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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焦阳 李张念）1 月 8 日下午，市政协第
七届第一次主席会议召开。市政协主席李爱国主持会议
并讲话。

会议审议了《政协常德市第七届委员会副秘书长任职
名单（草案）》《政协常德市第七届委员会各工作机构和专门
委员会主任、副主任任职名单（草案）》《政协常德市第七届
委员会各专门委员会兼职副主任名单（草案）》，审议通过了

《政协常德市第七届委员会各专门委员会工作组组长、副组
长名单（草案）》《市政协第七届常务委员会委员讨论分组名
单（草案）》，审议了《政协常德市委员会常务委员会2017年
工作要点（草案）》，审议通过了《政协常德市第七届委员会
常务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方案（草案）》。

李爱国表示，感谢第六届主席会议成员，在工作和履职
中不断创新、尽力奉献，为第七届主席会议成员树立了标
杆。他希望新一届主席会议成员增强团队意识，讲政治、讲
团结、讲维护；把准政协特点，有大局意识、协商精神和民生
情怀；保持工作热情，政协工作是党的全局工作重要组成部
分，同样是一个干事的平台；发挥表率作用，成为务实的表
率、创新的表率、守纪的表率。

市政协副主席何英平、陈位明、傅绍平、彭孟雄、洪振
海、熊国建、张业梅、张力、张彬，市政协秘书长袁云波出席
会议；市政协原副主席肖朝进、陈伟俊、朱传宏、甘志敏、
诸戈文列席会议。

市政协
第七届第一次主席会议召开

“能够再次当选市政协主席，
这是组织对我的重托和委员对我
的信任，我深感荣幸、心怀感恩，倍
感责任重大、使命光荣。”1 月 8 日
上午，政协常德市第七届委员会第
一次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新当
选的政协常德市第七届委员会主
席李爱国，在市工人文化宫会议现
场欣然接受了本报记者采访。

访谈中，李爱国表示，吾辈有
幸，置身这样一个美好的时代，干
事创业，助力“中国梦”，当前正处
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
处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关键之
时。新一届政协一定要认真贯彻
落实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落实
省、市党代会精神，坚持不忘初
心、不负重托、不辱使命、继续前
进，主动投身新常德新创业的宏
伟事业，紧紧围绕党政中心履职
尽责，紧紧围绕群众关切履职尽
责，努力在把握大局中谋事、在服
务大局中干事、在融入大局中成
事，发挥政协优势、彰显政协价
值、贡献政协力量。

作为新一届市政协主席，李爱
国深感责任重大，使命光荣。他深
有感触地谈到，一定要把组织的重
托转化为履职的动力，把委员的信
任转化为干事的激情，坚持做到

“四个带头”：
带头讲政治讲大局，更加牢固

树立“四种意识”，自觉坚持与以
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保
持高度一致，自觉坚持在市委的
坚强领导下开展工作，主动把政
协工作融入全市改革发展大局，
紧紧围绕推进“一三五”发展战
略、“四大会战”，谋划政协工作、
推进政协履职。

带头讲责任讲作为，切实担
负起带班子、带队伍的责任，忠实
履职、尽心履职，把创新作为引领
政协事业发展的第一动力，在发
展协商民主、履行三项职能等方面，探索一些管用的新机
制、新方法，使政协履职更贴实际、更接地气、更有实效。

带头讲团结讲民主，大力弘扬团结和民主两大主题，广
交朋友、团结各界，努力在改革发展上寻求最大公约数、增
进最大共识度、汇聚最大正能量。

带头讲纪律讲规矩，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严守各
项纪律规定，严守做人为官底线，以身作则，以上率下，共同
维护政协的良好形象。

1月7日上午，政协港澳台侨外事委协商讨论现场，13
名旅外委员联名发起了《实施助力脱贫攻坚“五个一”行动
倡议书》，倡议“百企帮百村”精准扶贫，这一举动成为本次

“两会”的一大热点，为这个隆冬注入了一股强劲的暖流。
该项行动在报纸、电视等新闻媒体推出后，引起了广大政协
委员和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怎样才能让这一温暖人心的
举动真正落地、落实？李爱国说，旅外委员主动发起实施助
力脱贫攻坚“五个一”行动的联名倡议书，这是委员们响应
市委、市政府号召，“引老乡、回故乡、建家乡”的举动，体现
了广大政协委员回馈社会、反哺家乡的担当精神。政协委
员里人才济济，汇聚了各种社会资源和力量，作为政协，就
是要给委员们搭建一个履职平台。只有充分把委员的履职
热情激发出来，才能发挥政协的独特优势，才能增加共识
度、汇聚正能量，才能把这些资源和力量凝聚成干事创业、
助推新常德新创业的强劲动力。具体来讲，首先要领导、机
关带头，用实际行动引导好委员履职。其次，要为委员们助
力脱贫攻坚的行动搭建好平台，成立相应的服务队伍，帮助
他们联系贫困村，及时获得信息反馈，把有限的资金投在应
该投的地方。

