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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政协十四届一次会议主席团举行第
二次会议，听取各组讨论情况汇报，协
商通过政协高邮市第十四届委员会主
席、副主席、秘书长和常务委员候选人
建议名单，审议《选举办法（草案）》。市
委书记张利，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王
学峰，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许辉应邀
出席会议。市政协主席徐永宝主持会
议。市政协副主席张贵龙、钱富强、张

拥军、居晓波、周启泉，市政协党组成员
孙禹文、仇家春出席会议。

会上，张利向大会主席团提名候选
人并介绍候选人情况。与会人员一致
赞同政协高邮市第十四届委员会主席、
副主席、秘书长和常务委员候选人建议
名单，赞成将这个建议名单提交全体委
员酝酿、协商。

在听取各组讨论情况的汇报后，王
学峰对委员们的发言给予充分肯定，并

表示将认真梳理和研究委员们所提意
见和建议，充分消化吸收，抓紧分解落
实，尽快把意见建议转化为加快发展、
推动工作的思路和举措。

会议还审议了《选举办法（草案）》。
不是主席团成员的各讨论组召集人、

市政协委办负责人和市纪委监委驻市政协
机关纪检监察组负责人，各乡镇（街道）政
协工委主任，市法院、检察院分管负责人，
市发改委、财政局主要负责人列席会议。

市政协十四届一次会议主席团举行第二次会议

本报讯（记者 孔令玲）13日上午，
市政协十四届一次会议举行大会发
言。市委副书记、代市长田醒民出席会
议并讲话。市领导徐永宝、王学峰、李
深红、曹伟伟、王薇、王永海、马舟、周
伟、蒋玮、史美山、张继东、张贵龙、钱富
强、张拥军、周启泉，市政府党组成员张
磊，市政协党组成员孙禹文、仇家春在
主席台就座。市政协副主席居晓波主
持会议。

会上，来自中共界、教育体育界、科
学技术界、工商联界、民建高邮支部、文
艺新闻界、特邀人士界的7名委员代表
分别进行交流发言。

发言结束后，田醒民首先对委员们
的发言表示充分肯定。他指出，委员们
的大会发言和书面交流站位高、看得
准、提得好，从百姓视角、企业角度，谈
得具体、议得透彻、讲得专业，对政府各
项工作有启发、有帮助。他对市政协及
各位委员过去一年来的广泛调查研究、
积极建言献策表示衷心感谢。

田醒民说，新的一年，市政府将聚
焦“六个现代化”，努力推动高质量发
展。围绕市委提出的目标定位，抢抓现
代化建设试点机遇，久久为功、持续发
力。聚焦“经济发展现代化”，让“进”的
势头更强劲；聚焦“社会发展现代化”，

让“稳”的基础更牢靠；聚焦“生态文明
现代化”，让“绿”的底色更厚实；聚焦

“文化发展现代化”，让“文”的气息更浓
郁；聚焦“民主法治现代化”，让“治”的
体系更完备；聚焦“人的现代化”，让

“惠”的成效更显著。
田醒民表示，市政府将更加主动地

支持政协履行职能、发挥作用。坚决执
行政治协商制度，主动加强委员联系交
流，自觉接受政协民主监督，与市政协
和广大政协委员和衷共济、携手前行，
为共同开创高邮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加
快建设“强富美高”现代化新高邮而努
力奋斗。

市政协十四届一次会议举行大会发言

本报讯（记者 杨晓莉）13日上午，市委书记张利与出
席市十六届人大一次会议的卸甲代表组人大代表们齐
聚一堂，共同审议《政府工作报告》和其他有关工作报告
等，听取大家的意见和建议，并对卸甲镇党委和与会人
大代表提出要求和希望。他强调，卸甲镇要凝心聚力、
团结一致，盯紧“聚焦江苏绿心、加快中部崛起”的目标
定位，在现有的产业基础上，培育新兴特色产业，壮大实
体经济，并充分发挥农科园优势，全力推进乡村振兴，加
快建设“强富美高”现代化新高邮。

