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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永宝作常委会工作报告 张贵龙作提案工作报告
韦峰在开幕式上发表讲话 张利在大会发言后讲话

五次会议隆重召开

政协十三届
十五届人大

本报讯（记者 赵妍东方）12 日上
午 8 时 30 分，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全市
人民高度关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
议江苏省高邮市第十三届委员会第五
次会议在市文体休闲公园大剧院隆重
开幕。来自全市各界的 256 名政协委
员共聚一堂，履职尽责、参政议政，为加
快
“四个高邮”
建设献智出力。
市委书记韦峰出席会议并发表讲
话，市委副书记、市长张利，市人大常委
会主任张秋红出席会议。市政协主席
徐永宝代表市政协十三届常委会作工
作报告，市政协副主席张贵龙代表市政
协十三届常委会作关于提案工作情况
的报告。大会由市政协副主席钱富强
主持。
市 政 协 主 席 徐 永 宝 ，副 主 席 张 贵
龙、钱富强、张拥军、居晓波、周启泉，秘
书长林荣岩在主席台前排就座。应邀
参加大会并在主席台就座的还有市委、
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在邮全体领导；
市法院、市检察院主要负责同志。
韦峰在会上发表题为《让“人”成为
“四个高邮”
建设的活力源泉》的讲话。
韦峰在讲话中首先代表中共高邮
市委对大会的召开表示热烈祝贺。他
指出，过去的一年，是极不平凡的一年，
我们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全面贯彻落实中
央、省和扬州决策部署，以“开局就是决
战、起跑即是冲刺”的干劲，团结带领全
市人民迎难而上、共克时艰，打赢了新
冠疫情防控、文明城市创建、工业净增
百亿、禁捕退捕攻坚、安全环保整治“五
场硬仗”，实现“十三五”圆满收官。这
些成绩的取得是全市广大干部群众齐
心协力、狠抓落实干出来的，也凝聚着
各级政协组织、广大政协委员的智慧和
汗水。
韦峰强调，迈入“十四五”，开启新
征程，拥抱“大海时代”，建设“四个高
邮”，离不开“人”的作用，更需要“人”
的力量。要千方百计引人，构建人才汇
聚“磁力场”。产业招引，要紧扣“3+3”
产业体系，拉长增粗产业链，形成产业
集聚区，加快推动高质量发展；环境吸
引，要重点打造舒适宜业的工作环境，
用心打造温馨宜居的生活环境，精致打
造风景宜人的城市环境，倾力打造高效
宜创的营商环境；政策牵引，出台引人
新政，大胆创新，多线发力，让心动的人不再犹豫，想来的人顺利安
家。要春风化雨育人，打造人才成长“孵化器”。文化文明育人，要有
“双文”城市的样子、
“ 双文”城市的作为、
“ 双文”城市的担当；技术技
能育人，打造高邮自己的“蓝翔”
“ 新东方”，让每一个高邮人都有一技
之长；实践淬炼育人，让全体高邮人在“四个高邮”的伟大实践中，凝
聚人心、完善人格、开发人力，在实践中收获成长、收获成熟、收获成
果，在实践中练就“大心脏”
“ 硬脊梁”
“ 铁肩膀”。要不拘一格用人，开
辟人才竞技“赛马场”。搭平台，要破立并举，创新机制，打破一切阻
碍发展的旧平台，给每一个愿意在高邮发展的人，都提供新平台，助
力奔跑；给舞台，让大家在各自岗位上各展所长，在属于自己的时代
舞台上各显风采；摆擂台，要继续摆好技术比武、岗位练兵的“擂台”，
优化能上能下、有进有出的“打擂”机制，提高各行各业人才的“打擂”
能力，真正做到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用当其时。要用心用情留人，共
筑人才扎根“温馨家”。事业留人，要抓住机遇、乘势而上，打通人才
事业上升通道，优化事业发展环境；服务留人，要通过精细化、人性
化，保姆式、贴身式的温馨服务，让高邮真正成为宜居宜业、令人向往
的“好地方”；
（下转 2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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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人”成为“四个高邮”建设的活力源泉
——在政协高邮市第十三届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开幕式上的讲话
韦 峰
（2021 年 1 月 12 日）
各位委员、
同志们：
政协高邮市第十三届委员会第
五次会议今天开幕了。在此，我代
表中共高邮市委，向大会的召开表
示热烈的祝贺！
风雨砥砺，岁月如歌。过去的
一年，
是极不平凡的一年，
我们坚持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为指引，
全面贯彻落实中央、
省
和扬州决策部署，以“开局就是决
战、起跑即是冲刺”的干劲，团结带
领全市人民迎难而上、
共克时艰，
打
赢了新冠疫情防控、
文明城市创建、
工业净增百亿、
禁捕退捕攻坚、
安全
环保整治“五场硬仗”，
“ 十三五”圆
满收官，高水平全面小康取得决定
性成就，高邮更美了，城市更文明
了，
群众更幸福了。
大江流日夜，慷慨歌未央。这
些成绩的取得，是深入贯彻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结
果，是在省委、省政府和扬州市委、
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全市广大干

