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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冯可欣）1 月 12 日下午，市政协主席
张馨主持召开市政协六届二十三次主席会议。
副主席陈桂侠、翟喜林、符文、任长忠、杨晓峰、付秀
杰，
秘书长杨立忠出席会议。
会议听取审议了市委常委、组织部长、统战部长、
市政协党组副书记王任刚受市委委托所作的有关人事事
项的说明；审议了补选六届市政协常委候选人建议名单
（草案）；审议了市政协六届五次会议选举办法 （草
案）；审议了市政协六届五次会议总监票人、副总监票
人、监票人建议名单 （草案）；审议了市政协六届五次
会议决议 （草案）；审议通过了市政协六届五次会议大
会发言使用意见 （草案）；审议通过了市政协六届二十

一次常委会议日程。
本报讯（记者张芙）1 月 12 日下午，市政协主席张
馨主持召开市政协六届二十一次常委会议。
副主席陈桂侠、翟喜林、符文、任长忠、杨晓峰、付秀
杰，
秘书长杨立忠出席会议。
会议听取了市委常委、组织部长、统战部长、市政协
党组副书记王任刚受市委委托所作的有关人事事项的说
明；
审议通过了补选六届市政协常委候选人建议名单；
审
议通过了市政协六届五次会议选举办法；
审议通过了市
政协六届五次会议总监票人、
副总监票人、
监票人建议名
单；
审议通过了市政协六届五次会议决议（草案）。

全力构建
“一城三区”开启
“十四五”新征程

白城市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召开
庞庆波出席 李明伟作政府工作报告 葛树立主持
本报讯（记者张赫）新年伊始
迎盛会,群贤聚首谱新篇。1 月 12
日，白城市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
五次会议在白城宾馆召开。来自我
市各条战线各个领域的人大代表
肩负着全市人民的期望和嘱托,信
心满怀地汇聚一堂，共同履行宪法
和法律赋予的职责，共商白城经济

社会发展大计,共绘白城高质量发
展、全方位振兴的美好蓝图。
大会执行主席、主席团常务主
席庞庆波、
葛树立、
王任刚、
王郢、
许
广山、
叶静波、
何野平、
刘福彪、
王立
峰、
张天君在主席台前排就座。
出席大会并在主席台就座的
还有李明伟、张馨、陈岩、张洪军、

