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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王彦雪 实习记
者 张静尧）2月 7日，中国人民政治协
商会议重庆市渝北区第十六届委员会第
二次会议在区会议中心开幕。

大会执行主席邓孝明、裴林、刘明
涛、艾道淳、李攀富、杨廷会、胡容、况
斌、张志辽、童杭军在主席台前排就座。

廖红军、黄宗林、王小渝、罗勇、张广
莉、颜其勇、于贵生、王代兵、唐密、胡建
川、杨帆等在主席台就座，祝贺大会召
开。

大会由刘明涛主持。
大会应到区政协委员 411 人，实到

区政协委员393人，符合《政协章程》规
定。

上午9时，刘明涛宣布大会开幕，全
体起立，奏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邓孝明代表区政协第十六届常委
会，向大会作工作报告。她说，2022 年
是十六届区政协开局之年。一年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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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深入学习
贯彻中共二十大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
以及对重庆所作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批示
指示精神，在中共渝北区委的坚强领导
下，按照市第六次党代会和区第十五次
党代会确定的目标任务，团结带领政协
各参加单位、广大政协委员和社会各界
人士，发挥政协作为坚持和加强党对各
项工作领导的“重要阵地”、用党的创新理论团结教育引导各
族各界代表人士的“重要平台”、在共同思想政治基础上化解
矛盾和凝聚共识的“重要渠道”作用，坚持发扬民主和增进团
结相互贯通，建言资政和凝聚共识双向发力，着力加强专门协
商机构建设，守正创新、认真履职，展现了政协奋发有为、奋勇
争先的新样子，为助推全区高质量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邓孝明说，去年以来，区政协常委会重点抓了以下工作：
一是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在筑牢共同思想政治基础上勇担政
协责任，团结引导各党派团体、各族各界人士深刻领悟“两
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

做到“两个维护”；二是坚持实事求是勇于实践，在构建协商
议政新格局中彰显政协作为，以改革创新精神推进协商民主
制度化规范化建设，努力使专门协商机构“专”出特色、“专”
出质量、“专”出水平，使之与新时代人民政协的使命更相适
应；三是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在提升建言资政质效中展
现政协担当，牢固树立政协发挥作用靠“说得对”的理念，紧
扣凝智聚力搭好“舞台”，不断提高建言“靶向性”、增强资政

“含金量”；四是坚持高举团结民主旗帜，在更好凝聚共识中
汇集政协力量，认真落实政协统战责任，不断提高从“说得
对”到“说得入脑入心”的工作本领，广泛凝聚人心、汇聚合

力；五是坚持实事求是履职为民，在做深做实经常性工作中
发出政协强音，把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促进民生改
善作为工作重要着力点，努力提升政协经常性工作质量；六
是坚持固本强基提升本领，在加强自身建设中展示政协风
采，把提升能力素质作为服务政协履职的重要抓手，着力加
强机关效能，推进“两支队伍”建设，强化担当作为，以新气
象干出新时代人民政协新样子。

邓孝明说，2023年是深入贯彻落实中共二十大精神的开
局之年。区政协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为指引，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中共二十大精神，认真贯彻落实

市第六次党代会、市委六届二次全会、区
第十五次党代会、区委十五届四次全会精
神，发挥人民政协作为专门协商机构作
用，深入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围绕中心
服务大局，履职尽责担当作为，凝心聚力
砥砺奋进，为推动中共二十大精神在渝北
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为全力谱写渝北全
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崭新篇章贡献政
协智慧力量。2023年，区政协将把牢政治
方向，坚定维护核心；建好协商平台，倾力
服务中心；坚持团结民主，共筑政治同心；
加强自身建设，提振干事信心，在中共渝
北区委的坚强领导下，坚定信心、同心同
德，踔厉奋发、勇毅前行，为在新时代新征
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重庆中开
辟渝北发展新境界，作出政协新的更大贡
献。

