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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州市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一次会议主席团及秘书长名单
2022年2月22日滨州市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

次会议预备会议通过

主席团（54名，按姓名笔画排序）：
丁卫卫（女） 丁 锋 于 江 马俊昀（女）
王广忠 王文禄 王方正（致公党） 王立勇 王庆霞
王体功 王 玮 艾称意 巩洪波 吕长俊 吕明涛
吕德章 朱 俊 刘 凤（女，农工党，蒙古族）
刘学俭 祁维华（女） 孙承志 李长海 李 军
李春田 杨广富（回族） 步乃章 宋永祥 张 伟
张兆宏 张红霞（女） 张 毅 陈秀香（女，民盟）
范连生 岳晓彤（女） 周 鸿 郑玉梅（女）
郑令健 郑振亮 单纪亮 屈跃宽 郝吉虎 姜银浩
袁志勇 贾善银 徐文洲 栾兴刚 高志国 高 波
曹兴宽 崔立新（无党派） 梁金光 韩 伟 傅成栋
穆 杰
秘书长：
王立勇（兼）

（上接第一版）用心服务，树牢走心
理念，出台暖心政策，提供贴心服
务，营造尊重企业家、厚待投资者、
服务纳税人的良好氛围，助力企业
做大、做强、做久。高效服务，提高
政务服务、公共服务、便民服务的效
能，擦亮“滨周到”服务品牌，不管国
资、民资、外资，无论大、中、小、微，
只要是在滨州注册、在滨州创业、在
滨州发展，都是自家人，都能在滨州

“如鱼得水、如虎添翼”！
——文化品质更好。“更好”就是

文化自信更坚定、文化含量更充盈、
文化味道更醇厚，在提升文化软实力
上更进一步。文化自信更坚定，充分
激发文化活力，让孙子文化、黄河文
化、红色文化相互交融、交往、交流，
塑造滨州发展的文化“DNA”。文化
含量更充盈，大力发展文化产业，推
进文体旅融合发展，为经济增长注入
文化含量，让滨州发展更具品质品
味。文化味道更醇厚，以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感召市民，让文化理念深入
人心、文化事业充满活力、文化服务
贴近生活，让市民在文化熏陶中焕发
出“向上向好”的精神风貌，激扬出

“尚善尚美”的良好心态。
——环境品质更美。“更美”就

是和谐美、城市美、乡村美，让“生态
之美”浸润“品质之城”。和谐美，树
牢“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

打造人城和谐、产城和谐、四季和谐
的生态城市。城市美，推进城市精
准规划、精明增长、精致建设、精细
管理、精美呈现，全面提升城市的形
象、品质、能级，让滨州更具魅力、更
有竞争力。乡村美，改善农村人居
环境，更加注重乡村历史文化、景观
美化、自然风景的协调，在“记住乡
愁”中感受“诗和远方”。

——民生品质更实。“更实”就
是让百姓生活更富裕、公共服务更
普惠、基本保障更牢实，把“民生之
盼”变为“民生之赞”。百姓生活更
富裕，实施好居民收入“四增”工程、
中等收入群体倍增计划，让老百姓
的钱袋子“鼓起来”、好日子“火起
来”。公共服务更普惠，锚定“七有”
目标，办好群众看得见、摸得着、能
感受的民生实事，让老百姓生活有
甜头、日子有奔头。基本保障更牢
实，把老弱病残孕妇幼等群体都兜
起来，“三保”水平稳居全省第一方
阵，让滨州人民生活一天更比一天
好，一起奔向共同富裕的美好未来！

——平安品质更稳。“更稳”就
是维护好发展安全、社会安定、人民
安宁，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滨州、法
治滨州。发展安全，树牢底线思维，
守牢“一排底线”，不能突破、不可逾
越，实现更为安全、更可持续的高质
量发展。社会安定，让法治成为全

社会共同信仰，让“全国法治政府建
设示范市”品牌更响，让人民群众切
实感受到公平正义就在身边。人民
安宁，用心、用情、用智、用力，做好
心理健康服务和矛盾纠纷化解，让
人民群众的获得感更加充实、幸福
感更可持续、安全感更有保障！