使命在前，重任在肩，新的征程已经起航，李爱国信心
满怀。他说，政协委员是一种荣誉，更是一种责任，一定要
强化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忠实履职、
尽心履职，充分发挥在本职工作中的带头作用、在政协工作
中的主体作用、在界别群众中的代表作用，努力成为让组织
放心、让群众信任、让社会尊重的政协委员，演绎出更加精
彩的政协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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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李白）1 月 5 日，我
市召开部署出席党的十九大代表推荐
提名工作会议。会议学习贯彻中央、
省委部署党的十九大代表选举工作会
议精神，部署推荐提名工作。

省委分配到各市州 45 名候选人预

备人选名额，我市代表候选人预备人
选名额为 4 名，其中领导干部 2 名，生
产和工作第一线党员 2 名（农民工 1
名）。中央要求，十九大代表应是共产
党员中的优秀分子，要带头尊崇章程、
模范遵守党章，严格按照党员标准要

求自己，具有共产党员的先进性和纯
洁性。

会议指出，要将党的十九大代表推
荐提名过程，作为增强各级党组织和广
大党员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
看齐意识，落实从严治党责任的重要检

验，作为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贯
彻民主集中制的重要实践，作为凝聚智
慧和力量、奋力推进新常德新创业、建
设泛湘西北现代化区域中心城市的重
要契机。

就如何做好出席党的十九大代表
推荐提名工作，会议要求，要把握重要
意义，确保认识到位；要坚持好中选优，
确保人选质量；要严格规范程序，确保
有序推进；要加强组织领导，确保工作
圆满。

我市部署出席党的十九大代表推荐提名工作
■ 代表候选人预备人选名额为4名

1 月 4 日 下
午，在市京剧协
会2017年迎春团
拜会上，一名京
剧“小票友”正在
观看节目。培养
京剧人才，从娃
娃抓起是重要措
施之一。

本报记者
陈欢 摄

本报讯（记者 王伟杰）昨日上午，
市委副书记、市长周德睿前往石门代表
团听取审查发言，与人大代表们一道议
大事、谋发展。市领导陈恢清、曾艳阳
等陪同下团听取代表审查发言。

谭本仲、郭碧勋、唐春文、覃玉华等
市人大代表重点围绕脱贫攻坚、交通建
设、全域旅游等一批关乎石门县发展的

问题踊跃提出建议。周德睿表示，代表
们提出的一些建议很鲜活、很实在，是
常德发展的正能量，也是政府不可回
避、必须解决的问题。他指出，回顾常
德过去四年的工作，我们感到非常自
信。这个自信主要体现在：一是常德的
人心发生改变，人气得以积聚；二是干
部群众有敢于攻坚克难的勇气；三是产

业项目发展来势看好；四是城市建设与
管理进入规范化、常态化轨道；五是制
约常德发展的瓶颈即将突破。

周德睿指出，近年来，石门虽基础较
差，但发展劲头十足、来势很好，脱贫攻
坚的力度很大。特别令人欣慰的是，县
委政府班子有一股干事创业的精气神，
各项主要经济指标都走在了全市前列。

蓝图已经绘就，目标已经明确，周德睿对
石门今后发展提出要求。他要求，脱贫
攻坚工作要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在前
进、发展和改革的道路上，绝不能让一
个贫困群众掉队；项目是载体、项目是
灵魂，要继续狠抓项目建设；要切实解
放思想，越是边远落后，越要解放思想；
要持续优化环境，努力真抓实干。

周德睿听取石门代表团审查发言时要求

确保脱贫攻坚取得实效

本报讯（记者 胡秋菊）昨日上午，
市委书记王群前往安乡代表团，听取
代表对《政府工作报告》等会议报告的
审查发言。市领导任晨、罗先东、匡加
才参加了安乡代表团审查发言。

