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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的
一切权力属于人民

充分发挥政协优势
建设济南北部新区

本报讯 1月15日，中国人民政治协
商会议第十届济南市济阳区委员会第四
次会议在会务中心礼堂隆重开幕。

区政协主席任道胜，副主席张乃杰、
张学兰、卢士平、魏长亭、乔红兵、于爱
华，秘书长盛伟出席会议。

区委书记吕灿华，区委副书记、区长
孙战宇，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孙良才，区政
府党组副书记、济北开发区管委会主任
王长军应邀出席会议。

大会礼堂内，象征着各族人民大团
结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会徽悬挂在
主席台中央，十面鲜艳的红旗分列两侧，
格外醒目。来自全区各族、各界的政协
委员欢聚一堂，肩负着各界人士的重托，
带着与时俱进、加快发展的良策，积极履
行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职能。

上午9时，大会在庄严的国歌声中隆
重开幕。大会由区政协副主席魏长亭主
持。

大会审议通过了政协第十届济南市
济阳区委员会第四次会议议程。区政协
主席任道胜代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第十届济南市济阳区委员会常务委员
会，向大会报告工作。任道胜在报告中
指出，刚刚过去的2019年是济阳区建设
元年，济阳新区扬帆起航，展露新姿，全

面开启融入中心城区发展新征程。一年
来，区政协在中共济阳区委坚强领导下，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十
九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精神，高举团
结民主两大旗帜，开拓创新，积极作为，
紧紧围绕区委、区政府中心工作，认真履
行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职能，
坚持思想政治引领，牢牢把握正确政治
方向；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充分发挥
专门协商机构作用；坚持人民政协为人
民，不断增进群众福祉；坚持团结民主两
大主题，广泛凝聚发展共识；坚持改革创
新精神，大力加强政协自身建设，为加快
建设与中心城区高度融合的济南北部新
区作出了积极贡献。

任道胜强调，2020 年是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和“十三五”规划收官之年，也是
新区建设集中攻坚年。区政协将在中共
济阳区委的正确领导下，高举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伟大旗帜，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和中
央政协工作会议精神，认真贯彻落实习
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
作的重要思想，紧扣全区“1138”工作体
系，加强党的建设，在增进思想共识上有
新提高；聚焦中心工作，在助推跨越发展

上有新贡献；践行为民宗旨，在服务民生
改善上有新举措；把握两大主题，在凝聚
发展合力上有新作为；强化自身建设，在
履职能力水平上有新提升，为实现北部
新区建设新突破作出应有贡献。

任道胜号召，全区各人民团体、各族
各界人士、政协各参加单位和全体政协
委员，要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在中共
济阳区委的坚强领导下，勠力同心，携手
奋进，努力开创全区政协事业新局面，为
实现北部新区建设新突破作出更大贡
献！

会上，区政协副主席张乃杰作了政
协第十届济南市济阳区委员会常务委员
会提案工作报告。

应邀出席大会并在主席台就座的还
有：区领导高继锋、李莉、呼廷贵、宋琳、
张方、李红雨、李光耀、主如学、王向军、
杨玉美、董树村、马庆军、李勇、李永军、
纪东明、白宝强、牟晓丽、代杰瑞，区法院
院长韩刚，区检察院代理检察长张传文，
区里的老同志阎维杰、骆合清，原九届县
政协副主席杨秀章、郭协勇。

区直部门负责同志、各镇（街道）镇
长（主任）应邀列席会议。（刘婧 刘姝琪）

政协第十届济南市济阳区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开幕
吕灿华孙战宇孙良才王长军到会祝贺 任道胜作常委会工作报告 张乃杰作提案工作报告 魏长亭主持

本报讯 1 月 15 日，全区 2020 年
重点企业新春座谈会在区为民服务
中心二楼视频会议室召开。区领导
吕灿华、孙战宇、孙良才、任道胜、王
长军、高继锋、宋琳、李光耀、李永军、
代杰瑞，济北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刘
佩贞，区政府办公室主任李振山出席
会议。

区委书记吕灿华代表区委、区政
府对企业家多年来的辛勤努力和为
济阳经济社会发展所作出的贡献表
示感谢并向他们致以新春的祝福。
吕灿华说，过去的一年，广大企业家
坚定信心、开拓奋进，有力拉动了全
区经济增长，支撑了经济发展大局，
同时，很多企业在追求自身发展的同
时，积极参与扶贫济困、捐资助教等
社会公益事业，积极为区委、区政府
分了忧解了难。广大企业家用汗水
浇灌收获，以实干笃定前行，为济阳
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吕灿华指出，在新的一年，针对
企业家关心的生产要素问题，我们将
重点实施要素供给攻坚战，满足企业
发展需求；针对企业家关心的营商环
境问题，重点实施营商环境攻坚战，

着力消除企业发展后顾之忧；针对企
业家关心的生活配套问题，重点实施
城市提升攻坚战，让大家在济阳创业
更加安心、生活更加舒心、发展更有
信心；针对企业家反映的其他问题，
我们将照单全收，确保件件有回音、
事事有着落。希望广大企业家进一
步加大企业投资，放开手脚干事业，
在济阳创造新的财富奇迹，助力济阳
做大做强。进一步解放思想，先行先
试，积极开发新技术，主动研发新产
品，率先发展新业态，助力济阳动能
转换。进一步发挥关系广、门路多、
信息灵、对济阳比较了解的优势，以
商招商，通过亲身经历现身说法，动
员有投资意向的公司或个人来济阳
投资兴业，助力济阳双招双引，通过
共同努力，把济阳建设得更有实力、
更有活力、更有魅力。

