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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1 月 10 日上午，金山区

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六次会议在

区会议中心举行第三次全体会议，并

在圆满完成预定的各项议程后胜利

闭幕。

上午 9:30，大会举行第三次全体

会议。会议由大会执行主席杜治中

主持。大会执行主席胡卫国、白锦

波、朱喜林、盛宗耀、钟美龙、周俭、袁

晓英、张琼、王咏梅、高峰、李晓霞和

大会主席团成员在主席台就座。

大会应到代表 229 人，实到 228
人，符合法定人数。

大会在表决通过总监票人、监票

人名单后，以无记名投票方式补选刘

健为金山区人民政府区长，补选王咏

梅为区六届人大常委会委员。新当

选的区人民政府区长刘健、区六届人

大常委会委员王咏梅进行宪法宣誓，

刘健领誓，杜治中监誓。

新当选的区人民政府区长刘健

作表态发言（全文另发）。刘健在发

言中表示，在全区加快发展、转型发

展的关键时期，在“十三五”收官之

际，接过区长这个接力棒，深感使命

荣幸、责任重大，有信心、有决心在区

委的坚强领导下，在区人大、区政协

的监督支持下，团结带领政府一班

人，坚持一张蓝图干到底，忠实履职、

开拓进取，推动金山经济社会发展再

上新台阶。刘健向各位代表和全区

人民郑重作出五点承诺：第一，始终

坚持讲政治、强党性，持之以恒塑造

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第二，始终坚

持抓发展、促转型，持之以恒打造追

赶超越的发展局面；第三，始终坚持

谋福祉、惠民生，持之以恒创造安居

乐业的美好生活；第四，始终坚持敢

担当、善作为，持之以恒锻造干事创

业的优良作风；第五，始终坚持强法

治、守底线，持之以恒营造廉洁干净

的政务环境，为深入落实“两区一堡”

战略定位、加快打造“三区”“五地”、

全面建设“三个金山”而不懈奋斗。

大会表决通过了关于金山区人

民政府工作报告的决议、关于金山区

2019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

行情况与 2020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

展计划的决议、关于金山区 2019 年

预算执行情况和 2020 年预算的决

议、关于金山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关于金山区人

民法院工作报告的决议、关于金山区

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的决议。

在热烈的掌声中，区委书记胡卫

国讲话。

胡卫国代表中共金山区委，对大

会的圆满成功表示热烈祝贺，向全体

代表和与会同志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胡卫国指出，金山区第六届人民

代表大会第六次会议，是一次统一思

想、凝心聚力、团结鼓劲的大会。会

议期间，各位代表以高度的政治责任

感和主人翁精神，积极谋发展、话改

革、议民生，审议通过了各项报告决

议，选举产生了新的区长，补选了区

人大常委会委员，展现了良好的政治

素质和履职风采。

胡卫国对过去一年区人大及其

常委会的工作表示肯定，对做好 2020
年人大工作，提出四点要求：一要保

持定力，彰显制度优势。要坚决把党

的领导这个最大的优势发挥好，确保

党的全面领导贯穿于人大工作的全

过程和各方面，努力做到理论上始终

清醒、政治上始终坚定、行动上始终

有力。二要精准发力，更好服务大

局。要始终把人大工作放在全区工

作大局中去谋划和推进，使人大的重

点工作和区委的中心任务相合拍、相

一致，做到牢牢把住方向、抓住重点、

扭住关键，确保全区改革发展稳定各

项事业始终在法治轨道上不断前

进。三要深挖潜力，密切联系群众。

要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

想，切实畅通群众表达渠道，更好发

挥代表主体作用，有效解决群众利益

关切，使广大群众更多更公平地共享

改革发展成果。四要持续用力，加强

自身建设。要提振精气神，善牵“牛

鼻子”，用好“传家宝”，努力提升全区

人大工作整体水平。

大会在雄壮的国歌声中胜利闭幕。

出席大会闭幕式并在主席台就

座的有：市农业农村委主任张国坤，

区领导王美新、陈祥钧、沈金龙、时建

英、张恂、桑昌烈等。

为深入落实“两区一堡”战略定位、加快打造“三区”“五地”、全面建设“三个金山”而不懈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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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武云卿 林鹍鹍鹏）1
月11日上午，金山区“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主题教育总结大会在区会议中

心召开。市委第五巡回指导组组长王

国平、区委书记胡卫国出席并讲话。

王国平对我区主题教育所取得

的成效给予充分肯定。他指出，金山

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

指示精神以及中央、市委部署要求，

站在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

信”，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高度，按

照“守初心、担使命，找差距、抓落实”

的总要求，同步推进学习教育、调查

研究、检视问题、整改落实四项重点

措施，达到了“理论学习有收获、思想

政治受洗礼、干事创业敢担当、为民

服务解难题、清正廉洁作表率”的目

标，有力促进了金山经济社会发展和

党的建设。

王国平希望金山认真学习领会、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总结大会上

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上海

市“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总

结大会精神，按照“六个必须”的要求

巩固拓展主题教育成果，即必须把“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作为党的建设永恒

课题和全体党员、干部的终身课题常

抓不懈；必须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

新成果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

动；必须以正视问题的勇气和刀刃向

内的自觉，不断推进党的自我革命；必

须发扬斗争精神，勇于担当作为；必须

发展和完善党内制度，形成长效机制；

必须坚持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带头。

胡卫国在讲话中指出，要在总结

工作中重整行装再出发。主题教育

开展以来，区委始终把主题教育作为

最重要的政治任务来抓，牢牢把握主

题、主线、总要求，坚持对标看齐，抓

好组织领导；坚持深学细悟，紧抓学

习教育；坚持求真务实，抓深调查研

究；坚持从严从实，抓牢检视问题；坚

持刀刃向内，抓严整改落实；坚持上

下齐抓，抓实基层支部。

要在理论武装中坚定信念强党

性。要始终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作为行动指南和根本遵

循，坚持常学常新，温故知新，切实增

强贯彻落实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

要在持续整改中为民服务增实

效。整改落实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

时。要始终坚持问题导向、需求导

向、效果导向，毫不松懈、持之以恒地

抓好整改落实工作。

要在履职尽责中真抓实干讲担

当。要坚持“谁有本事谁来，谁有潜

力谁干，谁先成才谁先上”，敢于担

当，善于作为，让干得出色、干出成绩

的干部有舞台、有前途、有奔头。

要在常态长效中巩固成果促发

展。要结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制度

建设，巩固拓展主题教育成果，不断

汇聚干事创业的强大力量。

胡卫国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

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和市委决策部

署，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狠抓落实、

善作善成，为深入落实“两区一堡”战

略定位、加快打造“三区”“五地”、全

面建设“三个金山”而不懈奋斗。

朱泾镇党委、区发改委党组、廊

下镇山塘村党总支、石化街道紫卫居

民区党总支在会上分别作交流发言。

市委第五巡回指导组副组长赵

英，区领导刘健、杜治中、王美新等出

席会议。

胡卫国在金山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总结大会上要求

巩固拓展主题教育成果 不断汇聚干事创业强大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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