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担当新使命 开启新征程
——热烈祝贺市五届人大一次会议开幕

社论
承载着300万咸宁人民的热切期待，肩

负着继往开来的光荣使命，市五届人大一
次会议今天隆重开幕。这是在深入推进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咸宁实施，着力打造
“香城泉都”，建设中国中部“绿心”和国际
生态城市的新形势下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
的会议，我们对大会的召开表示热烈祝贺！

过去的五年，在省委、省政府和市委的

坚强领导下，全市上下以习近平总书记系
列重要讲话为指引，牢固树立五大发展新
理念，积极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紧紧围绕
实现绿色崛起、建设鄂南强市、打造香城泉
都、构建中三角枢纽城市省级咸宁战略，解
放思想、主动作为、攻坚克难、砥砺奋进，圆
满完成了预定的目标任务，经济实力大跨
越, 城乡面貌大变化，发展质效大提升，引
擎动能大增强，生态质量大提高，民生福祉
大改善，书写了无愧于时代的辉煌篇章。

市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以来，市人大常
委会深入贯彻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自觉服

从服务于全市工作大局，依法行使职权，扎
实开展工作，坚持正确政治方向、更加自觉
在市委的领导下开展人大工作；坚持依法
尽责履职、更加有力服务全市发展大局；坚
持代表主体地位、更加充分发挥人大代表
作用；坚持加强自身建设、更加有效提升常
委会履职水平, 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和民
主法治建设作出了积极贡献。

今后五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
期，是开启基本实现现代化新征程的关键期，
也是咸宁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期。面对发展
不够这个最大的实际，面对人民群众对美好
生活的新期待，面对全省各地千帆竞发的态

势，必须增强发展的紧迫感和使命感，以第一
力度抓第一要务，自我加压，负重前行，务实
担当，突出项目建设，突出新型工业化建设，
突出信息化建设，突出产业化建设，突出新型
城镇化建设，突出农业现代化建设，突出生态
文明建设，突出人民至上，用发展的成果造福
于民，以发展的实效取信于民。

市第五次党代会描绘了咸宁未来发展
的宏伟蓝图，新时期、新发展，对人大工作
提出了更高要求。新的任务、新的目标，赋
予代表们新的使命、新的担当。在重大历
史节点召开这次凝神聚力、谋划未来的大
会，让全市人民满怀信心、满怀期待。

我们相信，各位代表一定会牢记全市
人民重托，认真履行职责，把这次大会开成
一个激励斗志、振奋精神、团结奋进的大
会，凝聚起实施创新驱动、绿色崛起、建设

“五个咸宁”、开启基本实现现代化新征程
的磅礴力量和强大气场。

预祝大会圆满成功！

本报讯 记者朱哲报道：昨日下午，市
委书记丁小强来到市政协五届一次会议第
四联组，参加工商联、科协界委员联组讨论。

委员们纷纷围绕推动科技创新、促进
房地产健康发展、保护非公有制经济、发展
养老保险产业、推动全域旅游、培育文化产
业、乡村旅游助推精准扶贫等提出建议。
大家踊跃发言，丁小强认真倾听，不时记
录，并就大家提出的问题一一回应。他说，
各位委员满怀对咸宁深厚的感情，带着对

咸宁未来发展的期望，从不同角度积极建
言献策，体现了强烈的大局观和主人翁意
识。对委员提出的问题，我们将认真研究，
及时给予答复，着力解决。

丁小强指出，要充分发挥好人民政协
的制度优势和重要作用，通过政协广泛凝
聚共识，合力推动发展。要自觉在思想上
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
共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确保人民政协事业
沿着正确的政治方向前进。政协要加强自

身建设，发挥政协党组在政协工作中的核
心作用，进一步提高服务中心、服务委员的
能力，把政协机关建成“委员之家”。广大
政协委员要认真履行政治协商、民主监督、
参政议政职能，履好职、尽好责、代好言。

丁小强强调，咸宁最大的问题就是发
展不够，发展不够的核心是产业发展不
够。要进一步擦亮香城泉都名片，打造小
巧、精致、灵秀的“小精灵”城市，吸引外地
人来咸宁居住、养老、旅游和生活。要大力

培育和发展实体经济，始终把实体经济作
为产业的最重要支柱，作为城市基础性的
工作抓在手上。在十三五期间，要围绕发
展抓投资，围绕投资抓项目，围绕项目抓招
商，围绕招商优环境，通过改善咸宁投资创
业的硬环境和软环境吸引更多人来咸宁生
产生活，投资兴业。要推动科技创新，加大
技术研发投入，把人才作为创新驱动的核
心资源，培育新的发展动能。

市领导熊征宇、曾国平参加讨论。

丁小强参加政协第四联组讨论时提出

广泛凝聚共识 合力推动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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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委员、同志们：
这次咸宁市政协五届一次会

