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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裴庆力
报道）1月3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第十一届滨州市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在滨
州国际会展中心隆重开幕。来自滨州全
市社会各界的政协委员，将以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引领，紧
紧围绕打造五大千亿级产业集群、加快
新旧动能转化等工作，为全面建设更高
质量更高水平小康滨州积极建言献策。

本次会议应到委员351名，实到330
名，符合规定人数。

滨州市政协主席张兆宏，副主席李
维东、王方正、史东、万永格、吴国瑞、赵
建明、商玉昌、侯学锋，秘书长马福祥在
主席台前排就座。

中共滨州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
主任张光峰，市委副书记、市长崔洪刚，
市委副书记张凯在主席台就座。

上午9:00，李维东宣布大会开幕，全
体起立，会场唱响雄壮的中华人民共和

国国歌。
张兆宏受政协第十一届滨州市委员

会常务委员会委托，向大会作工作报
告。他说，刚刚过去的 2017 年，在中共
滨州市委的正确领导下，新一届市政协
及其常委会全面贯彻中共十八大、十八
届历次全会和十九大精神，紧扣市九次
党代会确定的任务目标和市政协十一
届一次会议提出的工作要求，科学谋
划，积极履职，务实创新，提升成效，为
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和民主政治建设作
出积极贡献，实现了本届市政协工作
的良好开局。坚持党的领导，坚定正
确政治方向。十一届市政协把自觉维
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
和集中统一领导，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
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作为政协
全局工作的统领。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
局，紧贴党委、政府工作重心献智出力。

(下转第二版）

市政协十一届二次会议隆重开幕
张光峰 崔洪刚 张凯出席会议

张兆宏作常委会工作报告 李维东主持会议 赵建明作提案工作报告

【社论】

为推动滨州
实现高质量发展凝心聚力
——热烈祝贺市十一届人大二次会议、市政协十

一届二次会议开幕 全文见第二版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丁春贵
报道）1月3日下午，滨州市第十一届人
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预备会议举行。

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光
峰，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秘书长王文
禄，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刘凤、王立勇、
傅成栋、吕德章在主席台就座。张光峰
主持会议并讲话。

市十一届人大二次会议应到代表
374名，出席预备会议的代表348名，符
合法定人数。

按照有关规定，预备会议选举产生
了市十一届人大二次会议主席团和秘
书长，表决通过了会议议程和议案审查
委员会名单。大会主席团由 52 人组

成，王文禄为大会秘书长。
张光峰讲话指出，市十一届人大二

次会议，是全市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
大事。这次大会的指导思想是：高举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全面贯彻党
的十九大精神，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
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
真总结 2017 年的工作，确定我市新一
年经济社会发展的任务和目标，选举
我市出席山东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
大会代表和市监察委员会主任，动员
全市人民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
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按照

“六个更加注重”发展思路，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锐意进取，真抓实干，
为全面建设更高质量更高水平小康
滨州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张光峰指出，会议听取审议的各项
报告和讨论通过的有关决议决定，都是
关系我市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事项，希
望各位代表站在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全
局的高度，集思广益，畅所欲言，充分反
映人民群众的愿望和要求，广泛凝聚各
方面的智慧和力量，把各项报告和决议
决定审议好，高标准完成会议确定的各
项任务，努力把本次会议开成一个民
主、求实、团结、奋进的大会。

又讯(记者隆卫报道)1月3日下午，

市十一届人大二次会议主席团第一次会
议召开。会议由主席团成员张光峰主
持。

会议推选张光峰、张凯、曾晓黎、王
文禄、刘凤、王立勇、傅成栋、吕德章为
市十一届人大二次会议主席团常务主
席；推选了市十一届人大二次会议每次
全体会议的执行主席；通过了市十一届
人大二次会议副秘书长名单；通过了
市十一届人大二次会议日程；通过了
市十一届人大二次会议代表提出议案
截止日期；通过了提交代表酝酿、讨论
并提请全体会议表决的滨州市第十一
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选举办法
（草案）。

市十一届人大二次会议举行预备会议
大会主席团第一次会议同日举行

滨州市
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二次会议主席团及秘书长名单
2018 年 1 月 3 日滨州市第十一届人民代

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预备会议通过

主席团（52名，按姓名笔画排序）
丁海堂 丁 锋 马玉静（回族） 王长虹 王文禄
王立勇 王树华 王晓娟（女） 王 滨
宁彩云（女，民革）皮台田 吕德章
刘 凤（女，农工党，蒙古族） 刘春华（女）
祁维华（女） 孙承志 李元忠 李守江
李国强 李 勇 李家良 李福友 步乃章
沈志强 宋振华 张士平 张光峰 张延廷
张兆宏 张 凯 张宝亮 张宪强 陈 更
郑玉梅（女） 孟晓雷 胡炳山 洪胜兵
姜银浩 姚亦华 姚和民 耿庆东
殷梅英（女） 郭建新（女，无党派） 栾兴刚
曹兴宽 崔立新（无党派） 韩 伟 韩增金
傅成栋 曾晓黎 燕钦国 魏克田
秘书长
王文禄（兼）

滨州市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二次会议议程

（2018年1月3日滨州市第十一届人
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预备会议通过）

（一）听取和审议滨州市人民政府工作
报告

（二）审议滨州市人民政府关于滨州市
2017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
与2018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的
报告

审查、批准滨州市2017年国民经济和社
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与2018年国民
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