各位委员，同志们！
战鼓催征新航程，奋楫扬帆新

时代。人民政协要发挥自身优势，
凝聚最大共识、激发最强斗志，一起
向未来。

——同心同向凝共识。全市政
协组织和政协委员要旗帜鲜明讲政
治，自觉把党的领导贯穿到工作全
过程、各方面，始终与党想在一起、
站在一起、干在一起，确保思想上同
心、目标上同向、行动上同力。

——群策群力聚智慧。希望广
大政协委员找准自身优势与滨州发
展的契合点，建言建在需要时、议政
议在穴位上、监督监在关键处，当好
参政议政的“智囊团”、服务大局的

“好参谋”、合作共事的“好伙伴”！
——创新创优助发展。要聚焦

科技创新、产业转型、双招双引等，
多建睿智之言、多献创新之策、多出
管用之方，尤其是各位企业家委员，
更要矢志创新创业创造，努力把企
业做大做强做久，引领打造基业长
青的百年企业。

——用心用情惠民生。要把
“人民政协为人民”的理念贯穿始
终，心系“万家灯火”、情牵“柴米油
盐”，积极开展专题调研、专题协商、
专项监督，努力把委员作为书写到
群众心坎上、绽放在群众笑脸上，协
助市委、市政府把民生实事办实、好
事办好。

——合心合拍汇力量。要充分
发挥代表性强、包容性大的优势，多
做春风化雨、解疑释惑的工作，多做
理顺情绪、化解矛盾的工作，努力寻
求最大公约数、画出最大同心圆、凝
聚最大正能量，与更高水平富强滨
州建设命运与共、同频共振。

政协工作是党的全局工作的重
要组成部分，全市各级党委要毫不动
摇地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
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多为政协
解难事、办实事，多给政协交任务、出
题目，确保人民政协政治有地位、建
言有机会、出力有舞台、工作有作为！

各位委员，同志们！
踏上新征程，不负新使命！让

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扛牢使命、
奋勇争先，团结一致向前进、携手一
起向未来，奋力谱写建设更高水平
富强滨州的新篇章，以优异成绩迎
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最后，预祝大会圆满成功！

在政协第十二届滨州市委员会
第一次会议开幕会议上的讲话

滨州市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一次会议议程

2022年2月22日滨州市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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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国民经济和社

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2022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的
报告；

审查、批准滨州市2021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
的报告与20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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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预算执行情况
和2022年预算草案的报告；

审查滨州市2021年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和2022年预算草案；
批准滨州市2021年市级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和20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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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议滨州市人民代表大会议事规则(草案)；
(八)审议滨州市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关于设立

滨州市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专门委员会的决定(草案)；
(九)选举滨州市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副主

任、秘书长、委员；
(十)选举滨州市市长、副市长；
(十一)选举滨州市监察委员会主任；
(十二)选举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滨州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十三)通过滨州市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各专门委员会组成

人员的人选；
(十四)其他事项。

滨州市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一次会议计划预算审查委员会名单

（11名）
2022年2月22日滨州市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

次会议预备会议通过

主任委员：
傅成栋
委 员（按姓名笔画排序）：
于 江 王庆霞 刘方太 李秀坡 李 静（女）
徐冬青 梁中华 扈献民 韩 伟 颜世庚

滨州市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一次会议议案审查委员会名单

（11名）
2022年2月22日滨州市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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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 军 乔 铭 任卫国 刘祖庆 李宁波 李秋兰（女，民进）
初学晖 郭丰青 梁贞祥 蔡桂玲（女，无党派）

滨州市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一次会议主席团常务主席名单

（16名）
2022年2月22日滨州市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

次会议主席团第一次会议推定

宋永祥 李春田 王文禄 梁金光 周 鸿
刘 凤（女，农工党，蒙古族）王立勇 傅成栋
吕德章 贾善银 郝吉虎 王方正（致公党）张 毅
王庆霞 郑玉梅（女） 栾兴刚

滨州市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一次会议副秘书长名单

（10名）
2022年2月22日滨州市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

一次会议主席团第一次会议决定

张 毅 郭学伟 赵春良 冯永田 刘国安
李秋兰（女，民进） 马建靖 李殿祥 王 兵 张海滨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葛肇
敏 报道）2月22日下午，市政协主
席张兆宏到文化艺术界、新闻出版
界、教育界、体育界联组，与委员们
一起讨论市委书记宋永祥在市政协
十二届一次会议开幕会议上的讲
话，审议政协第十一届滨州市委员
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和提案工作
报告。

