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大代表
政协委员 专访

认真履职尽责 为建设北部新区作出更大贡献
——访区人大代表王奉章

“济南市济阳区十
八届人大第三次会议就
要开幕了，这是济阳撤
县设区后召开的一次十
分重要的会议，也是全
区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
件大事。作为一名来自
曲堤镇的基层人大代
表，深感责任重大，使命

光荣。”区人大代表王奉
章在接受采访时说。

王奉章表示：“会议
期间，我将严格遵守会
议纪律，认真听取和审
议各项工作报告，将会
议 精 神 带 回 去 ，宣 传
好 、贯 彻 好 、落 实 好 。
在今后的工作中，将以

这次会议为契机，结合
曲堤镇工作实际，紧紧
围绕城镇建设、乡村振
兴、社会民生等中心工
作，积极建言献策，认
真履职尽责，为建设北
部新区作出应有的贡
献。”

（李树新）

履行代表职责 做好群众的桥梁和纽带
——访区人大代表魏雯婷

“济南市济阳区十八届人大三次

会议是在济阳撤县设区和新旧动能
转换攻坚的新形势下召开的一次重
要会议，是全区人民群众政治生活中
的一件大事，社会各界高度关注。作
为一名人大代表，我感到责任在肩，
使命光荣。”区人大代表魏雯婷在接
受采访时说。

魏雯婷表示：“会议期间，我将切
实履行代表职责，严格遵守大会纪
律，认真听取、审议工作报告，投好自
己神圣的一票。我还将把平时收集
的有关城市交通、教育发展等方面的

意见和建议带到会上，做好人民群众
反映诉求和呼声的桥梁和纽带，不辜
负人民群众对代表的希望和信任。
同时，及时把这次大会的精神学习
好、传达好、贯彻好。在今后的工作
中，我将深入领会、准确把握这次会
议精神，并以此为契机，围绕实现新
旧动能转换和全区工作重心，突出抓
好金融协调服务、金融招商、政银企
对接等重点工作，为加快建设与中心
城区高度融合的济南北部新区作出
新的更大贡献。” （李树新）

落实乡村振兴战略 建设美丽宜居乡村
——访区人大代表卢士风
“备受瞩目的济南

市济阳区第十八届人民
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即
将开幕，作为一名来自
农村基层一线的人大代
表，我感到责任重大，使
命光荣。”区人大代表卢
士风在接受采访时说。

卢士风表示：“会议
期间，我将认真履行好
代表职责，积极建言献
策，把广大人民群众的
心声带到会议上去，做
好人民群众反映诉求和
呼声的纽带，不辜负人
民群众的期望和信任。

会后我将及时把会议精
神传达好、贯彻好，把会
议精神落实到实际工作
中，为垛石镇经济社会
发展、实现乡村振兴贡
献自己的力量。”

（刘姝琪）

积极建言献策 带领群众致富
——访区人大代表王秀花

“作为一名农村党
支部书记，能参加此次
大会，我感动十分荣幸
和自豪。这是济阳撤县
划区后召开的第一次人
代会，对于今后全区发
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
义。”区人大代表王秀花
在接受采访时说。

王秀花表示：“会议
期间，我将积极讨论，认
真审议工作报告，积极
学习好、领会好本次会
议精神。会后，及时把
会议精神向村党员群众
做好传达，并结合新市
镇都市休闲农业‘两带
五区’建设规划，加快推

进我村农业产业化发
展，做大做强农产品特
色品牌，带领广大群众
撸起袖子加油干，在小
康路上争先锋、当模范、
做标兵，为走向共同富
裕，为推动乡村振兴战
略在新市落地生根贡献
力量。” （刘姝琪）

立足岗位履职尽责 提供优质医疗服务
——访区人大代表魏惠民

“济南市济阳区第
十八届人民代表大会第
三次会议即将开幕，作
为一名来自基层卫生系
统的人大代表，我感到
非常荣幸，同时深感责
任重大。”区人大代表魏
惠民在接受记者采访时
说。

魏惠民表示：“会议
期间，我将认真履行好
代表职责，严格遵守会
议工作纪律。借此次大
会召开，把平时收集的
有关公共卫生、医疗精
准扶贫、居民医保等卫
生领域的意见和建议带
到会上，做好人民群众

反映诉求和呼声的桥梁
及纽带，不辜负人民群
众对代表的期望和信
任，为济阳的基层卫生
事业发展献计献策，为
济南北部新区发展贡献
自己的力量。”

