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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咸宁市第五届
委员会第五次会议提案审查情况的报告
（2021年1月12日市政协五届五次会议通过）

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咸宁市第五届委员会第五次会议
期间，市政协委员、政协各参加单位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
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围绕咸宁高质量发展，积极建言献策。

截至2021年1月12日10时，会议共收到提案122件，其中集
体提案10件，涉及经济建设方面的43件，政治建设方面的4件，
文化建设方面的10件，社会建设方面的48件，生态文明建设方面
的17件。

会议闭幕后，市政协提案委员会将对收到的提案进行审查立
案。立案的提案，市政协办公室将会同市委办公室、市政府办公
室联合交办；通过开展督办和评议等活动，促进办理落实。未予
立案的提案，将作为意见建议转有关部门参考。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咸宁市第五届委员会
第五次会议关于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
（2021年1月12日市政协五届五次会议通过）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咸宁市第五届委员会第五次会议，批
准曾国平同志代表市五届政协常务委员会所作的工作报告。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咸宁市第五
届委员会第五次会议，于2021年1月11
日至12日在温泉举行。中共咸宁市委书
记孟祥伟，市委副书记、市长王远鹤，市委
副书记张士军等领导同志出席会议，听取
大会发言，参加联组讨论，与委员们共商
咸宁高质量发展大计。各界委员以高度
的政治责任感和使命感，围绕“十四五”规
划制定实施和2021年各项工作，积极
议政建言，广泛凝聚共识。

会议认真学习了孟祥伟同志在开
幕会上的讲话。一致认为，讲话充分肯
定了市政协过去一年的工作，对新一年
政协工作提出了明确要求，对全体政协
委员寄予了殷切希望。全市各级政协
组织和广大委员要进一步强化责任担
当，为咸宁开启新征程、谱写新篇章贡
献更多智慧、凝聚更大力量。

会议充分肯定我市“十三五”发展
成就和过去一年的工作。会议认为，经

过五年的努力，我市综合实力迈上新台
阶，攻坚克难实现新突破，转型升级取
得新成效，城乡品质得到新提升，民生
事业开创新局面，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胜
利在望，为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
化新征程奠定了坚实基础。会议认为，
过去一年，全市上下团结一心，奋力打
好战疫、战洪、战贫三场硬仗，统筹推进
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扎实做好

“六稳”“六保”工作，在大战大考中交出
了一份英雄答卷。会议赞同《咸宁市

“十四五”规划和二0三五年远景目标
纲要》，赞同王远鹤市长所作的政府工
作报告，赞同市中级人民法院工作报
告、市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及其他有关
报告，对市政府一年来的工作给予高度
评价，对完成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
2021年目标任务、实现“十四五”规划
和二0三五年远景目标充满信心。

会议认为，过去的一年，市政协深入

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全面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决策部
署、省委工作要求和市委工作安排，加强
专门协商机构建设，认真履行各项职能，
建言资政受到高度重视，凝聚共识取得积
极成果，政协自身建设迈出了新步伐，为
我市夺取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
发展双胜利、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作出
了积极贡献。会议批准曾国平主席所作
的常委会工作报告和徐仕新副主席所作
的提案工作情况的报告。

会议指出，2021年是“十四五”开
局之年，是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
化国家新征程的第一年，也是中国共产
党成立100周年。全市各级政协组织、
政协各参加单位和广大委员要以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全面贯彻落实中共十九大、十九届
五中全会和省委十一届八次全会、市委
五届九次全会精神，增强“四个意识”，

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立
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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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专门协商
机构作用，紧扣推动高质量发展、创造
高品质生活、促进高效能治理，围绕加
快建设特色产业增长极、转型发展示范
区、自然生态公园城市履职尽责、凝心
聚力，为咸宁“十四五”开好局、起好步
做出应有贡献，以优异成绩庆祝中国共
产党建党100周年。

