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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宏远
杨宏远，男，侗族，1964

年 4 月生，省委党校大学，中

共 党 员 ， 现 任 毕 节 市 政 协 主

席。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三届毕节市委员会主席、副主席、秘书长简历

肖远福
肖远福，男，白族，1963年

12月生，省委党校研究生，民革

党员，现任毕节市政协副主席，

民革毕节市工作委员会主任委

员，市中华职业教育社主任（兼）。

秦天志
秦天志，男，白族，1964

年 4 月生，省委党校研究生，

民建会员，现任毕节市政协副

主席， 市工商业联合会 （市商

会） 主席 （会长）。

傅立勇
傅立勇，男，汉族，1967

年 3 月生，中央党校大学，中

共党员，现任毕节市政协副主

席，市委副秘书长 （兼），市委

政策研究室主任。

胡 海
胡海，男，汉族，1970 年

11 月生，中央党校大学，中共

党 员 ， 现 任 毕 节 市 政 协 副 主

席，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

书记、主任。

江耀波
江耀波，女，回族，1969

年 5 月生，大学，法学学士，

中共党员，现任毕节市政协副

主席，市委副秘书长 （兼），市

督查考核局局长。

刘祖荣
刘祖荣，男，汉族，1967年

10月生，在职大学，民盟盟员，

现任毕节市政协副主席，民盟毕

节市委员会主任委员。

王 力
王力，男，苗族，1971年 3

月生，大学，理学学士，致公党

党员、中共党员，现任毕节市政

协副主席，致公党毕节市工作委

员会主任委员，贵州工程应用技

术学院信息工程学院院长。

汤洪敏
汤洪敏，女，汉族，1969

年 11 月生，在职研究生，理学

博士，农工党党员，现任毕节

市政协副主席，农工党毕节市

委员会主任委员，贵州民族大

学民族医药学院院长。

谢祥贵
谢祥贵，男，白族，1965

年 9 月 生 ， 大 学 ， 历 史 学 学

士，中共党员，现任毕节市政

协秘书长。

根据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

程》 第五十七条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

议地方委员会常务委员会行使“决定

地方委员会工作机构的设置和变动，

并任免其领导成员”职权的规定，政

协第三届毕节市委员会设置以下七个

专门委员会：提案委员会、经济与科

技委员会、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教

育卫生体育委员会、民族宗教与社会

法制委员会、文化文史与学习委员

会、农业农村委员会。

1.提案委员会
张和萍同志任贵州省毕节市政

协提案委员会主任；

饶礼同志任贵州省毕节市政协

提案委员会专职副主任；

杨初林同志任贵州省毕节市政

协提案委员会副主任；

张家富同志任贵州省毕节市政

协提案委员会副主任；

郭凯同志任贵州省毕节市政协

提案委员会副主任；

盖斌同志任贵州省毕节市政协

提案委员会副主任；

谢霓同志任贵州省毕节市政协

提案委员会副主任。

2.经济与科技委员会
李焱同志任贵州省毕节市政协

经济与科技委员会主任；

胡松同志任贵州省毕节市政协

经济与科技委员会专职副主任；

刘红梅同志任贵州省毕节市政

协经济与科技委员会副主任；

张景兴同志任贵州省毕节市政

协经济与科技委员会副主任；

罗同昱同志任贵州省毕节市政

协经济与科技委员会副主任；

鲁茂言同志任贵州省毕节市政

协经济与科技委员会副主任；

蔡安刚同志任贵州省毕节市政

协经济与科技委员会副主任。

3.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
刘发达同志任贵州省毕节市政

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主任；

黄茜同志任贵州省毕节市政协

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专职副主任

（保留正县长级）；

甘明静同志任贵州省毕节市政

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副主任；

杨熙同志任贵州省毕节市政协

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副主任；

袁朝仙同志任贵州省毕节市政

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副主任；

钱旭同志任贵州省毕节市政协

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副主任；

唐学智同志任贵州省毕节市政

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副主任。

4.教育卫生体育委员会