审议中，代表们结合自身工作实际和关注热点，踊
跃发言，气氛热烈。张利认真倾听代表们的发言，并不
时与大家就有关问题进行探讨和交流。张利指出，今年
是党的二十大召开之年，是建设“强富美高”现代化新高
邮的攻坚突破之年，也是新一届人大履职的第一年。前
不久召开的市委十二届二次全会，明确了“聚焦江苏绿
心、加快中部崛起”的目标定位，聚焦江苏绿心核心是
绿，加快中部崛起核心是快，这明确了今后工作方向和
发展目标，大家要甩开膀子大干、迈开步子快干、俯下身
子实干，朝着高质量发展加速前行。

张利说，《政府工作报告》全面总结了过去五年工作
成绩，描绘了未来五年发展蓝图。五年来，全市上下务
实苦干、比学赶超，获得了一项项荣誉，夺得了一块块金
字招牌，各项工作不断攀登新台阶，喜人的成绩是全市
上下团结奋进和努力拼搏的结果。然而，在肯定成绩的
同时，我们要清醒地看到高邮在发展道路上仍面临不少
困难和问题，对照高质量发展目标，产业结构偏重，财政
收支矛盾突出，生态环境、民生事业仍然存在短板弱项
等。在今后工作中，要加快产业转型升级步伐，切实增
强经济发展支撑能力；要采取有效措施、凝聚工作合力，
补齐短板弱项，推动现代化新高邮建设开好局、起好步。

针对卸甲镇下一步工作，张利强调，要紧盯发展目
标，在现有电动工具传统产业基础上，围绕新能源汽车
零部件产业，强化项目招引，培育新兴产业，加快产业发
展，拉长产业链，做强做精特色产业、主导产业，打造社
会经济发展新动能、新引擎。要充分发挥好国家农业科
技园优势，进一步挖掘农科园的新项目、新载体，当前着
重将扬大校区项目作为农科园各项工作的重中之重，全
力做好服务保障，高效推进项目建设，通过项目的实施，
推动园区能力提升，促进人气集聚，增强经济活跃度，让
农科园成为地方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要抓住海潮路东
延的有利时机，加快同城融合发展，进一步凝心聚力、群
策群力、共同发力将卸甲建设好、发展好。

张利参加卸甲代表组审议时强调——

培育新兴特色产业 提升农科园经济效率
本报讯（记者 杨晓莉）13日下午，市

十六届人大一次会议举行第二次大会，
分别听取市人大常委会、市人民法院和
市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通过选举办法，
通过设立专门委员会和通过人选办法。

张利、张秋红、徐永宝、郑志明、赵
广华、李长太、金锋、赵小山、顾吉林、顾
权斌、蒋国茂担任当天的大会执行主
席。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赵广华主持
会议。

会议应到代表 299 名，实到代表
279名，符合法定人数。

会上，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秋红受
市第十五届人大常委会委托，向大会报
告工作。

张秋红在报告中首先回顾总结了
过去五年主要工作。她说，市十五届人
大一次会议以来，在中共高邮市委的坚
强领导下，市人大常委会以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
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
机统一，认真履行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职

责，矢志不渝推进“强富美高”新高邮建
设，实现了人大工作与时俱进、完善发
展。任期五年内共召开常委会会议41
次，主任会议47次，听取审议“一府两
院”工作报告75项，作出决议决定16
项，开展执法检查9次、工作评议10次、
专题询问6次、专题视察35次，为推动
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和民主法治
建设作出了积极贡献。具体为：坚持党
的全面领导，坚定人大工作正确方向；
围绕全市工作大局，推动经济社会高质
量发展；践行依法治市方略，加快民主
法治建设进程；秉持人民至上理念，推
进民生福祉持续改善；优化代表履职服
务，充分发挥代表主体作用；注重加强
自身建设，塑造务实高效良好形象。

张秋红强调，未来五年，是高邮开
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征程、实
施“十四五”规划、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
标进军的关键时期，也是坚持和完善人
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时期。做好新
一届人大工作，使命光荣；踏上新的“赶