在听取8位委员发言后，张兆
宏说，宋永祥书记在开幕会议上的

讲话，站位高远、立意深刻、主题鲜
明、鼓舞人心。讲话通篇以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站位新时代前沿和全市工作全
局，在总结过去五年工作成绩的基
础上，进一步阐释了市第十次党代
会确定的实现“八个品质”提升，建
设更高水平富强滨州的内涵要求。
同时，讲话充分肯定了过去五年的
政协工作和广大委员的积极奉献，
号召全市各级政协组织和广大政协

委员“凝聚最大共识、激发最强干
劲”“团结一致向前进、携手一起向
未来”，奋力谱写建设更高水平富强
滨州的新篇章。这充分体现了市委
对全市政协事业、对各级政协组织
和广大政协委员的高度重视、关心
厚爱和大力支持。

张兆宏指出，过去五年全市政
协事业取得丰硕成果，十一届市政协
委员在“展现新气象、实现新作为”方
面作出了突出贡献。宋永祥书记的

讲话是展现“政协担当”、完成“委员
作业”、贡献“政协力量”、谱写“政协
篇章”的重要指导和遵循。各级政协
组织和广大政协委员一定要深入学
习贯彻落实好宋永祥书记的讲话精
神，踔厉奋发，担当作为，弘扬伟大建
党精神，干出新时代人民政协新样
子，共同答好“山东走在前，滨州怎么
办”的时代考卷，为助推建设更高水
平富强滨州作出应有贡献。

市政协秘书长杜建民参加讨论。

张兆宏参加政协委员小组讨论时强调

踔厉奋发 担当作为
为建设更高水平富强滨州贡献智慧和力量

阳春布德泽，万物生光辉。在全
市上下深入贯彻市第十次党代会精
神，全力以赴推动更高水平富强滨州
建设迈上新征程的关键节点，备受瞩
目的市十二届人大一次会议、市政协
十二届一次会议隆重开幕。沐浴着
春光，肩负着重托，来自各县市区各
条战线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齐聚
一堂，共商发展大计。本次“两会”的
召开，是全市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
大事，更是关系滨州未来发展大计的
一次盛事。在此，我们对“两会”的召
开致以热烈的祝贺！向代表、委员们
致以崇高的敬意！

这次“两会”是承前启后、继往开
来的大会，将回顾总结市十一届人大
一次会议、市政协十一届一次会议以
来，全市经济社会发展走过的光辉历
程和取得的显著成就，对今后五年工
作作出规划部署；同时将选举产生新
一届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

领导班子和市监委主任，以及市中级
法院院长、市检察院检察长。开好

“两会”，对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贯彻落实
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
求，进一步动员全市上下紧紧围绕市
第十次党代会描绘的美好蓝图，勠力
同心、砥砺前行，奋力开启建设更高
水平富强滨州新征程，具有重大而深
远的意义。我们相信，在中共滨州市
委的正确领导下，在与会代表、委员
的共同努力下，“两会”一定能够开成
提振信心、凝心聚力，民主团结、求实
奋进的盛会。

时间记录前进刻度，年轮写下追
梦华章。过去的五年，是滨州发展进
程中极其不易、极其不凡、极其提劲、
极其振奋、极其有感、极其自豪、极其
担当、极其难忘的五年。全市上下解
放思想、真抓实干，拼搏竞进、攻坚克
难，干出了滨州人“能行成”的自信，
干出了滨州人“战拼抢”的韧劲，实现
了区域综合实力的跃升，实现了战略
区位优势的跃升，实现了综合考核位
次的跃升，富强滨州建设蒸蒸日上、
欣欣向荣。“滨州智造”的家底越来越
厚、动力越来越足，创新已成为滨州
发展的最强引擎，民生改善更有力
度、更有温度。打造开放包容的智者

智城，打造开拓进取的富强滨州，打
造宜居宜业的品质城市，滨州正阔步
走向世界、奔向未来。“干部状态”想
干事、能干事、干成事，精诚团结、风
清气正的政治生态持续巩固，滨州大
地处处涌动着蓬勃生机、全市上下时
时激荡着澎湃活力!