姜咏梅同志任贵州省毕节市政

协教育卫生体育委员会主任；

王漫同志任贵州省毕节市政协

教育卫生体育委员会专职副主任；

邓韬同志任贵州省毕节市政协

教育卫生体育委员会副主任；

杨慧同志任贵州省毕节市政协

教育卫生体育委员会副主任；

吴灵同志任贵州省毕节市政协

教育卫生体育委员会副主任；

袁顺国同志任贵州省毕节市政

协教育卫生体育委员会副主任；

徐全华同志任贵州省毕节市政

协教育卫生体育委员会副主任。

5.民族宗教与社会法制委员会
雷文军同志任贵州省毕节市政

协民族宗教与社会法制委员会主任；

王平同志任贵州省毕节市政协

民族宗教与社会法制委员会副主任；

刘发志同志任贵州省毕节市政

协民族宗教与社会法制委员会副主

任；

刘祖梅同志任贵州省毕节市政

协民族宗教与社会法制委员会副主

任；

肖莉红同志任贵州省毕节市政

协民族宗教与社会法制委员会副主

任；

熊灿平同志任贵州省毕节市政

协民族宗教与社会法制委员会副主

任。

6.文化文史与学习委员会
赵祖禹同志任贵州省毕节市政

协文化文史与学习委员会主任；

刘燕同志任贵州省毕节市政协

文化文史与学习委员会专职副主任；

李霓同志任贵州省毕节市政协

文化文史与学习委员会副主任；

宋朝同志任贵州省毕节市政协

文化文史与学习委员会副主任；

张友同志任贵州省毕节市政协

文化文史与学习委员会副主任；

张安瑾同志任贵州省毕节市政

协文化文史与学习委员会副主任；

赵建雪同志任贵州省毕节市政

协文化文史与学习委员会副主任。

7.农业农村委员会
周杰同志任贵州省毕节市政协

农业农村委员会主任；

顾军同志任贵州省毕节市政协

农业农村委员会专职副主任；

王大庆同志任贵州省毕节市政

协农业农村委员会副主任；

朱大庚同志任贵州省毕节市政

协农业农村委员会副主任；

胡晓敏同志任贵州省毕节市政

协农业农村委员会副主任；

高如星同志任贵州省毕节市政

协农业农村委员会副主任；

路言俊同志任贵州省毕节市政

协农业农村委员会副主任。

政协第三届毕节市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期

间，全体市政协委员、政协各参加单位，坚

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指导，全面贯彻中共十九大和十九届历次全

会精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贵州重要讲话和

对贵州对毕节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省委十二

届十次全会精神，紧紧围绕市第三次党代会

作出的安排部署，紧扣市委、市政府的中心

工作和人民群众的急难愁盼问题，以高度的

政治责任感和使命感，积极运用提案履职建

言，充分体现了高度的政治自觉和责任担

当，为建设“一区三高地、五个新毕节”贡

献了政协的智慧和力量。

截至 2022 年 1 月 7 日 18 时，共收到提案

379 件。经审查，立案 298 件，占提案总数的

78.63%；不予立案的 81 件，占提案总数的

21.37%。在立案的提案中，委员提案 258 件，

占立案总数的 86.58%；集体提案 40 件，占立

案总数的 13.42%。按类别分，有关经济建设

的 72 件，占立案总数的 24.16%；有关政治建

设的 4 件，占立案总数的 1.34%；有关文化建

设的 70 件，占立案总数的 23.49%；有关社会

建设的 133件，占立案总数的 44.63%；有关生

态文明建设的 19件，占立案总数的 6.38%。

总体看，本次会议提案围绕中心、服务大

局、内容丰富，围绕建设“一区三高地、五个

新毕节”的目标建言献策，内容涵盖经济、政

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各个领域，集中反

映了全市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和事关人民

群众切身利益的实际问题，提案反映问题准

确、分析情况透彻、对策建议具体，体现了提

案的严肃性、科学性和可行性。

大会闭幕后，对已经立案的提案，市政

协将认真做好提案的交办工作，按规定分别

送中共毕节市委、市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和相

关县 （自治县、市、区） 研究办理，并做好

跟踪督办工作。对本次大会提案截止日期以

后收到的提案，将作为平时提案及时进行审

查立案后送交有关部门办理。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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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年1月10日政协第三届毕节市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通过）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三届毕节市委