代表们一致认为，《政府工作报
告》符合中央、省委、市委的精神和要
求，符合常德发展实际，是个操作性
强、凝聚人心的报告，是个提神鼓劲、

催人奋进的报告。报告有可讲的，过
去 4 年，我市集中打好“三大战役”，奋
力开启新常德新创业的宏伟征程，实
现了经济社会发展的新跨越，一个个
数据展示了变化；报告有可看的，穿紫
河美轮美奂，城市建设日新月异；报告
有可议的，今后 5 年政府工作的总体
要求和目标任务，为我们未来的工作
指明了方向。

王群充分肯定了近年来安乡发生
的变化。他指出，安乡县抓住了经济
发展的牛鼻子，大力促进交通基础设
施建设，修路架桥，解决安乡内不相
连、外不相通的问题，让安乡不再是

“孤岛”。近几年，安乡在净水、抓园区
建设、抓县城提质等方面值得肯定。
谈到今后几年安乡的发展，他强调，城
市是经济的载体，产业是城市的支

撑。当前关键是要把载体做好，要栽
好梧桐树。要发扬“北有安乡、自强不
息”的安乡精神，发展大湖经济、建设
幸福安乡的主题不能变，安乡要建成
生态宜居的大湖经济强县的发展定位
不能变。要建好“孟家洲、书院洲”双
洲新城，建设深柳书院，建设鲸港新
区，要做好水润安乡的文章。这些建
好了，安乡大有希望。

王群听取安乡代表团审查发言时要求

发展大湖经济 建设幸福安乡

市七届人大一次会议主席团
举行第四次会议

本报讯（记者 姚懿容）昨日下午，常德市第七届人民代
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主席团举行第四次会议。会议由市委书
记、主席团常务主席王群主持。

本次主席团会议通过举手表决，通过了本次大会选举
的各项正式候选人名单（草案），提请大会选举；原则通过了
关于设立常德市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各专门委员会的决定
（草案）及其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委员名单（草案），提请
大会表决；审议了总监票人、监票人名单（草案），提请大会
表决；大会秘书长报告了总计票人、计票人名单；讨论并原
则通过了关于政府工作报告、计划、预算、市人大常委会工
作报告、市中级人民法院工作报告、市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
的决议（草案），提请大会表决。

本报讯（记者 徐睿）昨日上午，常德
市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主席
团举行第三次会议。会议由主席团常务
主席、市六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党组副
书记王孝山主持。

本次主席团审议通过计划和预算

审查委员会关于常德市2016年国民经
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及2017年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审查
结果的报告（草案）；审议通过计划和预
算审查委员会关于常德市2016年预算
执行情况和2017年全市及市级预算（草

案）审查结果的报告（草案）；审议通过
议案审查委员会关于议案处理意见的
报告（草案）；听取大会秘书处关于各代
表团酝酿、讨论本次大会选举的候选人
初步名单情况的汇报，确定候选人名单
（草案）；讨论关于政府工作报告、计划、

预算、市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市中级
人民法院工作报告、市人民检察院工作
报告的决议（草案）；讨论关于设立常德
市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各专门委员会
的决定（草案）；讨论常德市第七届人民
代表大会专门委员会主任委员、副主任
委员、委员名单（草案）。

会议应到主席团成员66名，因事因
病请假4名，实到62名，符合法定人数。

市七届人大一次会议主席团举行第三次会议

本报讯（记者 姜美蓉）昨日下午，
参加常德市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
次会议的各代表团分组审议了6项报告
决议（草案）。

代表们分组审议了常德市第七届
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关于《政府

工作报告》的决议（草案）；审议了常德
市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关
于常德市2016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计划执行情况及2017年国民经济和社
会发展计划的决议（草案）；审议了常
德市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关于常德市 2016 年预算执行情况和
2017 年 全 市 及 市 级 预 算 的 决 议（草
案）；审议了常德市第七届人民代表大
会第一次会议关于常德市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草
案）；审议了常德市第七届人民代表大

会第一次会议关于常德市中级人民法
院工作报告的决议（草案）；审议了常
德市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关于常德市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的决
议（草案）。

代表们还分组审议了关于设立常
德市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各专门委员
会的决定（草案）及其主任委员、副主任
委员、委员名单（草案）。

人大代表分组审议6项报告决议（草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