刚刚过去的 2021 年是意义非
凡、极不寻常的一年。回顾这一年，
征途充满艰辛，奋斗成果显著。在市
委的坚强领导下，全市上下认真贯彻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山东工作的重
要指示要求，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
会发展，全面深化“双型”城市建设，
深入实施“83”工程，高质量发展呈现
战略性、突破性、引领性变化，实现

“十四五”良好开局。
攻坚克难显担当，团结奋进写华

章。这些成绩的取得是坚持以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指引的结果，是市委统揽全局、科学
决策的结果，是市人大、市政协依法
监督、民主监督的结果，是全市上下
齐心协力、创新实干的结果，凝结了
所有富强滨州建设者的智慧和汗
水！今后五年，是滨州大有可为的战
略机遇期、转型创新的关键攻坚期、
突破跃升的黄金期。刚刚胜利闭幕
的市第十次党代会，擘画了未来五年

全市改革发展的宏伟蓝图，确定了
“1+11868”工作体系，向全市发出了
建设更高水平富强滨州的动员令。
众力并则万钧举，人心齐则泰山移。
今年是党的二十大召开之年，是建设
更高水平富强滨州的开局之年。真
正将党代会既定的“规划图”“路线
图”变成“施工图”“实景图”，更需聚
万众之智，纳各方之策，汇集起推动
滨州高质量跨越式发展的强大合
力。我们相信，各位代表、委员一定
会不辱使命、不负众望，以高度的责
任感和使命感，深入研究探讨、广泛
汇集共识、积极建言资政，以党的建
设为统领，以创新为引领，全力提升

“八个品质”，推动富强滨州发展品质
更高、科创品质更强、开放品质更活、
服务品质更优、文化品质更好、环境
品质更美、民生品质更实、平安品质
更稳，奋力答好“山东走在前，滨州怎
么办”的时代考卷。

新蓝图前景美好，新征程催人奋
进。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
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扛牢
使命、奋勇争先，团结一致向前进、携
手一起向未来，奋力谱写建设更高水
平富强滨州的新篇章，以优异成绩迎
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预祝“两会”圆满成功！

奋力谱写建设更高水平富强滨州新篇章
——热烈祝贺市十二届人大一次会议、市政协十二届一次会议开幕

滨州市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一次会议主席团

关于代表提出议案截止时间的决定
2022年2月22日滨州市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

次会议主席团第一次会议通过

2022年2月22日滨州市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主席团第一次会议决定，代表提出议案的截止时间为2月24日
18:00。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樊
飞 报道）2月22日下午，市政协十
二届一次会议主席团常务主席范
连生到工商联界，与政协委员一起
讨论市委书记宋永祥在市政协十
二届一次会议开幕会议上的讲话，
审议市政协十一届常委会工作报
告和提案工作报告。

在听取了委员们的讨论后，范
连生指出，宋永祥书记的讲话实
事求是地总结回顾了过去五年全

市经济和社会发展取得的巨大成
就，提出的建设更高水平富强滨
州的目标，描绘了未来五年的宏
伟蓝图，提出的全力提升“八个品
质”任务具体明确。讲话体现了
市委对政协工作的高度重视和对
市政协五年来取得成绩的肯定，
并对政协工作提出了同心同向凝
共识、群策群力聚智慧、创新创优
助发展、用心用情惠民生、合心合
拍汇力量五个方面的要求，让人

备受鼓舞，倍加振奋，倍增干劲。
常委会工作报告是一个鼓舞人
心、催人奋进的好报告，报告讲
政治有高度、善创新有亮点、重
民生有情怀、工作实有成效。提
案工作报告聚焦准、善创新、质
效高。

范连生强调，工商联界别是
推进高质量发展的一支重要力
量，要广泛凝聚共识，积极建言献
策。工商联界政协委员既肩负企

业自身发展的责任，又承担着政
协委员的使命责任，在“八个品
质”提升中责无旁贷，要加快自
身发展，努力做到创新创业创
造、做大做强做久。企业是人才
引进的平台、科创的平台、项目
落地的平台，在双招双引上，要
加强依企招商、产业链招商。商
会要发挥好引领企业转型和行业
转型作用。

皮台田参加讨论。

范连生参加政协委员小组讨论时强调

企业家要在“八个品质”提升中贡献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