合自身的工作实际，围绕

奋力推进高邮在周边地区率先崛起这个主题畅所欲

言。听取委员们的发言后，韩方深有感触地说，透过大

家的发言，他切身感受到各位委员对市委、市政府工

作以及对高邮经济社会发展所倾注的满腔热情。这些

意见和建议涉及到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我们一

定要在实际工作中加以重视，并想方设法解决。

韩方强调，发展是我市当前及今后一段时期的中

心任务，我们不但要在解放思想、破解难题上积极献

计献策，更要在推动执行、抓好落实上形成合力，把精

力集中到怎么干上去，全力营造一心一意谋发展、心

无旁骛干事业的良好氛围。全市上下要围绕发展这个

主题，在做大经济总量，加快转型升级，推进城乡一体

化，增强民生幸福感等方面真抓实干，共同努力把高

邮的事业做好。 郭玉梅/文 王林山/摄

同心同向 奋力赶超 履职尽责 聚力实干

市政协十二届二次会议胜利闭幕
韩方方桂林出席大会 倪文才讲话 通过市政协十二届二次会议决议

本报讯17日下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

会议江苏省高邮市第十二届委员会第二次

会议历时三天，圆满完成各项预定议程，在

庄严的国歌声中胜利闭幕。

市委书记韩方，市委副书记、市长方桂

林应邀出席大会，并在主席台前排就坐。市

政协主席倪文才，副主席肖伯群、王薇、李春

青、张贵龙、张拥军，秘书长林荣岩在主席台

前排就座。在主席台前排就座的还有市委副

书记金春林。市委、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在

邮的领导，市人民法院院长、市人民检察院

检察长以及往届政协老领导应邀出席闭幕

大会。市政协十二届委员会现有委员259

名，出席昨日下午会议的委员有250名。

倪文才主持会议并讲话。大会通过了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江苏省高邮市第十

二届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市政协十二

届二次会议听取并讨论了市委书记韩方的

讲话，审议通过了市政协常务委员会工作报

告和提案工作情况报告；列席市十四届人大

二次会议，听取和讨论了市政府工作报告及

其他重要报告。

倪文才在讲话中说，在中共高邮市委的

领导下，在市各有关方面的关心、支持下，经

过全体委员的共同努力，市政协十二届二次

会议圆满完成了各项议程，胜利闭幕。

倪文才说，在大会开幕时，市委书记韩

方作了题为《聚焦发展聚力实干奋力推进

高邮在周边地区率先崛起》的讲话，对政协

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我们要认真学习领

会，全面贯彻落实。会议期间，委员们听取和

讨论了市长方桂林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委

员们认为，政府工作报告对过去一年的工作

总结实事求是、恰如其分；提出今年的发展

目标和工作任务重点突出、切实可行，大家

一致表示赞成。会议期间，委员们听取审议

了市政协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和提案工作

报告。委员们认为，2012年市政协牢牢把握

团结和民主两大主题，把谋发展作为第一

要务，把惠民生作为工作核心，把促和谐作

为重要使命，切实履行政治协商、民主监

督、参政议政职能，全面加强自身建设，为

全市经济社会科学和谐发展作出了新的贡

献。大会期间，委员们通过提交提案、参加

小组讨论等形式，紧紧围绕坚持科学发展、

加快转型升级、推进城乡统筹、增进民生福

祉、加强社会管理创新、深化文化体制改革

等重要议题，各抒己见、建言献策。

倪文才指出，今年是全面贯彻落实党

的十八大精神的开局之年，我们要担负起

时代和人民赋予的重托，凝心聚力谋发

展，继往开来务实干，为建设幸福美好家

园贡献智慧和力量。要与市委在目标上同

心同向。全市政协组织、政协各参加单位

和全体政协委员，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

主要任务是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市

委十届五次全会精神，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

力量，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把各

界人士的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市委、市政府的

决策部署上来，把智慧和力量凝聚到工作的

贯彻落实上来，使政协工作与全市中心工作

同频共振， (下转三版）

今日总值班 韩粉琴

责任编辑 郭兴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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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17日上午，市