会议号召，全市各级政协组织、政
协各参加单位和各界委员，要更加紧密
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
中央周围，在中共咸宁市委坚强领导
下，发扬为民服务孺子牛、创新发展拓
荒牛、艰苦奋斗老黄牛精神，同心同德、
锐意进取、积极履职，为开启全面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征程、谱写新时代咸
宁高质量发展新篇章而努力奋斗！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咸宁市
第五届委员会第五次会议政治决议

（2021年1月12日市政协五届五次会议通过）

各位委员、同志们：
在中共咸宁市委的坚强领导下，经

过与会同志的共同努力，中国人民政治
协商会议咸宁市第五届委员会第五次
会议，圆满完成了各项议程，就要胜利
闭幕了。

这次会议，是在全市上下深入学习
贯彻中共十九届五中全会，以及省委十
一届八次全会、市委五届九次全会精
神，奋力开启咸宁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
代化新征程的新形势下召开的。市委
书记孟祥伟同志在开幕会上作了重要
讲话，对全市政协工作提出明确要求。
市委、市政府领导同志听取大会发言，
参加联组讨论，与委员们共商咸宁高质
量发展大计。各位委员围绕全市经济
社会发展中的重大问题，深入协商讨
论，积极建言资政，充分发挥了专门协
商机构作用。会议开得团结热烈、务实
高效，是一次发扬民主、凝心聚力、提神
鼓劲的大会！

此次会议补选了市五届政协副主
席和秘书长。由于年龄原因，尤晋同
志、冯春同志不再担任市政协副主席
职务。两位同志在政协岗位上兢兢业
业、认真履职尽责，为全市经济社会发
展和人民政协事业作出了积极贡献。
在此，我谨代表政协咸宁市第五届委
员会，向他们表示崇高的敬意和衷心
的感谢！

人心是最大的政治，共识是奋进的
动力。面对严峻复杂形势和各种矛盾
风险挑战，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两件大
事，广泛凝聚各方面的共识尤为重要。
广大政协委员要坚守为国履职、为民尽

责的情怀，共同把凝聚共识这篇大文章
做好，为推动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
生活、实现高效能治理，更好聚人心、添
助力、增合力，以优异成绩向中国共产
党成立100周年献礼！

第一，要加强学习明共识。当前，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走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道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已
成为各族人民的广泛政治共识。各党
派团体和社会各界人士必须不断深化
这个共识，打牢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政
治基础。各位委员要把学习贯彻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
首要政治任务，切实在学懂弄通做实上
下功夫，坚持以科学理论武装头脑、指
导实践、推动工作，不断提高政治判断
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增强“四
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
维护”。要当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的参与者、实践者、推动者，认真学习时
事政策，学习中国共产党史、新中国史
和统一战线历史、人民政协历史，充分
认识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制度的巨大优势，把握好新时期人
民政协的性质定位和特点规律，自觉投
身凝心聚力、决策咨询、协商民主、国家
治理第一线的具体实践。要积极参加
委员学习培训和读书活动，自觉把学习
作为政治责任、精神追求和生活方式，
多读书、读好书、善读书，充分利用学习
强国等平台加强学习，增强当好专门协
商机构成员的基本功。

第二，要双向发力聚共识。汪洋主
席指出，要坚持建言资政和凝聚共识双
向发力，把思想政治引领落实到政协履

职的各方面和全过程。面对新方位新
使命新要求，各位委员要树立正确履职
观，深刻认识到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
政议政是职能也是手段，凝聚共识是方
向也是目的；建言资政是履职成果，凝
聚共识也是履职成果，甚至是更重要的
履职成果。在开展工作中既要坚持问
题导向，也要重视目标和效果导向。要
在履职实践中促进自我教育、自我提
高，通过调研视察了解真情况、感悟新
成就，通过协商互动加深对国情省情市
情的认知，通过民主监督深化对党委政
府决策部署的认同，通过参与统筹疫情
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六大”等活动增
强主人翁意识。要培养专业协商能力，
做到相互尊重、平等协商而不强加于
人，遵循规则、有序协商而不各说各话，
体谅包容、真诚协商而不偏激偏执，推
动矛盾在协商中化解、分歧在讨论中趋
同、共识在交流中增进。

