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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思想做品质 接地气有温度

本 报 讯 （ 记 者 文 海 严 瑾

韩贤普） 1 月 10 日上午，政协第三届毕

节市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圆满完成各项议

程后胜利闭幕。

会议应出席委员 529 人，实到 504
人，符合规定人数。

吴强、吴东来、张翊皓、杨宏远、

肖远福、秦天志、傅立勇、胡海、江耀

波、刘祖荣、王力、汤洪敏、谢祥贵在

主席台前排就座。原政协毕节地区工委

主任孙仁培、吕开邦，在毕的中共毕节

市委常委、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市政

府副市长，市法院院长、市检察院检察

长，贵州工程应用技术学院、毕节职业

技术学院、毕节医学高等专科学校、毕

节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毕节工业职

业技术学院主要领导和其他在职的厅级

领导应邀出席会议并在主席台就座。

闭幕会由杨宏远、肖远福、秦天

志、傅立勇、胡海、江耀波、刘祖荣、

王力、汤洪敏担任执行主席。杨宏远主

持会议并讲话。

大会宣布了政协第三届毕节市委员

会专门委员会机构设置，市政协副秘书

长、专委会主任、副主任名单；通过了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三届毕节市委

员会第一次会议关于常务委员会工作报

告的决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三

届毕节市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关于提案工

作情况报告的决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

会议第三届毕节市委员会提案审查委员

会关于市政协三届一次会议提案审查情

况的报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三

届毕节市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杨宏远在讲话时指出，这次会议是

在全市上下深入学习贯彻中共十九届六

中全会、省委十二届十次全会和市第三

次党代会精神的重要时期召开的一次盛

会。市委高度重视这次会议，吴强、吴

东来、张翊皓等几大班子领导和各有关

方面负责同志出席大会开幕会和闭幕

会，认真听取委员大会发言，并深入联

组会议听取委员们的意见建议，与委员

们共商发展大计、共谋发展良策。开幕

会上，省委常委、市委书记吴强作了讲

话，对五年来二届市政协为助推全市经

济社会发展和推进民主政治建设作出的

重要贡献给予充分肯定，并对新一届市

政协工作提出了明确要求，寄予了殷切

希望。会议期间，全体委员以饱满的政

治热情和强烈的使命担当，认真学习吴

强同志的讲话精神，认真听取和讨论有

关工作报告和大会发言，紧紧围绕我市

“一区三高地、五个新毕节”战略定位

和全市改革发展中的热点难点问题，以

及如何开展好新一届政协工作积极献计

献策，参政议政热情高涨，履职建言成

果丰硕，充分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民主政治的生机和活力。

杨宏远强调，今后五年是毕节立足

“一区三高地、五个新毕节”战略定

位，全面开启现代化建设新征程的重要

时期。在新的“赶考”路上，全市新一

届各级政协组织和广大政协委员要准确

把握新的历史方位、掌握新的历史主

动，坚持团结和民主两大主题，认真贯

彻“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

荣辱与共”的方针，聚焦党委政府中心

工作，主动适应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

在新的征程上全力助推毕节经济社会高

质量发展。

杨宏远强调，奋进新征程，我们要

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自觉做“两个

维护”的忠诚践行者。要坚定不移坚持

党对政协工作的全面领导，坚定不移坚

持党的科学创新理论武装，坚定不移加

强全市政协系统党的建设，坚决贯彻中

共中央决策，坚决维护中共中央权威，

努力使中共中央、省委、市委的重大决

策部署成为参加政协的各党派团体和各

族各界人士的思想共识和行动自觉，筑

牢共同的思想政治基础。

杨宏远强调，奋进新征程，我们要

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自觉做建设毕

节贯彻新发展理念示范区的积极参与

者。要紧紧围绕市第三次党代会确定的

奋斗目标和重点任务，坚持以助推毕节

高质量发展为履职主要方向，充分发挥

好政协人才荟萃、智力密集、联系广泛

的优势，建睿智之言、献务实之策、谋

创新之举，不断拓展协商民主的广度和

深度。要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牢记初心

使命，切实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

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履职的出发

点和落脚点，

（下转2版）

政协第三届毕节市委员会第一次会议胜利闭幕
吴强 吴东来 张翊皓出席 杨宏远主持并讲话

通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三届毕节市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决议》等