部群众齐心协力、狠抓落实干出来
的，
也凝聚着各级政协组织、
广大政
协委员的智慧和汗水。一年来，全
市各级政协组织和广大政协委员，
围绕事关高邮发展的重大问题，深

市十五届人大五次会议举行代表团主要召集人会议
本报讯（记者 朱亚萍）12 日下
午，市十五届人大五次会议举行代
表团主要召集人会议，通报本次大
会的会议筹备工作、指导思想、会务
安排等有关事项。市委书记韦峰出
席会议并讲话。会议由市人大常委
会主任张秋红主持。市委、市人大、
市政府、市政协领导，市法院、检察
院主要负责人，各代表团主要召集

人等出席会议。
会上，韦峰指出，这次人代会，
是在收官“十三五”、开局“十四五”
关键时刻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会
议。大会将高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伟大旗帜，全面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江苏、
视察扬州重要讲话指示精神，认真
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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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按照省委十
三届九次全会、扬州市委七届十一
次全会和市委十一届十次全会的部
署要求，进一步动员全市广大代表
和人民群众，聚焦“两争一前列”
，推
动高质量发展，奋力开启全面建设
现代化高邮新征程。
韦峰强调，本次大会议程多、时
间紧、任务重，
（下转 4 版）

市十五届人大五次会议今开幕

市十五届人大五次会议举行主席团第一次会议

本报讯（记者 翁正倩）12 日下午，市十五届人大五次会议举行主
席团第一次会议。会议由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秋红主持。
会议通过了大会日程；推定韦峰、张秋红、徐永宝、郑志明、赵广
华、潘建奇、李生、薛晓寒、孙明如、吴惠山、杨向东为大会主席团常务
主席；通过了大会执行主席分次主持名单；决定了大会副秘书长；通过
了代表提出议案截止时间的决定，明确代表提出议案截止时间为 1 月
14 日上午 10 时整；
讨论《选举办法（草案）》。

入调查研究，
提出了许多有高度、
有
深度的建议，
民主协商有声有色，
建
言资政可圈可点，凝聚共识用心用
力，为全市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
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对政协一年来
的工作，
市委是满意的，
社会各界也
是充分认可的。在此，我代表中共
高邮市委，向全市各级政协组织和
广大政协委员、各民主党派、工商
联、
无党派人士、
各人民团体和各界
人士，表示衷心的感谢并致以崇高
的敬意！
光 荣 承 载 梦 想 ，使 命 催 人 奋
进。2021 年是建党 100 周年，是开
启现代化新征程的开局之年，也是
高邮撤县设市 30 周年，做好今年各
项工作意义重大。市委十一届十次
全会描绘了建设“四个高邮”
的美好
蓝图，着力在经济发展、城乡统筹、
社会治理、
民生改善上实现新突破，
切实为江苏“两争一前列”
和建设扬
州“好地方”扛起高邮担当，贡献高
邮力量。
（下转 2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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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孔令玲）高邮
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
会议于 13 日上午 8 时 30 分在文
体休闲公园大剧院开幕。昨日下
午，出席市十五届人大五次会议
的人大代表们陆续抵达各自的代
表团驻地向大会报到。
市十五届人大五次会议的议

程主要是：
听取和审议高邮市人民
政府工作报告；
审查和批准高邮市
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计划第十四
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
要；审查高邮市 2020 年国民经济
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 2021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
的报告，
批准高邮市2021年国民经

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审查高邮市
2020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与2021
年财政预算草案的报告，
批准2021
年市级财政预算。听取和审议高
邮市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
听取和
审议高邮市人民法院工作报告；
听
取和审议高邮市人民检察院工作
报告。此外，
进行投票选举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