议，是在全市上下深入学习贯彻
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中央经济
工作会议、省委十届八次全会暨
全省经济工作会议、市第五次党
代会精神，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
胜阶段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这
是全市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
事。在此，我谨代表中共咸宁市
委对大会的召开表示热烈的祝
贺！向新一届市政协委员、各民
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各人民团
体和各族各界人士，致以诚挚的
问候！

过去五年，面对复杂多变的
经济形势、艰巨繁重的改革发展
任务和连续多年的严重旱涝灾
害，全市上下积极践行新发展理
念，深入贯彻落实中央、省委和市
委的决策部署，坚持稳中求进工
作总基调，积极推进“四个全面”
战略布局咸宁实施，经济总量迈
入“千亿俱乐部”，创新创业活力
充分迸发，“香城泉都”城市品牌
驰誉中外，生态环境综合指数居
全省前列，精准扶贫脱贫取得显
著成效，风清气正政治生态加快
形成，为我市与全省同步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奠定了坚实基础。这
些成绩的取得，是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和省委坚强领
导的结果，饱含着全体党员干部
的顽强拼搏，印证着全市人民的
创新创造，凝结着各级政协组织、

政协委员和社会各界的智慧和汗水。
五年来，政协咸宁市第四届委员会坚持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制度优势和特点，牢牢把握团结和民主两大主
题，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主动谋事、认真干事、努力
成事，做到了政治协商有方、民主监督有力、参政议政有
为，为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推动人民政
协事业实现了新的发展。实践证明，市政协是市委、市
政府科学决策、民主决策的重要智囊，是市委、市政府团
结各界、共襄伟业的重要桥梁，是推进“四个全面”战略
布局咸宁实施的重要力量！这次政协换届，由于年龄和
工作关系，市四届政协的部分政协委员不再留任，部分
领导同志不再担任新一届领导职务。他们在任职期间，
勤勉敬业，务实工作，为咸宁经济社会发展和民主政治
建设作出了突出贡献。在此，我代表中共咸宁市委，向
市四届政协全体委员表示衷心的感谢！向即将离开政
协工作岗位的委员和同志们致以崇高的敬意！

未来五年是咸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攻坚阶段、决
胜时期，也是开启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关键时期。市第五
次党代会提出了“一区两带三大四重五城”的工作抓手，
确立了“一个全面建成，五个全面提升”的奋斗目标，为
全市各级政协组织和政协委员履行职能、发挥作用提供
了广阔舞台。 （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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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大会会场。 记者 夏正锋 摄

本报讯 记者饶红斌报道：昨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
会议咸宁市第五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在市会议中心隆重
开幕。

大会主席团常务主席曾国平、熊登赞、吴鸣虎、郑凌、
孙基志、周辉庭、尤晋、冯春、游强进在主席台前排就座。

丁小强、王远鹤、吴晖、胡建华、胡毓军、程良胜、王济民、
何开文、张方胜、闫英姿、熊征宇、周勇、王汉桥、李逸章、
彭方全、程学娟、刘复兴、肖彬、镇方松、胡甲文、何志雄、
杨良锋、李建新、吴刚、周力、杨荣才等市领导到会祝贺并
在主席台就座。在主席台就座的还有原市老领导刘显勤、
程光亮、饶鹏、刘彦其、李旺盛、佘家驹、余泗林。

开幕式由大会主席团常务主席曾国平主持。本次会
议应到委员321名，实到302名，符合法律规定。

上午8点38分，大会开幕，全体起立，奏唱《中华人民
共和国国歌》。

丁小强代表中共咸宁市委在开幕式上致辞，对大会召
开表示热烈祝贺。他说，过去五年，政协咸宁市第四届委
员会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和特点，牢牢把握团
结和民主两大主题，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主动谋事、
认真干事、努力成事，做到了政治协商有方、民主监督有
力、参政议政有为、为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推动人民政协事业实现了新的发展。实践证明，市政协是
市委、市政府科学决策、民主决策的重要智囊，是市委、市
政府团结各界、共襄伟业的重要桥梁，是推进“四个全面”
战略布局咸宁实施的重要力量。

丁小强强调，未来五年是咸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攻
坚阶段、决胜时期，也是开启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关键时
期。市第五次党代会确立了今后五年的奋斗目标，为全市

各级政协组织和政协委员履行职能、发挥作用提供了广阔
舞台。面对历史使命和时代召唤，希望全市各级政协组
织、政协委员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民政协工

作的重要讲话精神，准确把握人民政协的性质定位和作用定
位，发挥政协优势，积极履职担当，推动我市人民政协事业不
断开创新局面、展现新风采。政协委员要团结广大干部群

众、和衷共济、务实重行、实干快上，为打造“香城泉都”、建设
中国中部“绿心”和国际生态城市，与全省同步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努力开启基本实现现代化新征程而努力奋斗。