本报讯（记者 韩 磊 韩贤普） 1月

9 日上午，省委常委、市委书记吴强来

到威宁自治县代表团，同代表们一起审

议市政府工作报告、市人大常委会工作

报告等报告，审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计划、预算草案等文件。他强调，威宁

自治县要从五年来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

显著成绩中提振信心，以市第三次党代

会擘画的美好蓝图鼓舞斗志，切实增强

高质量发展的责任感、使命感、紧迫

感，埋头苦干，勇毅前行，奋力建设各

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新威

宁。

威宁代表团气氛热烈，胡敬斌、邓

林等 9 名代表先后发言。大家一致认

为，政府工作报告等六个报告政治站位

高、工作部署实、为民情怀浓，符合中

央、省委要求和毕节发展实际，表示完

全赞成和同意相关报告、文件，并就加

强全面从严治党、强化人才战略驱动、

数字乡村建设、提升农副产品转化率等

方面提出意见建议。

吴强认真倾听，边听边记，不时插

话与代表们交流，同大家一起分析讨论

关心关注的问题。他说，吴东来同志代

表市政府所作的工作报告，通篇贯穿了

习近平总书记视察贵州重要讲话和对贵

州对毕节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全

面落实了市第三次党代会各项部署，既

鼓舞人心、催人奋进，又具有很强的指

导性和可操作性；张翊皓同志代表市二

届人大常委会所作的工作报告，充分展

现了市人大依法履职担当的良好形象，

体现了国家意志、人民意愿的高度统

一；市法院、市检察院工作报告围绕中

心工作，服务发展大局，彰显了司法为

民的情怀和宗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计划、预算草案报告，符合中央、省委

和市委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具有很强的

实践性，对相关报告、文件完全赞成和

同意。

吴强指出，过去五年，是毕节发展进

程中极具挑战、极富成效的五年。五年

来，我们取得了脱贫攻坚的历史性全胜，

（下转2版）

吴强在参加威宁自治县代表团审议时强调

用显著成绩提振信心 以美好蓝图鼓舞斗志
奋力建设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新威宁

本报讯 （记者 杨 念 陈 曦） 1 月

10 日，市三届人大一次会议召开主席团

第五次会议。

会议由省委常委、市委书记吴强主

持。市领导吴东来、张翊皓、杨宏远等

出席会议。

会议听取并表决通过了各代表团

（讨论组） 汇报关于政府工作报告的决

议 （草案）、关于毕节市 2021 年国民经

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 2022 年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的决议 （草