（刘姝琪）

真抓实干加油干 履职尽责作贡献
——访区政协委员王兴泉

“任主席和张主席所作的常委会工作
报告和提案工作报告，内容丰富、语言平

实、站位较高，既客观回顾了 2018 年政协
工作，又紧扣区委‘1127’工作体系，高屋建
瓴地提出了今年政协工作任务，充分反映
出区政协常委会服务全区工作大局，努力
开创参政议政工作新局面的责任担当，也
让我们深感振奋、倍受鼓舞。”区政协委员
王兴泉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王兴泉表示：“作为一名基层政协委
员，今后，我将紧紧围绕报告精神，立足三
个层面，切实履职尽责，为全区政协事业和
经济社会发展贡献力量。 一是立足政协

工作实际，带头调查研究，准确反映社情民
意，同时为驻镇政协委员搞好服务、加强联
络，积极为曲堤乃至全区发展建言献策。
二是立足乡村振兴战略，充分发挥驻镇政
协委员的自身优势，加快‘富民强镇’步伐，
尤其是突出曲堤镇黄瓜产业优势，扩市场、
促品牌、助增收，全力扩大济阳农产品品牌
影响力。三是立足脱贫攻坚任务，借助特
色农业，抓好产业项目和民生工程，全方位
推进精准扶贫工作，千方百计促进困难群
众增收致富。” （范倩楠）

求真务实奋进 担当委员责任
——访区政协委员王玉莲
“聆听了区政协常委会

两个工作报告，精神倍感振
奋。报告思路清晰、立意高
远，回顾过去的工作实事求
是，对于下一年的工作，为
我们政协委员参政议政，履
行职责指明了方向。济阳
区正式挂牌后，很大程度上
提振了大家在济阳投资兴
业的意愿，让投资者、人才

更愿意来到济阳投资、发
展。济阳由此站上了新起
点、迎来了新机遇。展望未
来，带着‘携河发展的主要
承载地、新旧动能转换的重
要功能区及济南未来新市
区’的崭新期许，济阳必将
凯歌前行。”区政协委员王
玉莲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王玉莲表示：“作为一

名来自民营企业的政协委
员，听完报告心里有了盼
头，企业前行的动力更足
了。在今后的发展中，亚鑫
华将抢抓济阳高质量发展
契机，全力以赴将企业做大
做强，力争做到技术领先、
行业领先，为济南北部新区
建设彰显企业担当，贡献企
业力量。” （刘婧）

履行委员职责 助力济南北部新区建设
——访区政协委员柏秀芳

“政协第十届济南市济阳区委员会第
三次会议工作报告、提案报告高屋建瓴、
总揽全局，总结成绩实事求是、概括全
面，部署工作全面细致、措施得力，高度

契合我区产城融合发展实际。在 2019 年
济阳区建设元年，我要以这次大会的胜
利召开为有力契机，不断提高自身素质，
提升履职尽责能力，主动担当，积极作
为，坚持实干，反对虚功，团结带领全区
广大妇联干部和妇女群众奋力争当建设
济南北部新区新局面的参与者、参谋者、
宣传者和推动者。”区政协委员柏秀芳在
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柏秀芳表示：“下一步工作中，一是广
泛深入宣传，凝聚发展共识，强化使命担
当，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大会报告的决策
和部署上来，着力在落细落实落小上下功

夫。二是围绕中心，主动作为，汇聚发展合
力，以‘巾帼心向党·建功新时代’为主线，
大力实施‘巾帼创业创新行动’，持续开展

‘争创出彩人家 共建美丽乡村’乡村振兴
行动，评选表彰‘最美家庭’、‘好媳妇’、‘好
婆婆’，积极开展‘城市品质提升 巾帼在行
动’志愿服务活动，关心关注妇女儿童民生
实事，有效维护妇女合法权益。三是抢抓
历史机遇，贯彻新发展理念，紧扣全区

‘1127’工作体系，讲政治、敢担当、善落实、
重实绩，为早日建成与中心城区高度融合
的北部新区贡献智慧和力量。”

（范倩楠）

切实履行委员职责 当好人民群众健康“守门人”
——访区政协委员刘传道

“任道胜主席作了一个很好的报告，

报告总结工作实事求是，谋划工作重点突
出，思路清晰。过去的一年，区政协创新
性地做了大量工作，加快制度建设，较好
地调动广大政协委员的积极性，广大政协
委员履职尽责，建言献策，为全区经济社
会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区政协委员刘
传道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刘传道表示：“作为一名政协委员，在
这样一个积极、融洽、奋进的集体中，感觉
非常荣幸和骄傲。下一步，我将重点做好

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一方面要发挥好
政协委员的作用，积极建言献策，参加集
体活动。另一方面，要把会议精神带回
去，传达给全区卫计系统每位干部职工，
认真学习贯彻。2019年，全区卫计系统将
围绕‘健康济阳’建设，在深化医改、推进
分级诊疗、提升服务质量、加强基层队伍
建设等方面加大工作力度，切实履行好职
责，当好人民群众健康‘守门人’。”