第三，要面向社会增共识。人民政
协不仅要增进内部共识，还要面向社
会广泛传播共识，努力把党的主张转
化为社会各界的共识，把各方面的智
慧和力量汇聚成助推发展的动力，把
政协制度优势转化为国家治理的效
能。各位委员要充分发挥在界别群众
中的代表作用，积极联系服务界别群
众，当好党的政策宣传者、群众利益维
护者、社会和谐促进者，在倾听民声上
下功夫，在化解民忧上求实效，在奉献
社会上作表率。要充分发挥在服务发
展中的重要作用，讲好咸宁发展故事，
积极宣讲“建设特色产业增长极、转型
发展示范区、自然生态公园城市”的目

标定位，为“十四五”开好局、起好步有
效献计出力，引导各界群众把思想和
行动统一到市委、市政府决策部署上
来。要充分发挥在基层协商中的示范
作用，积极参与“协商在一线”、“小微
协商”、现场协商等协商活动，善于用
协商的办法解决群众最关心的问题，
不断使协商的理念融入社会生活各个
方面，助推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让群
众发自内心说共产党好、说社会主义
好、说总书记好。

第四，要团结联谊促共识。习近平
总书记强调，人心向背、力量对比是决
定党和人民事业成败的关键，是最大的
政治。人民政协处于团结合作、凝心聚
力的第一线，做好团结联谊工作是广大
政协委员的重要使命。各位委员要当
好桥梁纽带，广交深交朋友，多交挚友
诤友，把更多的人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周
围，形成海内外中华儿女心往一处想、
劲往一处使的强大合力。要锤炼个人
品行，以情感人、以理服人、以量容人、
以诚助人，坚持自省自律，发扬勤勉作
风，把各项工作往“深实严细久”里做，
不断增强工作的感染力、感召力、感化
力。要坚持求同化异，增进一致而不强
求一律、尊重差异而不扩大分歧、包容
多样而不弱化主导，不断巩固已有共
识，凝聚新的共识。

各位委员、同志们，上下同欲者胜，
风雨同舟者兴。让我们紧密团结在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在
中共咸宁市委领导下，同心同德，奋发
进取，为谱写新时代咸宁高质量发展新
篇章努力奋斗！

在市政协五届五次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
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 曾国平

（2021年1月12日）

孙新淼同志简介
孙新淼，男，汉族，1964年7月出

生，湖北嘉鱼人，1987年 7月参加工
作，1986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央
党校大学学历，现任市政协党组成员，
市委常务副秘书长、二级巡视员。

该同志的主要经历：
1985.09—1987.07 咸宁教育学

院（咸宁师专师范班）英语专业大专学
习

1987.07—1990.02 咸宁教育学
院留校任专职专干兼英语教师

1990.02—1991.11 咸宁地直机
关团工委工作

1991.11—1994.01 咸宁地直机
关 团 委 副 书 记 （ 其 间 ：
1993.09-1993.11咸宁地委党校中青
班培训）

1994.01—1995.06 咸宁地直机
关团委书记（其间：1994.01-1994.12
下派咸宁地区石油化工公司副总经
理）

1995.06—1996.12 咸宁地委办公
室工作

1996.12—2000.03 咸宁市（地）
委 办 公 室 信 息 科 科 长
（1995.08-1997.12在中央党校函授学
院经济管理专业在职大学学习）

2000.03—2004.08 咸宁市委办
公室助理调研员、信息科科长（其间：
2003.09-2003.12咸宁市委党校县级
班培训）

2004.08—2006.09 咸宁市委副
秘书长（其间：2005.11-2006.06湖北
省第5期青年干部赴美培训班培训）

2006.09—2008.02 咸宁市委副
秘书长、市创建省级文明城市指挥部
办公室主任

2008.02—2009.04 咸宁市委副
秘书长、市行政服务中心管理办公室
主任（正县）

2009.04—2010.01 咸宁市委副
秘书长、市行政服务中心管理办公室
主任、市招投标管理办公室主任

2010.01—2013.04 咸宁市住房
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党委副书记，市城
市管理执法局局长、党组书记