政协召开十二届四次常委

会。市政协主席倪文才主持

会议。市政协副主席肖伯

群、王薇、李春青、张贵龙、

张拥军以及政协秘书长林

荣岩出席会议。市委常委、常

务副市长王正年应邀出席

会议。

会议听取了各组讨论

情况汇报，讨论通过市政协

2013年常委会议和主席

会议协商议题、视察议题

及政协论坛主题安排；审

议并通过市政协十二届二

次会议《决议（草案）》。

在听取各组讨论情况

的汇报后，王正年表示将

认真研究、分析委员们提

出的意见和建议，进行认

真梳理，在今后工作中采

纳、实施；同时将一如既往地支持委员

充分履行职能，加强与委员们的沟通，

接受政协的民主监督，更好地推进政府

各项工作。 周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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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17日下午，

市十四届人大二次会议举

行第二次大会，分别听取

市人大常委会、市人民法

院、市人民检察院工作报

告，通过《高邮市第十四届

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

选举办法》。

韩方、薛晓寒、王永

海、王庆东、周建峰、相文

生、徐晓君、潘建奇担任当

天大会执行主席。主席团常

务主席薛晓寒主持会议。

会议应到代表 292

人，实到代表280名，符合

法定人数。

受市十四届人大常委

会的委托，郭海平在会上作

市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

郭海平在报告中首先

回顾总结了市人大常委会

去年一年来的工作。2012

年，市人大常委会在中共高

邮市委领导下，深入学习贯

彻党的十八大精神，坚持党

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

法治国有机统一，围绕中

心、服务大局，求真务实、

积极进取，切实履行宪法

和法律赋予的职责，为推

动经济社会发展和民主法

治建设作出了积极贡献。

郭海平说，去年以来，

市人大常委会围绕中心，

服务大局，推动经济社会

又好又快发展；关注民生，

增进福祉，促进和谐社会

建设；深化监督，增强实

效，推进“一府两院”依法

行政、公正司法；改进方

式，组织引导，充分发挥代

表主体作用；适应形势，与

时俱进，不断增强履职能

力，较好地完成了市十四

届人大一次会议提出的常

委会各项工作任务。

郭海平指出，本届市

人大常委会工作的良好开

局，是市委正确领导的结

果，是全体市人大代表和

常委会组成人员共同努力

的结果，也是市乡两级人

大、市“一府两院”及各有

关方面大力支持的结果。

(下转三版）

方桂林参加人大代表分组审议时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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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昨天上午，出席市十四届人大

二次会议的人大代表继续审议《政府工作报

告》，市长方桂林参加了八桥、汉留代表组的

审议。他指出，我们要把区域劣势转化为发

展优势，抓住发展机遇和发展关键期，做大

经济总量、加快转型升级、统筹城乡发展、坚

持民本为先。

审议过程中，代表们围绕高邮经济社会

发展及城镇化建设，畅谈了思路、打算，同时

还就产业招商、城乡公交、区域供水、环境整

治、水利建设、历史文化名城建设等方面的

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

在听取大家发言后，方桂林指出，我市

将成为全省城镇化试点县市，应抓住机遇，

突出抓大抓重，实现综合实力再攀升。要按

照体量加大、速度加快、效益加强的要求，全

面提升重大项目招引和建设的成效。要大

力发展机械装备、电线电缆、照明灯具、服

装服饰、建筑业、旅游业6个基本产业，实施

新兴产业、机械装备制造产业、建筑业“千亿

产业培育”工程，大力发展农产品加工业，着

力推动优势特色产业做大做强。要加快信息

化和工业化“两化”融合，进一步提高企业的

自主创新能力， (下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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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17日，市十四届人大二次会议主

席团分别召开第二次、第三次会议。市人大常

委会副主任薛晓寒、葛桂秋分别主持会议。

当日上午，主席团第二次会议听取各

代表团审议《政府工作报告》、《高邮市

2012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

况与 2013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

案的报告》、《高邮市 2012年财政预算执

行情况和 2013年财政预算草案的报告》的

情况汇报；讨论政府三个工作报告决议

（草案）；听取各代表团关于《高邮市第十

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选举办法

（草案）》审议情况的汇报。

(下转三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