区委常委、副区长高继锋通报了
2019年济阳区经济社会发展情况。

区直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各
镇（街道）党委（党工委）书记、重点企
业主要负责人参加会议。

（王清 邓旭光）

我区举行2020年重点
企业新春座谈会 本报讯 1月15日下午，吕灿华、孙良

才、任道胜等区领导亲切看望出席济南市
济阳区第十八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
议的人大代表和政协第十届济南市济阳
区委员会第四次会议的政协委员，勉励大
家广泛凝聚共识，切实履行好职责，积极
建言献策，坚持实干、反对虚功，抢抓战略
机遇、实施集中攻坚，奋力实现北部新区

建设新突破。
每到一处，区领导都与人大代表、政

协委员一一握手、亲切交谈，对各位代表、
委员过去一年为全区经济社会发展作出
的贡献表示感谢。区委书记吕灿华指出，
这次大会的召开是全区人民政治生活中
的一件大事，满载着市委、市政府的期望，
也饱含着全区人民的重托，对推动全区经

济社会长远发展有着深远的意义。希望
各位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聚焦会议主题，
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使命感，认真审
议、讨论好各项工作报告，集思广益，畅所
欲言，为全区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积极贡
献。要珍惜荣誉，履行好自身职责，集中
精力完成好大会的各项任务。要积极参
政议政，发挥聪明才智，努力开创济阳高
质量发展新局面。要秉承优良传统，行使
好民主权利，反映好人民意愿，凝聚各方

力量，努力把这次会议开成提振精神、鼓
舞斗志、团结奋进的大会。

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们纷纷表示，要
以“两会”召开为契机，以高度的政治责
任感、使命感和饱满的精神状态，认真履
职尽责，积极建言献策，传递人民心声，
遵守会风会纪，确保圆满完成大会各项
任务，不辜负全区人民的期望和重托，努
力为全区经济社会发展作出新的更大贡
献。 （李晶 王清 李树新 刘姝琪）

区领导看望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

本报讯 1 月 15 日，济南市济阳区第
十八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预备会
议召开。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孙良才，区
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向军、杨玉美、董树
村、马庆军、李勇在主席台就座。

会议以举手表决的方式通过了大会
主席团和秘书长名单、大会会议议程；区
第十八届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
会主任委员杨玉美作了关于代表变动情
况和补选的区十八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资格的审查报告（书面）；区第十八届人
民代表大会议案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马
庆军作了关于代表议案、建议办理情况
的报告（书面）；通过了区十八届人民代
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预算审查委员会组成

人员名单。
孙良才主持预备会议并就大会的指

导思想和主要任务，代表提出议案及建议、
批评和意见，以及大会的组织领导、列席人
员问题讲了意见。 （王清 李晶 李树新）

本报讯 1月15日，济南市济阳区第
十八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主席团
第一次会议召开。

会议推选了主席团常务主席，推选

了三次全体会议执行主席，决定了大会
副秘书长，决定了大会日程，通过了关于
议案问题的决定，确定了提交代表审议
的选举办法（草案）、关于增设和更名的

区人大专门委员会的决定（草案）及人选
表决办法（草案）。

区第十八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
议主席团成员、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孙良

才主持会议。
大会主席团全体成员参加会议。

（李晶 王清 李树新）

济南市济阳区第十八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
会议预备会议召开

济南市济阳区第十八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
主席团第一次会议召开

本报讯 1 月 15 日下午 12 点 30
分，参加济南市济阳区第十八届人民
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的 223 名代表
带着精心准备的建议，怀着喜悦的心
情，陆续来到大会报到处报到。他们
满怀豪情，认真履职，带来了基层老
百姓的呼声和心声，共商济阳发展大
计。

报到处布置简洁大方、气氛隆重
热烈，报到提示牌规范便捷、朴素温
馨。整个报到过程简约有序，充满了
积极向上、团结和谐的氛围。下午12
点30分，代表们开始在报到处签到、
领取代表证。工作人员热情地将早已
准备好的大会资料一一分发给代表
们。代表们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有
条不紊办理报到手续后，迫不及待地
翻阅起大会指南，仔细阅读有关会议
文件，详细了解会议议程和注意事项，
并就各自关注的热点问题展开交流。

刚刚过去的 2019 年，代表们深
入一线调研，倾听群众心声，形成了
各类具有针对性的建议准备向大会
提交。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和“十三五”规划的收官之年。“我们
将更加认真履行代表职责，发挥人大
代表作用，在工作中当好桥梁和纽
带。”代表们纷纷表示，对开好这次大
会充满信心与期待，将把深入一线、
实地考察调研、倾听群众心声汇集而
来的意见，形成一件件有分量、有价
值的建议，为发展献计，为民声代
言。将行使好代表权力，履行好代表
义务，以对人民群众高度负责的精神
和良好的精神风貌开好此次会议，把
群众最关心的问题带到会上，以高度
的责任感、使命感，履行好人民赋予
的代表职责，不负人民重托，为推动
济阳经济社会发展建言献策。

（李晶 王清 李树新）

认真履行人大代表职责
传递民声献良策促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