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小康征途再加油 奔向美丽幸福新白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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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尖白城
（白城日报微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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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
热潮涌动；新
征程，步履铿
锵。伴着新年
的 脚 步, 肩
负全市人民
重托、备受全
市人民瞩目、
寄托全市人民希望的市六届人大三次会
议，昨天上午完成全部议程闭幕了。我们
对会议的圆满成功表示热烈祝贺！
大会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履职，
是一次团结务实的大会、凝心聚力的大
会、催人奋进的大会。会议期间，代表们不

负全市各族人民重托，以饱满的政治热情 白城改革发展新篇章，奋力开创多彩鹤乡
和强烈的使命意识，忠实履行宪法和法律 新未来。
赋予的职责，反映社情民意，共商发展大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主题，一代人
计，充分体现了各位代表心系发展的责任 有一代人的使命。大会进一步明确了当前
担当，情系人民的赤诚情怀，开拓进取的 和今后的目标任务、重点工作，为白城下
精神面貌。会议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 一步改革创新、高质量发展指明了前进方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 向和实施路径。围绕实现高质量发展主
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对东北振兴工作重 题、建设吉林西部生态经济区主线，坚持
要指示精神为指引，全面落实中央经济工 推进科学发展、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坚持
作会议、省委十一届三次和四次全会、全 保障改善民生，大力实施“三个五”发展战
省经济工作会议精神，按照市委六届五次 略和“一主六双”产业空间布局，继续打好
全会部署，审议、讨论并通过的报告和决 “三大攻坚战”，突出抓好“四项重点工
议，必将极大地鼓舞全市各族人民以更加 作”，加快实现各项事业新突破，奋力推进
坚定的信心、更加严实的作风，奋力续写 白城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
（下转四版）

白城市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闭幕
庞庆波主持会议并讲话
通过了关于政府工作报告的决议等六项决议
补选了 3 名市六届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

本报讯（记者张赫）新时代开启新
征程，新征程引领新作为。历时两天半
的白城市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
会议，经过全体代表的共同努力，圆满
完成各项议程，1 月 10 日上午在白城
宾馆闭幕。
当天上午，
白城市第六届人民代表
大会第三次会议举行了第三次全体会
议，
进行了选举等事项。
大会执行主席、主席团常务主席庞
庆波、葛树立、李洪慈、王任刚、王郢、常

本报记者摄

白城市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在白城宾馆闭幕。

大会进行投票选举。

时光、许广山、叶静波、何野平，大会执
行主席于洪友、张庸林在主席台前排就
座。
出席大会并在主席台就座的还有
李明伟、张馨、鲍九生、陈岩、张洪军、张
勋奎、徐辉、梁仰椿、曹华政、张国华、张
天华、吴东文、林海峰、马靖然、翟喜林、
符文、任长忠、杨晓峰、周文君、李军、李
宇新、刘福彪、齐晏。
大会执行主席、主席团常务主席庞
庆波主持会议。
（下转四版）

本报记者摄

走访慰问财税系统干部职工
市委书记庞庆波 市长李明伟

白城市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关于白城市人民政府工作报告的决议
（2019 年 1 月 10 日白城市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

庞庆波、李明伟等市领导深入市财政局、市税务局走访慰问，为财税战线干部职工送上节日
祝福。
本报记者段卫军摄
本报讯（记者冯可欣）1 月 10 日，市委书记
庞庆波，市长李明伟，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张
洪军深入市财政局、市税务局走访慰问，
为财税
战线干部职工送上节日祝福。
庞庆波对 2018 年全市财税工作取得的突
出成绩给予充分肯定。他指出，过去一年，在财
税系统干部职工的共同努力下，全市地方级和
全口径财政收入增幅在全省均名列前茅，为实
现保工资、保民生、保运转目标作出了重要贡
献，他代表市委、市政府向财税战线广大干部职
工表示衷心的感谢，致以新春的问候。
就做好新一年财税工作，庞庆波强调，
今年
是白城再出发的一年，也是决胜全面小康的关
键一年。希望财税系统干部职工要再接再厉、积
极向前，继续为白城经济社会发展贡献力量。
要
千方百计抓收入，深入挖掘增收潜力，
拓宽财政
增收渠道，必保完成全年预期目标。
要全力保工
资保民生，确保全市财政正常运转，
满足重点支
出需要。要积极创新融资平台，充分发挥担保公
司的平台作用，研究创新举措和办法，
努力破解

白城市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
关于白城市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的决议
白城市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公告（第十二号）

