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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阴有中雨袁偏东风 3级袁气温 2到
7度袁平均相对湿度 90%袁空气质量指数 20
到 40袁空气质量等级优;明天白天阴袁夜里

转小雨袁偏东风 3级袁气温 4到 13度遥

临 安 发 布 今日临安客户端

记者 章昕

本报讯 昨日上午，中国人民政

治协商会议第九届杭州市临安区委

员会第三次会议在职工活动中心隆

重开幕。来自各个界别的 220 多名

政协委员，将以饱满的政治热情和

强烈的责任感、使命感，认真履行政

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职能，

为奋力实现美丽幸福新临安建设大

跨越建言资政。

大会由张金良、周玉祥、楼国富、

裘小民、斯嘉平、吴云 川、张敏 、

李红樱主持，全体政协常委在主席

台就座。

杭州市政协副主席王立华，中

共杭州市临安区委书记卢春强，区

委副书记、区长骆安全，区人大常委

会主任李文钢，区委副书记杨泽伟，

以及区委常委，区人大常委会副主

任，区政府副区长，监委主任，法检

两长，副区（长）级领导，人武部部

长，浙江农林大学、杭州电子科技大

学信息工程学院、浙江警察学院临

安校区管委会、省邮政培训中心负

责同志和往届政协主席到会祝贺并

在主席台就坐。

区政协副主席周玉祥宣布区政

协九届三次会议开幕，全体起立，唱

《国歌》。

区政协主席张金良代表政协第

九届杭州市临安区委员会常务委员

会，向大会作工作报告。报告指出，一

年来，在中共临安区委的坚强领导和

区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区政协及其常

委会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牢牢把握团结

民主两大主题，认真履行职能，解放

思想，开拓创新，为美丽幸福新临安

建设作出了积极贡献。全面加强党的

领导，有效夯实履职基础，不断提升

政协工作水平；聚焦中心服务大局，

精心开展协商议政，有效推进民主监

督，服务基层建言献策，不断增强政

协履职实效；充分彰显政协特色，尽

责出力参与中心工作，凝心聚力促进

团结协作，同心协力加强联谊，不断

凝聚共谋发展合力。

报告指出，2019 年是新中国和

人民政协成立 70 周年，也是区政协

适应新形势、谋求新发展的重要一

年。新一年区政协工作的指导思想

是：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为指引，认真贯彻市委政

协工作会议、市政协十一届三次会

议和区委十四届七次全会精神，牢

牢把握新时代人民政协的新方位新

使命，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团结

民主两大主题，坚持思想政治引领

和建言资政“双向发力”，更好发挥

政协专门协商机构作用，推动政协

工作高质量发展，为深入推进“三

化”战略、持续发力“六场硬仗”，奋

力实现美丽幸福新临安建设大跨越

作出新的贡献。

报告强调，要党建引领，坚持忠

诚履职。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

作重要思想，夯实共同思想政治基

础。认真贯彻落实区委十四届七次

全会精神，把区委区政府的决策部

署转化为政协委员的共同意志和履

职自觉。充分发挥政协党组领导核

心作用、机关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

用、党员委员先锋模范作用，着力加

强政协常委会履职能力建设，强化

政治责任担当。协助召开区委政协

工作会议，组织开展人民政协成立

70 周年系列庆祝活动，加强政协机

关及专委会建设，深化委员能力建

设，提升政协工作水平。

报告强调，要完善机制，推进协

商民主。坚持把调查研究作为议政

建言的重要基础，深入开展专题调

研，精准有序开展协商议政，逐步形

成以全体会议为龙头，专题议政性

常委会议和专题协商会为重点，对

口协商、界别协商为常态的协商议

政新格局。加强监督推进落实，聚焦

产业发展、融杭城改、环境建设、改

革和民生改善等重点领域，开展视

察监督活动。开展新一轮民主监督

员选派工作，引导界别委员积极监

督建言。及时推动民生问题和“关键

小事”得到妥善解决，深化提案办理

工作，畅通社情民意信息渠道，履职