受区政协第十六届常委会委托，裴林
作提案工作情况报告。他说，区政协十
六届一次会议以来，全体政协委员、政协
各参加单位和各专门委员会，以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在中共渝北区委坚强领导下，积极运用
提案建言资政、凝聚共识，聚焦经济社会
高质量发展和民生改善建言献策，共提
交提案 842 件。经审查，立案 464 件，并
案后交办430件，其中，委员提案237件，
集体提案 193 件，目前全部办结，实现协
商率、办结率、满意率三个 100%。一大
批提案意见建议转化为促进政府科学民

主决策、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社会治理水平提升的政策措施
和惠民成果。

在大会发言环节，区政协各专委会、界别、民主党派推荐
的6名委员代表作了大会发言。

全体在家的区委、区人大常委会、区政府领导，十五届区
政协主席、副主席，区法院、区检察院和两江新区党工委领导，
以及部分政协离退休老同志应邀出席大会。

区委办公室、区政府办公室主要负责人，班子成员中没有
十六届区政协委员的区级部门、区属国有公司和重大项目指
挥部、驻区市直单位及有关学校负责人应邀列席大会。

为全力谱写渝北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崭新篇章贡献政协智慧力量

区政协十六届二次会议开幕
廖红军黄宗林到会祝贺 邓孝明作常委会工作报告

裴林作提案工作情况报告 刘明涛主持

本报讯（记者 柯雨）2 月 7 日，渝北区第
十九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召开各代表
团中共党员负责人暨第一召集人会议。

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黄宗林出席会议并讲
话。区委副书记王小渝主持会议，区委常委、
组织部部长胡建川，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张问
伦、郭里、刘章权、任晓曼、刘荐华出席会议。

会上，胡建川宣读了区委关于成立大会临
时党组织的通知。

黄宗林指出，区十九届人大三次会议是在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重庆的关键时
刻，我区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时间特殊，意

义重大，社会广泛关注、各界寄予厚望。组织
好、带领好、团结好广大代表，按照大会安排
落实好各项要求，是党员领导干部和召集人
的政治任务。要统一思想、凝聚共识，明确责
任、严明纪律，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严谨细
致的工作作风，充分发挥党的组织优势和党
员负责人的先锋模范作用，团结引领全体人
大代表依法履职尽责，依法行使民主权利，凝
心聚力开好此次大会，扎实推进中国式现代
化渝北新实践，奋力在新时代新征程全面建
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重庆中开辟渝北发展新
境界。

黄宗林强调，各代表团要充分认识本次大
会的重要意义，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贯
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和市委六届二次全会精神
以及区委的要求上来。各召集人要加强引
导，认真组织代表履行各项职责，助力代表提
出高质量的议案、建议和意见，抓好重点民生
实事的票决，切实当好人民群众的代言人。
同时，要严格遵守中央八项规定和大会各项
纪律，自觉服从大会的统一安排，营造良好会
风会纪，确保会议圆满成功。

各代表团党员负责人、第一召集人参加会
议。

区第十九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召开
各代表团中共党员负责人暨第一召集人会议

本报讯（记者 万桃利 官粳人）备受全区人民
关注的区十九届人大三次会议将于2月 8日开幕。
2月 7日下午，参会的人大代表们怀揣着沉甸甸的
民意，带着谋划发展的拳拳之心，满腔热忱赴会报
到。在接下来的几天里，他们将积极建言献策，传
递“民声”，努力为渝北高质量发展建言献策。

下午1点，在重庆悦来温德姆酒店、重庆维景国
际大酒店，前来报到的人大代表们在工作人员的指
引下，有条不紊地签到、登记、领取材料。报到流程
迅捷简便、井然有序。

办理完报到手续后，代表们开始阅读会议资
料、整理调研材料，为听取和审议会议的各项议程、
积极建言献策做好准备。大家讨论着今年的热点
话题和自己关注的问题与议题。优化营商环境、加
强未成年人教育、助推乡村旅游发展、提升城市生
活环境……这些关乎渝北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
高频词成为代表们关注的焦点。