考路”，责任重大。新一届人大常委会
将在中共高邮市委坚强领导下，高举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以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深入贯彻落实中央人大工作会议精
神和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江苏、视察扬州
重要讲话指示精神，紧扣“聚焦江苏绿
心、加快中部崛起”目标定位，坚持党的
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
一，立足“四个机关”职能定位，自觉践
行全过程人民民主，更好履行宪法法律
赋予的职责，为建设“强富美高”现代化
新高邮贡献人大力量。

张秋红表示，2022年是党的二十大
召开之年，也是新一届人大履职的第一
年，市人大常委会将紧紧围绕市委决策
部署，依法履职，积极进取，务实担当，
综合运用听取专项工作报告、组织执法
检查、开展专题询问等多种监督方式，
重点推进八项工作，不断开创人大工作
新局面，为加快建设“强富美高”现代化
新高邮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市十六届人大一次会议举行第二次大会

本报讯（记者 翁正倩）13日上午，市十六届人
大一次会议举行主席团第二次会议。市人大常委
会副主任潘建奇主持会议。

会议听取了各代表团审议《政府工作报告》《关
于高邮市2021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
况与2022年计划草案的报告》《关于2021年预算执
行情况和2022年预算草案的报告》的情况汇报；听
取和通过计划和财政预算审查委员会关于国民经济
和社会发展计划、财政预算的审查报告；听取代表讨
论选举办法（草案）、设立专门委员会和通过人选办
法（草案）的情况汇报，并提请大会通过；分别通过关
于政府工作报告、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报告、财
政预算报告的决议（草案），并提交代表审议。

市十六届人大一次会议举行主席团第二次会议

本报讯（记者 葛维祥）13日上午，代市长田醒民与
出席市十六届人大一次会议三垛代表组的代表们齐聚
一堂，审议《政府工作报告》，互动交流，并就相关议题征
询代表意见和建议，同时勉励与会代表在各自工作岗位
上充分发挥模范带头作用，为加快“强富美高”现代化新
高邮建设，勇担当、建新功、立新业。

审议中，田醒民与三垛代表组代表围绕《政府工作报
告》《关于高邮市2021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
况与2022年计划草案的报告》《关于2021年预算执行情
况和2022年预算草案的报告》等三个报告展开热烈讨论，
进行审议，大家踊跃发言，肯定成绩，展望未来，献计献策，
发表真知灼见，表达人民期盼。

田醒民一边倾听，一边认真记录，不时穿插与代表
互动交流，并就加快产业扩链成群、扶持中小微企业发
展政策制定、激发企业家二代创业、推动含税农业项目
建设、乡村环境治理、乡村医疗教育以及民生实事等议
题，征询代表意见和建议。

田醒民指出，过去五年所取得的成绩离不开全市上下
的共同努力。全市工业开票销售突破千亿大关，得益于全
市工业企业、企业家和广大工人的奋力拼搏。未来五年蓝
图绘就，2022年工作目标已经排定，田醒民希望企业家代
表们充分发挥先锋带头作用，团结带领身边企业家接续奋
斗，再立新功；勉励农业龙头企业和新型市场主体经营者
代表，积极投身乡村振兴建设，替农户想，为农户做，真正
带领和促进农民增收、农业增效、农村发展。

针对代表们提出的意见和建议，田醒民要求，各级
政府及相关部门，要认真吸收，加以梳理，一一做好回应
和答复，切实解决好广大人民群众的所思所盼和所需。

田醒民参加三垛代表组审议时要求——

发挥模范带头作用 勇担当建新功立新业

图为市委书记张利参加卸甲代表组审议图为市委书记张利参加卸甲代表组审议。。林山林山 摄摄

本报讯（记者翁正倩）13日
下午，市十六届人大一次会议举
行主席团第三次会议。市人大
常委会副主任李生主持会议。

会议听取市委关于人事安
排建议的说明，提名推荐市十六
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
任、副主任、委员，高邮市人民政
府市长、副市长，高邮市监察委

员会主任，高邮市人民法院院
长、高邮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出席扬州市第九届人民代表大
会代表候选人和有关专门委员
会组成人员建议人选；酝酿讨论
各项候选人建议名单，并决定提
交代表酝酿讨论；确定代表联合
提名各项候选人的截止时间为
2022年1月15日上午9时整。

市十六届人大一次会议举行主席团第三次会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