为民彰显情怀。

报告强调，要汇聚力量，展现政

协作为。注重加强与各党派团体的

合作共事，密切与社会各界人士的

联系交流，增进团结凝聚共识。继续

做好联系项目、企业、镇街等中心重

点工作，主动参与实干担当。不断完

善界别工作机制，探索政协工作向

基层延伸，发挥政协社团作用，突出

特色助力发展。

报告最后强调，全体委员要紧

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周围，在中共临安区委的坚强

领导下，同心同德，锐意进取，以更

加坚定的信念、更加饱满的热情、更

加务实的作风，推动政协事业再上

新台阶，为实现美丽幸福新临安建

设大跨越作出更大努力，以优异的

成绩迎接新中国和人民政协成立

70 周年。

区政协副主席吴云川受政协第

九届杭州市临安区委员会常务委员

会的委托，向大会作提案工作情况

报告。报告指出，在区委、区政府的

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下，区政协常

委会积极组织政协各专委会、各界

别和广大政协委员充分运用提案建

言献策。全年共收到以提案形式提

出的意见建议 231 件。经审查，归并

提案 15 件，立案办理 205 件，转作

委员来信处理 11 件。所有立案提案

分别交送 69 家承办单位进行办理，

并在规定时限内全部办复完毕。提

案人提交的提案紧扣经济建设、城

乡发展、民生福祉、生态环境，选题

准确、调研扎实、质量较高，得到了

区委、区政府的充分肯定和相关承

办单位的积极采纳，为助推美丽幸

福新临安建设发挥了积极作用。报

告强调，新一年提案工作要树立提

案精品意识，力求“提得准”；强化提

案办理协商，力求“办得好”；提升提

案服务水平，力求“督得实”，充分发

挥政协提案在奋力实现美丽幸福新

临安建设大跨越中的独特作用。

在临省、杭州市政协委员，往届

政协领导，在外临安商会负责人，区

政协正局级干部，各镇（街道）、区直

属各单位、省市各驻临机构联系政

协工作的负责同志，有关民主党派

负责人，政协联谊会、钱镠研究会、

吴越钱王文化促进会和临安书画院

部分会员列席会议。

豪情满怀谋发展，砥砺前

行谱新篇。带着融杭一体化

发展的光荣和梦想，我们迎来

区政协九届三次会议和区十

六届人大三次会议。全体区

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肩负人

民重托，心怀满腔热忱，共赴

盛会，为奋力实现美丽幸福新

临安建设大跨越贡献智慧。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在

区委的坚强领导和全区上下

共同努力下，2018 年临安取

得了令人瞩目的发展成绩。

城乡建设奋力推进，环境面

貌实现蝶变，功能配套加快

完善。产业升级蓄势待发，动

能转换加快推进，营商环境

不断优化。融杭发展步伐坚

实，交通先行民生优先，融杭

成果人民共享。干部作风日

益优化，一批难题有效化解，

务实担当蔚然成风。

草木蔓发，春山可望。新

的一年是新中国成立 70 周

年，是机构改革全面完成、有

效运行之年，也是临安全面

融杭的关键之年。前途一片

光明，前路并不平坦，要以坚

如磐石的信心、坚韧不拔的

毅力、只争朝夕的干劲，咬定

目标不放松，撸起袖子加油

干，勇于争先、敢于担当，谱

写临安发展新篇章。

新时代属于奋进者，也

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履职

创造了更广阔的舞台。要尽

心履职，以高度的使命感、责

任感参加会议，认真审议各

类报告，多提建设性意见，不

断完善工作举措。要求真务

实，少些空话套话、多说真话

实话，不说重复的话、多提管

用建议，把会议的宝贵时间

用在刀刃上，为发展谋良策。

建言议政，既要有态度，

还要有深度。要从大处着眼，

立足国家“六稳”政策、长三

角一体化战略、杭州世界名

城建设、城西科创大走廊发

展审视临安，为临安发展谏

真言、献良策。要从小事着

手，立足民生福祉，把群众最

关心、最贴近、最现实的问题

反映上来，推进临安的“大政

方针”更接地气，让人民群众

更有获得感、幸福感。

潮头登高再击桨，无边

胜景在前头。让我们紧紧围

绕区委的决策部署，履职尽

责，集思广益，把奋力实现美

丽幸福新临安建设大跨越的

“设计图”转化为“施工图”，

合力谱写跨越发展新篇章，

让广大临安人更有自豪感！

本报讯（记者 汤君芳）昨日上午，区政协九届三次