代表们精神饱满、意气风发，大家纷纷表示，将
以高度的使命感、责任感开好此次大会，依法履行
人民赋予的职责，把更多基层声音和百姓热盼传递
到人代会上，为在新时代新征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新重庆中开辟渝北发展新境界而努力奋斗。

共赴盛会谋发展，履职尽责献良策。承载着社会各界的期
盼，肩负着全区人民的重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重庆市渝
北区第十六届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于昨日隆重开幕。这是深入
学习贯彻中共二十大精神、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重庆
的关键时刻，我区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来自社会各界、各条
战线的区政协委员满怀激情、齐聚一堂，聚焦开启新征程、开
辟新境界建真言、献良策、出实招。我们向大会的召开表示热
烈祝贺，向全体政协委员致以崇高的敬意和亲切的问候！

力量源于团结，奋斗创造奇迹。2022 年，是极不平凡的一
年，我们经历了一场场惊心动魄的风险挑战，有乌云密布、阴
雨绵绵，也有云开雾散、风和日丽。面对错综复杂的发展形
势、繁重艰巨的发展任务，全区上下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迎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
大为主线，全面落实市委、市政府决策要求，按照区委安排部
署，高效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统筹发展和安全，坚
定信心，攻坚克难，推动全区各项事业取得新成效、迈上新台
阶，高质量发展的支撑力、持续力进一步增强，人民群众的获
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持续提升。征途充满艰辛，奋斗果实累
累。

聚众智之光以成其明，集众才之能以成其兴。过去一年
来，区政协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在
中共渝北区委的坚强领导下，团结带领政协各参加单位、广大
政协委员和社会各界人士，发挥政协作为坚持和加强党对各
项工作领导的“重要阵地”、用党的创新理论团结教育引导各
族各界代表人士的“重要平台”、在共同思想政治基础上化解
矛盾和凝聚共识的“重要渠道”作用，政治协商聚焦大事，调研
视察紧盯难事，参政议政关注实事，凝聚共识同心干事，在建
言资政和凝聚共识上双向发力，为助推全区高质量发展汇聚
了拳拳合力、作出了积极贡献。

2023 年，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开局之年，是
推动现代化新重庆建设的起步之年。奋楫扬帆笃行不怠，踔厉奋发踵事增华。政协委员代
表群众参政议政、履行职责，这是荣誉，更是责任。广大政协委员要聚焦学习贯彻中共二
十大精神，以“两个维护”增进“同心向党”的政治共识、增强协商民主的制度自信、增强开
创渝北发展新境界的精神主动，找到最大公约数、画出最大同心圆。要围绕中心奏好“协
奏曲”、服务大局唱好“大合唱”，坚持谋划工作在大局下思考，研究问题在大局下着眼，推
动工作在大局下行动，检验工作用服务大局的实际成效来衡量，努力书写好充满荣光的

“委员作业”。要聚焦“爱政协、爱身份、会成长”，在建言资政上下功夫，在凝聚共识上善作
为，以模范行动展现新时代政协委员的“新样子”。

“齐众心、汇众力、聚众智。”期待广大政协委员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饱满的参政议政
热情，围绕全区重点工作，直面群众关注热点，多献睿智之策、多鼓实干之劲、多谋惠民之
事，为在新时代新征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重庆中开辟渝北发展新境界汇聚智慧和
力量。

预祝大会圆满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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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 7 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重庆市渝北区第十六届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在区会议中心开幕
本组图片由本报记者 胡瑾 摄

区政协主席邓孝明代表区政协第十六届常委
会作工作报告

携民意有备而来 献良策共话发展

区人大代表陆续报到

备受全区人民关注的区十九届人大三次会议即将召开，2月7日下午，参会的人大代表们陆续报到
本报记者 朱云卿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