（刘婧）

认真履职勇于担当 为全区经济社会发展贡献力量
——访区政协委员马小东

“今天上午听取了区政协两个报告，感

触颇深，特别是任主席的政协常委会工作
报告，是一个鼓舞人心、提振士气、催人奋
进的报告。”区政协委员马小东在接受记者
采访时说。

马小东说：“报告客观的总结了 2018
年的工作，内容丰富，实事求是，亮点突出，
通过大量的实事和数据展现了区政协主动
作为、敢于担当、善于履职的崭新形象。报
告对2019 年的工作部署，思路清晰、目标
明确、重点突出，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作

为一名基层政协委员，会上我将认真遵守
大会纪律，积极参加界别讨论，围绕全区经
济发展建言献策、参政议政。会后，我将以
饱满的热情、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认真
履职，加压奋进，结合济阳街道‘1533’工作
体系，真抓实干加油干，重点抓好基层党
建、棚改旧改、脱贫攻坚等工作的落实，为
全区经济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展现新时
代政协委员风采。”

（张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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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市济阳区第十八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三次会议主席团和秘书长名单
（2019 年 1 月 18 日区十八届人大第三次会议预备会议通

过）
主席团：51人（按姓名笔画为序）
马庆军 王元山 王长军 王长波 王向军 王俊英（女） 巴建英（女）
艾 军 艾明义 卢东风 吕灿华 乔能平 任道胜 刘 莉（女）
祁云祥 孙良才 孙战宇 杜吉民 杨玉美（女·回族） 杨光明
李光耀 李金峰 李 勇 李 莉（女） 李梅生 李智魁 吴 海
宋 琳 张元祥 张 方 张本才 张世东 张成华 张瑞刚
陈忠心 邵海燕（女） 呼廷贵 庞兴友 孟庆传 孟宪国
赵华中 赵佃胜 郭明金 高继胜 高继锋 崔吉勇 韩吉才
葛三东 董凤兰（女） 董树村 董 锋
秘书长：王向军（兼）

济南市济阳区第十八届
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议程

（2019 年 1 月 18 日区十八届人大第三次会议预备会议通
过）

（一）听取和审议区人民政府工作报告；
（二）审议区人民政府关于2018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2019

年计划草案的报告，审查、批准2018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
与2019年计划；

（三）审议区人民政府关于2018年预算执行情况和2019年预算草案的报告，审
查、批准2018年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和2019年预算；

（四）听取和审议区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
（五）听取和审议区人民法院工作报告；

（六）听取和审议区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
（七）选举事项。

济南市济阳区第十八届
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

预算审查委员会组成人员名单
（2019 年 1 月 18 日区十八届人大第三次会议预备会议通

过）
主任委员：董树村
委 员：（按姓名笔画为序）
巴建英（女） 卢东风 刘 莉（女） 祁云祥 张成华 董凤兰（女）

济南市济阳区第十八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三次会议主席团常务主席名单
（2019年1月18日区十八届人大第三次会议主席团第一次

会议通过）
吕灿华 孙良才 王向军 杨玉美（女·回族） 董树村 马庆军 李 勇

济南市济阳区第十八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三次会议副秘书长名单

（2019年1月18日区十八届人大第三次会议主席团第一次
会议通过）

高继胜 陈忠心 李梅生 王 超 王兴军 王敬德 刘金材

济南市济阳区第十八届人民
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主席团

关于议案问题的决定
（2019年1月18日区十八届人大第三次会议主席团第一次

会议通过）
一、根据《地方组织法》和区人民代表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大会主席团、区人

大常委会、区人民政府可以向大会提出属于本级人民代表大会职权范围内的议案，
先交议案审查委员会审查，提出报告，再由大会主席团审议决定交大会表决。

代表十人以上联名，也可以向大会提出属于本级人民代表大会职权范围内的
议案，先交议案审查委员会审查，提出报告，再由大会主席团决定提交大会表决。

在交付大会表决前，提案人要求撤回的，对该议案的审议即行终止。
二、本次代表大会提出议案的截止时间为2019年1月19日下午4时。代表如

有议案，请在截止时间前送交大会议案组。
三、代表对各方面工作的建议、批评和意见，可以单独或联合提出，不受时间和

人数的限制。在大会期间提出的，能立即办理的，由大会秘书处议案组送有关部门
和组织，在会议期间办理并负责答复；在会议期间办理有困难的，会后由区人大常
委会办事机构转交有关部门和组织办理，并负责答复。

关于代表十人以上联合提名
市人大代表候选人截止时间的决定
（2019年1月18日区十八届人大第三次会议主席团第一次

会议通过）
济南市济阳区第十八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关于代表十人以上依法联合

提名济南市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候选人的截止时间为：2019年1月20日上
午11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