会议在开幕会结束后，紧接着举行第二次大会，进行大会

发言。区政协主席张金良，副主席周玉祥、楼国富、裘小民、

斯嘉平、吴云川、张敏，秘书长李红樱出席会议。区政协副

主席楼国富主持会议。

杭州市政协副主席王立华，中共杭州市临安区委书

记卢春强，区委副书记、区长骆安全，区委副书记杨泽伟，

以及区委常委，区政府副区长，监委主任，法检两长，副区

（长）级领导，人武部部长，浙江农林大学、杭州电子科技

大学信息工程学院、浙江警察学院临安校区管委会、省邮

政培训中心负责同志，往届政协主席和区级有关部门主

要负责人等到会听取发言。

来自民进、农工党、工商联等界别的 7 名委员，就做

强做大农业龙头企业、城区公共厕所建设、扶持中小微企

业健康发展、加强小区物业管理、盘活“批而未供”土地资

源、抢抓杭州亚运会机遇加快提升城市发展能级、加快推

进滨湖新城建设等主题，积极建言献策，提出了具有前瞻

性、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的意见建议。

仔细听取发言后，骆安全说，一直以来，区政协和各

位委员紧紧围绕全区改革发展稳定大局，深入调查研究，

积极建言献策，在推进政府科学决策、推动各项工作落

实、助推民生改善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作出了重大贡

献。向区政协和全体政协委员致以衷心的感谢和崇高的

敬意。

骆安全指出，政协全会大会发言是政协履行职能、参

政议政的重要形式，是党委政府听取政协委员意见建议

的有效方式。今年的大会发言选题精准、研究深入、建议

务实，有些是针对当前工作提出的意见，有些是立足长远

提出的构想，相关部门和镇街要结合各自实际，认真进行

分析梳理。对于能够立即着手解决的问题，要迅速抓好落

实，实行跟踪办理，提高办理效率和办理质量。对于一些

条件还不够成熟，一时还难以实施的，同样要高度关注，

列出计划书、时间表，积极创造条件，认真推动落实。部门

对办理落实情况要及时向区政协和有关委员进行反馈，

对暂时还没有条件落实解决的，要及时与委员们沟通，诚

恳地说明情况，并积极创造条件、加以推进，做到件件有

落实，事事有回音。

骆安全最后说，2019 年是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是高

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关键之年，也是推进“三化”战略

的攻坚之年。区委十四届七次全会提出了“奋力实现美丽

幸福新临安建设大跨越”的奋斗目标，需要全区上下团结

一心、共同奋斗，需要广大政协委员和社会各界广泛参

与、大力支持和通力合作。希望区政协和广大委员充分发

挥自身优势，认真履行自身职能，团结和凝聚各方力量，

在服务发展上、凝聚合力上、促进和谐上发挥更大作用，

为推动临安跨越发展发挥更大作用。

把握新方位新使命 为奋力实现美丽幸福新临安建设大跨越凝心聚力

区政协九届三次会议隆重开幕
张金良作常委会工作报告 王立华卢春强骆安全李文钢杨泽伟等到会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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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思广益谱写跨越发展新篇章
———热烈祝贺区“两会”隆重召开

本报评论员

区政协九届三次会议隆重开幕 记者 金凯华 实习记者 胡建强 摄

记者 汪林

本报讯 昨日下午，区十六届

人大三次会议举行预备会议。会议

由区人大常委会主任李文钢主持。

区领导卢春强、骆安全、杨泽伟、

俞琳波、吴洁静、杨富强、陈伟民、

钱铮、罗石荣、吴云海、胡廖明，法检

两长，参加会议。

会议以按表决器方式，表决产生

由 39 人组成的区十六届人大三次会

议主席团和秘书长；通过了区十六届

人大三次会议财政预算审查委员会

名单；通过了区十六届人大三次会议

大会议程，主要是：听取和审查人大、

政府、计划、财政、“两院”等工作报告

以及选举与票决 2019 年民生实事项

目。

会前，对 2018 年度先进代表小

组和代表履职积极分子、优秀议案建

议进行表彰，部分人大代表作履职交

流发言。

区十六届人大三次会议今日开幕
大会昨举行预备会议 选举产生大会主席团和秘书长

表决通过了大会财政预算审查委员会名单和大会议程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