案）、关于毕节市 2021 年全市和市本级

预算执行情况与 2022 年全市和市本级

预算的决议 （草案）、关于毕节市人大

常委会工作报告的决议 （草案）、关于

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工作报告的决议

（草案）、关于毕节市人民检察院工作

报告的决议 （草案）；听取各代表团

（讨论组） 汇报关于各项职务正式候选

人的决定 （草案），决定了正式候选

人；确定了颁发当选证书和宪法宣誓

有关事宜。

市三届人大一次会议召开主席团第五次会议

本 报 讯 （记 者 韩 磊 韩 贤 普

杨 念 陈 曦） 1 月 10 日下午，毕节市

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举行第

三次全体会议，选举毕节市第三届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副主任、秘

书长、委员，毕节市人民政府市长、副

市长，毕节市监察委员会主任，毕节市

中级人民法院院长，毕节市人民检察院

检察长。

大会执行主席吴强、吴东来、张翊

皓、杨宏远、周仕飞、王彤、肖虎、罗

昌琪、杨桦、彭华昌、冯兴忠在主席台

前排就座。会议由吴强主持。

市委常委，市政府、市政协有关领

导同志，毕节军分区、市法院、市检察

院、市各高等院校主要负责同志，部分

老同志以及主席团其他人员在主席台就

座。

应出席本次会议的代表 558 名，实

到 535名，出席人数符合法定人数。

会议首先表决通过了总监票人、监

票人名单，宣读了大会主席团关于各项

职务正式候选人的决定。

根据本次大会选举办法规定，会议

采取两轮无记名投票的方式，通过依法

按程序选举，并经大会主席团会议确

认，会议宣布了选举结果：张翊皓当选

为毕节市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主任；吴东来当选为毕节市人民政府

市长；罗昌琪、杨桦、彭华昌、冯兴

忠、胡敬斌、张超、程静当选为毕节市

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主

任；周仕飞、王治军、丹彤、谢志昌、

徐刘蔚、梁铮、万艳当选为毕节市人民

政府副市长；王彤当选为毕节市监察委

员会主任；任明星当选为毕节市中级人

民法院院长；张宇选为毕节市人民检察

院检察长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

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

组织法》 有关规定，选出的市人民检察

院检察长，须报经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提请省人大常务委员会批准）；陈文忠当

选为毕节市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秘书长；万兴银等 34人当选为毕节

市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

会议还表决通过了毕节市第三届人

民代表大会各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名

单。

在热烈的掌声中，吴强首先向新当

选的市人民政府市长吴东来、市人大常

委会主任张翊皓、市监察委员会主任王

彤颁发当选证书。接着，市人大常委会

主任张翊皓分别为新当选的市人大常委

会副主任、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市中级

人民法院院长、市人大常委会秘书长颁

发当选证书。

随后，新当选人员分三轮进行了宪

法宣誓。吴东来在第一轮宣誓领誓时左

手抚按 《宪法》，右手举拳，庄严宣

誓：我宣誓，忠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

法，维护宪法权威，履行法定职责，忠

于祖国、忠于人民，恪尽职守、廉洁奉

公，接受人民监督，为建设富强民主文

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努力

奋斗！

（下转2版）

毕 节 市 第 三 届 人 民 代 表 大 会
第一次会议举行第三次全体会议

吴强主持 吴东来张翊皓杨宏远等在主席台就座
张翊皓当选为毕节市第三届人大常委会主任

吴东来当选为毕节市人民政府市长

本报讯 （记者 文 海 严 瑾） 1 月

10 日上午，毕节市政协三届一次会议举

行第三次全体会议，选举政协第三届毕

节市委员会主席、副主席、秘书长和常

务委员。杨宏远主持会议。

会议应出席委员 529 人，实到 504
人，符合规定人数。

会议表决通过了大会选举办法；通

过总监票人、监票人名单；宣布总计票

人、计票人名单；选举政协第三届毕节

市委员会主席 1 名、副主席 8 名、秘书

长 1名、常务委员 70名。

经市政协三届一次会议主席团第四

次会议审议通过，总监票人向大会宣布

选举结果：杨宏远当选为政协第三届毕

节市委员会主席。肖远福、秦天志、傅

立勇、胡海、江耀波、刘祖荣、王力、

汤洪敏当选为政协第三届毕节市委员会

副主席。谢祥贵当选为政协第三届毕节

市委员会秘书长。

市政协三届一次会议举行第三次全体会议

本报讯 （记者 文 海 严 瑾） 1 月

10 日上午，毕节市政协三届第 1 次主席

会会议召开。市政协主席杨宏远主持会

议。

市政协副主席肖远福、秦天志、傅

立勇、胡海、江耀波、刘祖荣、王力、

汤洪敏，市政协秘书长谢祥贵出席会

议。

会议审议了政协第三届毕节市委员

会专门委员会机构设置；审议了市政协

副秘书长、专门委员会主任、副主任人

员名单。

市政协三届第 1 次主席会会议召开

本报讯 （记者 文 海 严 瑾） 1 月

10 日上午，毕节市政协三届第 1 次常务

委员会会议召开。市政协主席杨宏远主

持会议。

市政协副主席肖远福、秦天志、傅

立勇、胡海、江耀波、刘祖荣、王力、

汤洪敏，市政协秘书长谢祥贵出席会

议。

会议通过举手表决的方式，一致通

过政协第三届毕节市委员会专门委员会

机构设置；任命了市政协副秘书长、专

委会主任、副主任。

市政协三届第1次常务委员会会议召开

闭幕会现场。

（本报记者 韩贤普 摄）

协商议政共谋发展，同心同行续写

华章。历时 5 天的政协第三届毕节市委

员会第一次会议全面完成各项议程，胜

利闭幕了。我们对大会的圆满成功表示

热烈的祝贺！

凝心聚众力，盛会传佳音。政协第

三届毕节市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是在奋

进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征程、奋力建

设贯彻新发展理念示范区的重要时刻召

开的一次盛会，是贯彻落实中共十九届

六中全会精神、省委和市委重要决策部

署，高举旗帜、承前启后、接续奋斗的

大会，是一次团结民主、凝心聚力、风

清气正的大会。会议选举产生了政协第

三届毕节市委员会领导班子，翻开了全

市人民政协事业新篇章。会议期间，委

员们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

重要思想，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视察贵州重要讲话和对贵州对毕节工作

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衷心拥护“两个

确立”，忠诚践行“两个维护”，以饱满

的政治热情、强烈的使命担当、良好的

精神风貌，认真学习贯彻省委常委、市

委书记吴强在开幕会上的讲话精神，紧

紧围绕市人民政府工作报告和其他有关

报告，聚焦“一区三高地、五个新毕

节”战略定位，紧扣“四化”突破、富

民惠民、绿色引领、改革创新、治理增

效“五项行动”，以及人民群众普遍关

心的热点、难点问题，敞开心扉、畅所

欲言，充分发扬民主，务实协商议政，

展现了人民政协制度的独特优势和社会

主义协商民主的蓬勃生机，彰显了政协

委员心系发展、情系民生的履职情怀。

委员们紧紧围绕市政协常委会工作报告

和提案工作情况报告，全面总结五年来

市政协工作成绩和经验，精心谋划未来

五年履职的方向和重点，聚焦毕节高质

量发展，认真撰写提案、反映社情民

意，积极建言献策，体现了政协在服务

全市改革发展稳定中的独特优势和作

用。会议开得富有成效。

（下转4版）

同心筑新梦 扬帆又启航
——热烈祝贺政协第三届毕节市委员会第一次会议胜利闭幕 本报讯（记者 文 海 严 瑾） 1月10

日上午，毕节市政协三届一次会议举行主

席团第四次会议。杨宏远主持会议。

会议听取了政协第三届毕节市委员

会主席、副主席、秘书长、常务委员选

举情况汇报，确认了选举结果。

市政协三届一次会议举行主席团第四次会议

本报讯 （记者 文 海 严 瑾） 1 月

10 日上午，毕节市政协三届一次会议主

席团常务主席会议第三次会议召开。杨

宏远主持会议。

会议听取了政协第三届毕节市委员

会主席、副主席、秘书长、常务委员选

举情况汇报。

市政协三届一次会议主席团常务主席会议第三次会议召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