2013.04—2016.03 咸宁市住房
和城乡建设委员会主任、党委书记

2016.03—2019.02 咸宁市住房
和城乡建设委员会主任、党组书记

2019.02—2019.07 咸宁市住房
和城乡建设局局长、党组书记

2019.07—2020.05 咸宁市委常
务副秘书长

2020.05—2020.09 咸宁市委常
务副秘书长、一级调研员

2020.09—2021.01 咸宁市委常
务副秘书长、二级巡视员

2021.01 咸宁市政协副主席、
党组成员，市委常务副秘书长、二级巡
视员

五届市委委员

胡春雷同志简介
胡春雷，男，汉族，1968年 3月出

生，湖北咸宁人，1988年8月参加工作，
1991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省委党校
研究生学历，现任咸宁市政协党组成
员，嘉鱼县委书记、一级调研员。

该同志的主要经历：
1986.09—1988.06 荆州师专政治

教育专业大专学习
1988.08—1991.07 咸宁市委（县

级）党校教师
1991.07—1994.07 咸宁市委（县

级）组织部工作，历任调研科副科长、组
织科副科长

1994.07—1995.03 咸宁市委（县
级）组织部副科级组织员

1995.03—1997.03 咸宁地委组织
部组织科副科级干部、副科级组织员
（其间：1993.09-1996.07湖北省委党校
经济管理专业大学学习）

1997.03—1999.11 咸宁地委组织
部 组 织 科 副 科 长 （ 其 间 ：
1999.02-1999.10借调湖北省委组织部
组织处工作）

1999.11—2003.04 咸宁市委组织
部组织员办公室主任

2003.04—2004.08 咸宁市委组织部
综合干部科科长（其间：2004.03-2004.06
市委党校中青班培训）

2004.08—2009.05 咸 宁 市 委 组
织部副县级组织员、综合干部科科
长

2009.05—2011.10 通 山 县 委 常
委 、组 织 部 长 、统 战 部 长（其 间 ：
2006.09-2009.07湖北省委党校法学专
业研究生学习；2009.08-2009.08中央
民族干部学院全国民族工作干部培训
班培训）

2011.10—2011.11 咸 安 区 委 常
委、区政府党组副书记、区行政学校校
长

2011.11—2013.04 咸 安 区 委 常
委、区政府副区长、党组副书记、区行政
学校校长

2013.04—2013.11 咸宁市委组织
部副部长

2013.11—2016.07 咸宁市委组织
部副部长，市委党建工作领导小组办公
室主任（正县）

2016.07—2016.08 嘉鱼县委副书
记、县政府县长

2016.08—2018.12 嘉鱼县委副书
记、县政府县长、党组书记

2018.12—2019.01 嘉 鱼 县 委 书
记，县政府县长、党组书记

2019.01—2020.07 嘉鱼县委书记
2020.07—2020.12 嘉 鱼 县 委 书

记、一级调研员
2020.12— 2021.01 咸宁市政协党

组成员，嘉鱼县委书记、一级调研员
2021.01 咸宁市政协副主席、

党组成员，嘉鱼县委书记、一级调研员
五届市委委员

陈建华同志简介
陈建华，男，汉族，1964年9

月出生，湖北通山人，1984年8
月参加工作，1991年12月加入
中国共产党，在职大学学历，高
级会计师，现任市政协党组成
员、机关党组书记、市政协办公
室主任、一级调研员。