（三）审议滨州市人民政府关于滨州市
2017年预算执行情况和2018年预算草案的
报告

审查滨州市 2017 年预算执行情况的报
告和2018年预算草案

批准滨州市 2017 年市级预算执行情况
的报告和2018年市级预算

（四）听取和审议滨州市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

（五）听取和审议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工作报告

（六）听取和审议滨州市人民检察院工
作报告

（七）选举事项
（八）其他事项

滨州市
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

议案审查委员会名单
（13名）

2018年1月3日滨州市第十一届人民
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预备会议通过

主任委员
王立勇
委 员（按姓名笔画排序）
卢跃林 朱万春 齐中军
李 峰（无党派） 郑玉梅（女）
耿庆东 袁朝晖 郭文江 常增文
崔永高 韩云勇 潘玉兰（女）

滨州市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
主席团常务主席名单

（8名）

2018年1月3日滨州市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
次会议主席团第一次会议推定

张光峰 张 凯 曾晓黎 王文禄
刘 凤（女，农工党，蒙古族） 王立勇
傅成栋 吕德章

滨州市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
副秘书长名单

（9名）

2018年1月3日滨州市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
次会议主席团第一次会议决定

刘 静（女） 张 毅 冯永田 刘国安 商建文（民建）
张佃平 马广才 王庆霞 袁海泉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丁春贵 报道)1月2日至3日，重庆市奉节县
县委副书记、县长祁美文率团来我市考察东西协作工作。市委书记、市人
大常委会主任张光峰会见了代表团一行；市委副书记、市长崔洪刚与代表
团进行座谈，就进一步加强合作交换了意见。

张光峰在会见时指出，对口支援奉节工作是党中央、国务院的战略部
署，是中央、山东省赋予我市的政治任务，滨州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对口
支援工作，按照优势互补、互惠互利、长期合作、共同发展的原则，从援助
资金项目、拓展帮扶渠道、突出智力帮扶、建设互动机制等方面做了很多
工作。奉节县克服自然环境等方面的困难，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很多
经验和做法值得滨州学习和借鉴，希望双方进一步做好对接，搭建经常
性、紧密性的交流平台，推动各项工作发展。

崔洪刚在座谈时指出，近年来，奉节县经济保持稳中求进、稳中向好
的势头，多项指标在重庆市走在前列。尤其在脱贫攻坚方面，决心大、措
施硬、效果好，取得重大阶段性成效，对滨州有很大启发。近年来，两地多
次互访，互派挂职干部锻炼，企业合作也得到进一步深化。今年滨州市将
进一步强化对口帮扶工作针对性，加大产业扶贫开发力度，加强旅游产业
合作，做好劳务输出、脱贫技能培训等文章，确保圆满完成各项帮扶任务。

祁美文对滨州市多年来的支援表示感谢。他说，滨州市委、市政府始
终心系奉节，在奉节这片土地上持续注入资金、项目、人才和智慧，极大地
促进了奉节经济发展、带动了群众增收致富。希望滨州市将奉节脐橙、油
橄榄的营销、深加工作为产业扶贫切入点，进一步加大产业扶贫力度。同
时，以智力扶持为抓手，大力开展教育、卫生、科技、文化等技术交流与合
作，增强奉节自我“造血”功能。

在滨州期间，代表团还到惠民县、邹平县部分企业考察。
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赵庆平，市委常委、秘书长张延廷，市政府秘书

长袁朝晖参加活动。

重庆市奉节县代表团
来我市考察东西协作工作

滨州市第十一届
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
主席团关于代表提出议案

截止时间的决定
2018年1月3日滨州市第十一届人民代

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主席团第一次会议通过
2018年1月3日滨州市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

会第二次会议主席团第一次会议决定，代表提出
议案的截止时间为1月5日14:00。

责任编辑 邱芹 程海莉

新华社保定1月3日电 新年伊
始，万象更新，全军上下厉兵秣马，
练兵正当时。3日上午，中央军委隆
重举行2018年开训动员大会，中共
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
席习近平向全军发布训令，号召全
军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和新时
代党的强军思想，全面加强实战化
军事训练，全面提高打赢能力。

隆冬的华北大地寒意正浓，训
练场上生机勃发、热情涌动。开训
动员大会主会场——中部战区陆军

某团靶场，7000余名官兵全副武装、
威武列队，近300台装备整齐列阵、
气势磅礴。校阅台上悬挂着“中央
军委 2018 年开训动员大会”横幅。

“按实战要求去训练，按训练去实
战，训练与实战达到一体化”“召之
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的字样
格外醒目。同时，全军设4000余个
分会场，陆军、海军、空军、火箭军、
战略支援部队、武警部队设野战化
分会场。从林海雪原到天涯海角，
从西北大漠到东南沿海，从中原腹

地到万里边关，三军将士威严伫立、
集结待命。这是中央军委首次统一
组织全军开训动员，是人民军队加
强新时代练兵备战的一次崭新亮
相。

10 时整，习近平一身戎装登上
主会场校阅台。开训动员大会开
始，官兵齐声高唱中国人民解放军
军歌，嘹亮的歌声响彻长空，响遍座
座军营。

随后，习近平向全军发布训
令。 (下转第三版）

中央军委举行
2018年开训动员大会

习近平向全军发布训令

1月3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一届滨州市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在滨州国际会展中心隆重开幕。（滨州日报 / 滨州网记者 张丹 摄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