（文见四版）

白城市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
关于白城市中级人民法院工作报告的决议

融资瓶颈，不断强化金融对地方发展的支持力
度。
要努力向上争取，
抓住国家和省各项政策机
遇，盯紧动态信息、策划包装项目，争取上级更
多更大的政策支持。
要竭诚服务企业，
坚持一手
抓增收，一手抓服务，用感恩的理念服务企业、
感动企业，
实现企业发展与财政增收双赢目标。
要打造过硬队伍，
保持干事创业的精气神，
用奋
斗的姿态完成好全年任务目标。
李明伟指出，近年来白城面貌发生了翻天
覆地的变化，与有力的财税支撑和保障密不可
分。2018 年，面对严峻复杂的形势，财税工作为
保工资、保运转、保民生、促发展发挥了重要作
用，这一成绩的取得非常不容易。2019 年，财税
系统广大干部职工要坚定信心、迎难而上，
一如
既往、接续奋斗。
抓住改革契机，
掌握政策动向，
既要坚持该减则减、该免则免，
也要做到应收尽
收、开源节流，开足马力多角度创收，挖掘潜力
多渠道增收，为推动白城振兴发展作出新的更
大贡献。
市委办相关负责同志参加活动。

白城市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听取和审议了市长
李明伟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
会议决定批准这个报告。
会议认为，2018 年市政府面对严峻复杂形势，在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
省委省政府和市委的决策部署，团结带领全市干部群众，戮力同
心、砥砺奋进，
“三大攻坚战”完成阶段性任务，
“四项重点工作”
取得标志性成果，一系列重大考验化危为机、重大挑战有效应
对、重大项目落地见效，开创了白城全面振兴发展的崭新局面。
经济运行稳中有进，质量效益同步提升；项目攻坚再获突破，招
大引强成效显著；环保督察整改有力，生态环境大幅改善；精准
扶贫扎实有效，脱贫战果持续扩大；老城改造全面完工，海绵城
市树立样板；改革开放深入推进，营商环境全面优化；民生保障
不断增强，社会大局和谐稳定；作风整顿持续深入，自身建设全
面加强。
会议强调，2019 年是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是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关键之年。市政府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对东北振兴
工作重要指示精神为指引，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
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全面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省委

十一届三次、四次全会、全省经济工作会议精神，按照市委六届
五次全会部署，紧紧围绕实现高质量发展主题、建设吉林西部生
态经济区主线，坚持推进科学发展、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坚持保
障改善民生，大力实施“三个五”发展战略和“一主六双”产业空
间布局，继续打好“三大攻坚战”，突出抓好“四项重点工作”，加
快实现各项事业新突破，奋力推进白城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让全市人民过上更加美好的日子不懈奋
斗。要聚焦美丽白城，持续加强生态建设；紧扣精准脱贫，扎实推
进生态扶贫；突出项目带动，再掀招商引资热潮；强化转型升级，
加快壮大生态工业；实施乡村振兴，大力发展生态农业；发展现
代服务业，着力培育生态旅游；注重品质提升，倾力打造生态城
市；深化改革开放，全面优化营商环境；保障改善民生，维护社会
和谐稳定；
强化作风转变，
建设人民满意政府。
会议号召，全市上下要更加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周围，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
学指引下，在省委、省政府和市委的坚强领导下，锐意进取、迎难
而上，推动白城高质量发展、全方位振兴，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让全市人民过上更加美好的日子而拼搏奋斗，以优异成绩向新
中国成立 70 周年献礼！

白城市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关于白城市 2018 年国民经济
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 2019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的决议
（2019 年 1 月 10 日白城市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
白城市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
审查了市人民政府
《关于白城市2018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2019年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的报告》。
会议同意白城市人民代表

大会财政经济委员会的审查结果报告，决定批准《关于白城市 2018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2019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
展计划（草案）的报告》，
批准2019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

白城市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关于白城市2018年预算执行情况和2019年预算的决议
（2019 年 1 月 10 日白城市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
白城市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审查了市人民
政府 《关于白城市 2018 年预算执行情况和 2019 年预算 （草
案） 的报告》。会议同意白城市人民代表大会预算委员会的

白城市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关于白城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
（2019 年 1 月 10 日白城市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

白城市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听取和审议了葛树 下，
紧扣市委决策部署，
坚持践行新思想，
树立新理念，
扛起新担
立主任所作的市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
会议决定批准这个报告。 当，
实施新举措，
顺应新时代，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履职尽责，
各
会议认为，
一年来，
市人大常委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 方面工作取得了新进展、新成效。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在市委坚强领导
会议强调，2019 年是市六届人大常委会履职承前启后的关

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偏北风 3 级。最高气温零下 2℃，最低气温零下 15℃。明天白天多云转晴。火险 1 级。要想天气早知道，请拨打电话 12121。

审查结果报告，决定批准 《关于白城市 2018 年预算执行情
况和 2019 年预算 （草案） 的报告》，批准白城市 2019 年预
算。

键一年。
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统领，
深入贯彻市委六届五次全会精神，
紧紧围绕事关全局重点、制约
发展难点和群众关注热点，依法履职，开拓创新，以新气象新担
当新作为推动人大工作与时俱进，
为全市高质量发展、全方位振
兴作出新贡献。
会议号召，新的一年，市人大常委会要在市委的坚强领导
下，
以更加饱满的政治热情、更加强烈的使命担当，
戮力同心、奋
发进取，
开拓创新、埋头苦干，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让全市人民
过上更加美好的日子而不懈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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