员会第一次会议，于 2022 年 1 月 6 日至 10 日

在七星关举行。

中共毕节市委对开好这次会议高度重

视，省委常委、市委书记吴强同志出席开幕

会并作讲话，会前亲切看望出席会议的委

员，会议期间亲临联组参加讨论。吴强同志

充分肯定了过去五年市政协在围绕中心、服

务大局履职中取得的成绩，希望新一届市政

协在建设“一区三高地、五个新毕节”新征

程中，锚定目标、砥砺奋进，苦干实干、锐

意创新，共同谱写建设贯彻新发展理念示范

区的壮美华章。会议期间，市委、市人大、

市政府等有关领导出席会议，听取大会发

言，参加分组讨论，与委员共商全市高质量

发展大计，大家倍感亲切、深受鼓舞。委员

们列席市三届人大一次会议，听取并协商讨

论吴东来同志代表市人民政府所作的工作报

告， 听取并协商讨论市中级人民法院工作报

告、市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还协商讨论了

其他报告，对上述报告完全赞同。

会议选举产生了政协第三届毕节市委员

会主席、副主席、秘书长和常务委员。会议

审议批准杨宏远同志代表政协第二届毕节市

委员会常务委员会所作的工作报告，审议批

准肖远福同志受政协第二届毕节市委员会常

务委员会委托所作的提案工作情况的报告，

审议批准市政协三届一次会议提案审查情况

的报告，圆满完成了各项任务。会议开得务

实高效、规范有序，是一次高举旗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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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转6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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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年1月10日政协第三届毕节市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通过）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三届毕节市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批准肖远福同志受政协第二届毕

节市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托所作的关于提案工作情况的报告。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三届毕节市委员会
第一次会议关于提案工作情况报告的决议

（2022年1月10日政协第三届毕节市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通过）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三届毕节市委员会
第一次会议关于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

（2022年1月10日政协第三届毕节市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通过）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三届毕节市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批准杨宏远同志代表政协第二届

毕节市委员会常务委员会所作的工作报告。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三届毕节市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关于设置专门委员会的决定
（2022年1月 10日政协第三届毕节市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通过）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三届毕节市委员会专门委员会主任、副主任任命名单（48人）
（2022年 1月10日政协第三届毕节市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通过）

（上接1版）
新征程东风正劲，聚众力扬帆启

航。今后五年是毕节贯彻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奋力建设

贯彻新发展理念示范区的关键时期，

是毕节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迈向现代

化建设新征程的重要时期，政协工作

大有可为。新一届市政协要坚持党对

政协工作的全面领导，旗帜鲜明讲政

治，坚定政治站位，不断提高政治判

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坚

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与中共中

央、省委和市委同心同行、同频共

振，确保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成为政协

各参加单位、界别和各族各界的政治

自觉和行动自觉。要坚持团结和民主

两大主题，扛牢加强思想政治引领、

广泛凝聚共识的政治责任，充分发挥

人民政协人才荟萃、智力密集、联系

广泛的优势，切实把各民主党派、工

商联、人民团体和各族各界人士的智

慧和力量凝聚到 “一区三高地、五

个新毕节”战略定位上来，努力搭建

“连心桥”、画好“同心圆”、扩大

“朋友圈”。要坚持服务改革发展，围

绕中心工作创新履职实践，在全力助

推建设贯彻新发展理念示范区上有新

举措，在汇智聚力推动高质量发展上

有新作为，在促进人民政协协商民主

建设上有新成效，不断提高建言的

“靶向性”，增强资政的“含金量”。

要坚持为国履职、为民尽责的情怀，

激发委员履职能动性，深入调查研

究，走进一线、俯下身子、联系群

众，力求履行职能有高度、调查研究

有深度、关注民生有温度，有效开展

协商议政，有力推进民主监督，多进

诤言、多谋良策、多出实招，思富民

之计、谋兴毕之策、办利民之事，用

心用情写好“政协作业”，尽心尽力

答好“政协考卷”。要坚持以改革创

新精神推进政协履职能力提升，全面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懂政协、会协

商、善议政，守纪律、讲规矩、重品

行”的要求，不断提高政治把握、调

查研究、联系群众、合作共事“四种

能力”，增强活力、提高效能，努力

在推进政协工作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

建设上有新提升，充分发挥广大政协

委员在本职工作中的表率作用、在政

协履职中的主体作用、在界别群众中

的代表作用，不断展示新时代政协委

员新风采。

力量生于团结，幸福源自奋斗。

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在中共毕

节市委的坚强领导下，肩负人民政协

的光荣使命，秉持“为国履职、为民

尽责”的情怀，以一往无前的奋斗姿

态、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牢记嘱托

担使命，感恩奋进再出发，凝聚万众

一 心 的 伟 力 ， 保 持 笃 行 不 怠 的 坚

定，奋力推动全市政协工作高质量发

展，为把毕节建设成为贯彻新发展理

念示范区续写政协新篇章，以优异成

绩迎接中共二十大和省第十三次党代

会胜利召开！

同心筑新梦 扬帆又启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