该同志的主要经历：
1982.09—1984.07 咸宁地

区财贸学校商业会计专业中专
学习

1984.08—1990.05 咸 宁
地区五金公司会计、内部银行副
行长（其间：1984.09-1987.12
在中南财经大学商业经济管理
专业在职大专学习）

1990.05—1993.04 咸 宁
地区糖酒副食品公司工作

1993.04—1996.08 咸宁地
区糖酒副食品公司副总经理（其
间：1992年考获会计师职称，
1993年考获注册会计师资格）

1996.08—2000.06 咸 宁
市（地区）糖酒副食品公司总经
理（其间：1997.10-1997.12 市
委党校中青班培训）

2000.06—2002.01 咸 宁
市贸易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其
间：2001.09-2001.12市委党校
县级干部班培训）

2002.01—2004.08 咸 宁

市贸易行业协会党组成员、副主
任（其间：2004.03-2004.06 市
委 党 校 县 级 干 部 班 培 训 ，
2000.09-2003.07 在中央广播
电视大学会计学专业在职大
学学习，2003 年获高级会计
师职称）

2004.08—2013.03 咸 宁
市商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
2006年被聘为市政府第二届咨
询委员

2013.03—2017.02 咸 宁
市粮食局局长、党组书记（其间：
2014.11-2015.01 省行政学院
县级班培训）

2017.02—2018.12 咸 宁
市政府副秘书长、市政府办公室
党组成员（正县）

2018.12—2020.05 咸 宁
市政府副秘书长、市政府办公室
党组副书记（正县）

2020.05—2020.08 咸 宁
市政府副秘书长、市政府办公室
党组副书记、一级调研员

2020.08— 2021.01 咸宁
市政协党组成员、机关党组书
记、市政协办公室主任、一级调
研员

2021.01 咸宁市政协秘书
长、党组成员、机关党组书记、市
政协办公室主任、一级调研员

本报讯 记者钟合报道：1月11日下
午，市委常委朱庆刚、白新民、梁细林、杨
良锋、徐小兵等市领导，分别参加政协联
组讨论，他们提出，要广泛凝聚共识，强
化责任担当，聚焦中心工作，服务发展大
局。

市领导认为，刚刚过去的2020年，是
极不平凡的一年。全市各级政协组织紧
跟市委工作部署，认真履行各项职能，为
我市夺取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
发展双胜利、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作出
了积极贡献。

市领导认为，2021年是“十四五”开局
之年，是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
家新征程的第一年。各级政协组织和广
大政协委员要继续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
用，紧扣推动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
活、促进高效能治理，围绕加快建设特色
产业增长极、转型发展示范区、自然生态
公园城市履职尽责、凝心聚力，为咸宁“十
四五”开好局、起好步做出应有贡献。

市领导提出，人民政协为人民,政协
组织和广大政协委员在改善民生方面大
有可为。要围绕群众关心的热点难点问
题，深入基层调研协商，提出针对性建
议。大力提倡政协委员履职在一线、专题
调研协商在一线、提案办理协商在一线，
帮助解决基层群众的操心事烦心事揪心
事，把党的好政策落实到千家万户，进一
步夯实党的执政基础。

市领导提出，咸宁的发展要继续大力
优化营商环境，政协组织和广大政协委员
责无旁贷。要立足本职岗位，积极建言资
政，助力优化营商环境。科技界人士要发
挥专业优势、专业特长，积极为市委市政
府建言献策，特别是在引进高新技术、高
科技企业方面发挥专业优势。

市领导希望，进一步推进政协自身建
设。加强思想政治引领，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
落实中共中央决策部署。进一步创新提
案办理机制，努力把政协委员的政治智
慧、合理化建议转变为党委政府的决策和
工作安排。加强委员管理，加强制度建
设，进一步发挥委员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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