李明伟作政府工作报告。
本报记者摄

本报记者摄

1 月 12 日，白城市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在白城宾馆召开。

议。

葛树立主持市六届人大五次会议第一次全体会
本报记者摄

铆足干劲抓落实 砥砺前行开新局

市六届人大五次会议代表分组审议政府工作报告等报告

市六届人大五次会议主席团举行第二次会议
本报讯（记者姜宁）1 月 12 日
上午，白城市第六届人民代表大
会第五次会议主席团举行第二次
会议。

会议由主席团常务主席何野
平主持。
会议 传 达 了 省 委 书 记 景 俊
海关于当前全省新冠肺炎疫情

防控工作的批示；听取了关于调
整大会日程的说明，表决通过了
关于调整大会日程的决定；听取
了市委常委、组织部长、统战部

市六届人大经济委员会、预算委员会通过三项审查结果报告
本报讯（记者姜宁）1 月 12 日
下午，市六届人大经济委员会举
行第八次会议，通过了《白城市第

人大代表审议政府工作报告等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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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张赫）聚精会神议报告， 困难挑战最多、发展变化最大的五年。
全市
畅所欲言话发展。1 月 12 日下午，参加市 上下围绕建设吉林西部生态经济区，紧紧
六届人大五次会议的代表分组审议了市长 扭住“四项重点工作”，攻坚克难、砥砺奋
李明伟代表白城市人民政府所作的政府工 进，
接续干成一系列开创性工作，
取得一系
作报告，以及白城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列标志性成果，白城振兴发展迈出了坚实
第十四个五年规划纲要草案、白城市 2020 步伐。
这五年，
白城变中求新、变中求进、变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 中突破，
是经济社会发展变化最大、人民群
2021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的 众获得实惠最多的五年。刚刚过去的 2020
报 告 、白 城 市 2020 年 预 算 执 行 情 况 和 年是
“十三五”
收官之年，
是极具挑战、极为
2021 年预算草案的报告。
艰难的一年。全市上下统筹推进疫情防控
分组审议现场气氛热烈，各位代表以 和经济社会发展，
扎实做好
“六稳”
工作、全
拳拳之心畅谈发展硕果，直面存在问题，
履 面落实“六保”任务，砥砺奋进、开拓创新，
法定职责，献务实良策，聚发展之力。大家 在大战大考中交上了圆满答卷。
一致认为，政府工作报告坚持以习近平新
代表们认为，
“ 十四五”是我市厚植优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 势、加快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时期。
政府工作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吉林重要讲话重要 报告围绕落实市委六届八次全会的战略部
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省委省 署，着重阐述了“一城三区”，这是“四项重
政府和市委的决策部署。报告总结“十三 点工作”
的拓展和提升，
内容涵盖了经济社
五”发展成果实事求是、鼓舞人心，
谋划
“十 会各方面，体现了工作的连续性、创新性，
四五”发展目标明确、措施有力，是一个全 符合白城实际，符合群众期待。2021 年是
面贯彻新发展理念，体现高质量发展要求，“十四五”规划的开局之年、高质量发展的
谋创新、重实干、增干劲的好报告。
奠基之年，
做好今年工作意义十分重大。
政
代表们指出，
“ 十三五”时期是白城发 府工作报告全面部署了
“一城三区”
建设第
展史上极不平凡的五年，是攻坚任务最重、 一年的具体任务，
（下转四版）

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经济委员会关
于白城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
十四个五年规划纲要（草案）的审

徐辉、李建厂、鲍长山、张天华、吴
东文、林海峰、陈桂侠、翟喜林、符
文、任长忠、杨晓峰、付秀杰、周文
君、李军。
白城市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
现实有代表 302 人，出席本次会议
的代表 252 人，
符合法定人数。
（下转四版）

查结果报告》和《白城市第六届人
民代表大会经济委员会关于白城
市 2020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长王任刚受市委委托所作的关
于接受辞职人员辞职请求的说
明，表决通过了关于接受辞职人
员辞职请求的决定；听取了关于
白城市六届人大常委会委员候
选人建议人选情况的说明,表决
通过了关于白城市六届人大常
委会委员候选人建议名单。
市委书记、大会临时党委书
记庞庆波在会上发表讲话。
计划执行情况与 2021 年计划草
案的审查结果报告》。市六届人大
预算委员会举行第十三次会议，
通过了《白城市第六届人民代表
大会预算委员会关于白城市
2020 年预算执行情况和 2021 年
预算草案的审查结果报告》。
这三个报告将提交市六届人大
五次会议主席团第三次会议审议。

征途漫漫集众志 惟有奋斗谱新篇
——市政协委员分组讨论政府工作报告和其他报告侧记
●本报记者 李政孚
同商大计，齐绘美好蓝图；共谋发展，开启崭新征程。1 月
12 日下午，出席市政协六届五次会议的委员分组讨论了市长
李明伟在市六届人大五次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上所作的政府
工作报告。
讨论中，
委员们带着责任感和使命感，
围绕报告中提出的发
展思路、
工作目标和任务，
谈感受、
提建议、
献良策、
话发展。
大家
一致认为，
政府工作报告思路清晰、
方向明确、
措施具体，
对我市
近五年工作的总结客观实际，
对
“十四五”
期间和2021年工作部
署精准到位，
是一个求真务实、
鼓舞人心、
催人奋进的报告。
中共界委员认为，五年来，我市生态环境实现系统性改
善，脱贫攻坚夺取决定性胜利，经济发展迈出坚实性步伐，城
市面貌发生历史性改观，
战略融入取得突破性成果，
营商环境
得到创新性提升，
民生福祉有了普惠性增强，
各项工作取得的
成果令人振奋。委员们表示，2021 年，在“十四五”规划开局之
年，
要继续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
深
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下转四版）

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晴，偏西风 3-4 级。最高气温零下 7℃，最低气温零下 21℃。明天白天晴转多云，有小雪。火险 2 级。要想天气早知道，请拨打电话 12121。

市政协委员讨论政府工作报告和其他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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