熊登赞受政协咸宁市第四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的委
托，向大会作工作报告。报告从七个方面回顾过去五年的
工作：五年来，在中共咸宁市委正确领导下，市四届政协常
委会坚持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紧扣民主团结
两大主题，紧紧围绕全市工作大局，按照“同心同德谋发
展、同向同行促和谐”的总体思路和“主动谋事、认真干事、
努力成事”的要求，团结带领全体委员认真履行职能，为打
造“香城泉都”、建设中国中部绿心和国际生态城市，做出
了应有的贡献。

报告从五个方面对五届政协工作提出建议：在中共咸
宁市委坚强领导下，紧紧围绕“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
个全面”战略布局，认真履行职能，充分发挥政协协商民主
重要渠道和专门协商机构作用。落实新要求，努力增进政
治认同和思想认同；瞄准新目标，努力推动创新驱动、绿色
崛起；顺应新期盼，努力为增进民生福祉履职尽责；营造新
环境，努力为改革发展凝心聚力；适应新形势，努力强化政
协自身建设。

会上，周辉庭作了市四届政协常委会关于提案工作情
况的报告。大会还通报表扬了市政协四届五次会议以来
优秀提案、提案办理先进单位和个人。

参加开幕式的还有咸宁军分区、市纪律检查委员会、
市人民法院、市人民检察院主要领导同志，市四届政协领
导同志。应邀列席会议的有驻咸省第十一届政协委员、市
各民主党派、工商联、有关人民团体负责人，市直有关部门
和单位以及大专院校、驻咸有关单位负责同志。

政协咸宁市五届一次会议隆重开幕
丁小强致辞 王远鹤吴晖等到会祝贺 曾国平主持

熊登赞作政协四届常委会工作报告 周辉庭作提案工作报告

本报讯 记者饶红斌、通讯员郑奇悦
报道：昨日下午，市委副书记、代市长王远
鹤参加市政协五届一次会议第七联组讨
论，要求充分发挥政协委员优势，凝神聚
力，创新创优，推动咸宁跨越发展。

在第七联组讨论现场，委员们先后就
如何进一步加快工业经济、农业、新农村建
设，做大做强地方特色产业提出了建议和

意见。
在听取委员们发言后，王远鹤说，过

去五年，市政协在市委的领导下，政治协
商有方、民主监督有力、参政议政有为，促
进了全市经济社会健康发展。广大政协
委员围绕中心，立足本职，建言献策，凝聚
强大的发展合力，营造民主团结的正能
量，为咸宁的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重大贡

献。
王远鹤强调，未来五年，全面脱贫攻

坚、与全国全省一道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全面开启基本建成现代化的新征程是咸
宁市的总纲、总目标。市委市政府将始终
把发展作为第一要务，在科技、金融、人
才、体制机制上进一步创新；进一步发展
民生事业、“大健康”产业、保护生态环境，

实现创新发展、绿色发展、跨越发展。新
的形势，新的使命。希望各级政协组织和
广大政协委员进一步在岗位上体现荣誉、
在咸宁建设上体现责任担当，充分发挥人
才密集、联系面广、代表性强的优势，积极
参政议政，坦诚建言献策，为咸宁发展“发
光发热发力”。

市领导周勇、熊登赞参加讨论。

王远鹤参加政协第七联组讨论时提出

积极参政议政 坦诚建言献策

本报讯 记者王凡报道：昨
晚，市两会代表委员履职尽职暨换
届纪律培训会在市会议中心举行，
市委书记丁小强到会讲话。市委
副书记、代市长王远鹤主持会议，
省换届风气第七巡察组、省换届指
导组有关领导同志参加会议。

丁小强指出，各位人大代表要
清醒认识肩负的责任和使命，认真
学习贯彻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
策，认真学习中央的相关会议和文
件精神，认真学习宪法和代表法、

选举法、地方组织法、监督法等法
律，不断提高代表依法履行代表职
责的能力和水平；政协委员要增强
荣誉感、责任感和使命感，更好发
挥人民政协人才库、智囊团的作
用，参到点子上、议到关键处，为咸
宁绿色崛起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丁小强强调，对违反“九严禁”
的问题，要露头就打、一查到底、追
责到人。市委在严肃换届纪律上，
态度是最鲜明的、坚决的。各位代
表委员都要以“零容忍”的态度正

风肃纪，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换届
环境。

丁小强要求，各代表团团长
（小组召集人）、临时党支部书记要
以身作则，认真履职尽责，严格落
实会风会纪的各项纪律要求和监
督管理措施，督促本团（支部、组）
代表和换届相关人员自觉遵守换
届纪律。

与会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集
中观看警示教育片《警钟》，并签订
遵守换届纪律承诺书。

代表委员履职暨换届纪律培训会举行

营造风清气正换届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