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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综合报道 1 月 14 日，
内丘县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
三次会议圆满完成会议各项议程
后，在县文化活动中心胜利闭幕。
来自各行各业的人大代表尽心履
职，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河
北场景内丘新篇章贡献自己的智
慧和力量！

大会执行主席管志民、崔子
安、王建中、马聚林、张川、赵
东升、胡静霞、李国亮、王云杰
在主席台前排就座，王建中主持
会议。

本次大会应出席代表 196名，
实到代表 168名，符合法定人数。

闭幕会前，县十七届人大三
次会议举行第三次全体会议。根
据大会选举办法，大会依法选举
贺会轩同志为内丘县监察委员会
主任，田海涛、杨增军、张静、

曹江朝为内丘县第十七届人大常
委会委员。新当选的人员向宪法
宣誓。

10点 10分，闭幕会开始。
大会宣布了重点民生实事项

目的票决结果，依次通过了关于
政府、人大、法院、检察院等 6个
报告的决议。

县委书记管志民作总结讲话，
他说，在全体代表和与会同志的
共同努力下，内丘县十七届人民
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圆满完成
各项议程，即将胜利闭幕。这次
会议，是一次民主团结、催人奋
进的大会，是一次凝聚共识、提
振信心的大会。会议期间，各位
代表以饱满的政治热情、崇高的
使命担当，认真履职尽责，依法
行使权利，共商内丘未来发展大
计，充分彰显了新时代人民代表

胸怀大局、心系人民的真挚情怀，
也充分展现了昂扬向上、奋发进
取的精神风貌。大会始终充满着
民主求实的氛围，洋溢着团结奋
进的热情，必将激励全县广大党
员干部群众，使全县上下思想更
加统一、行动更加自觉、信心更
加饱满，凝聚起了奋力谱写中国
式现代化河北场景内丘新篇章的
强大合力。

管志民指出，刚刚过去的
2022 年，是党和国家历史上具有
里程碑意义的一年，也是内丘发
展进程中极具考验、承压奋进的
一年。面对复杂严峻的发展环境
和超出预期的风险挑战，我们紧
跟核心再出发，在“关键之年”
焕发出坚定昂扬的精神状态。我
们一锤接着一锤敲，在“攻坚之
年”展现出锐意进取的奋斗姿态。

我们义无反顾向前行，在“大战
之年”淬炼出风雨无阻的赶考心
态。26万内丘人民万众一心、众
志成城，定格成令人感动的内丘
时刻、汇聚成令人振奋的内丘力
量。

管志民对人大工作表示充分
肯定。他说，一年来，县人大及
其常委会始终聚焦中心工作、聚
情民生关切、聚力依法履职、聚
合代表力量，冲在一线、干在一
线，在服务经济发展、保障改善
民生等方面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
工作，开创了人大工作的新局面，
彰显了人大代表的新形象。

管志民强调，2023 年是全面
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开局
之年，开局关乎全局，起步决定
后程。全县各级干部和人大代表
必须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

积极担当作为的精气神为党和人
民履好职、尽好责，要有“穷尽
思路”的能力、“昼夜兼程”的
效率、“持之以恒”的劲头、
“攻坚克难”的精神、“真抓实
干”的作风、“比学赶帮超”的
激情，让愿担当、敢担当、善担
当在全县蔚然成风。

管志民最后说，蓝图既定必
须乘势而进，使命在肩更须担当
作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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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实干开创美好未来，用实
绩兑现履职承诺，奋力谱写中国
式现代化河北场景内丘新篇章！

县委、县政府、县政协的领
导、其他县级领导和大会主席团
成员在主席台就座。

大会圆满完成各项议程后，
在雄壮的国歌声中胜利闭幕。

用实干开创美好未来 用实绩兑现履职承诺 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河北场景内丘新篇章

内丘县十七届人大三次会议胜利闭幕
县委书记管志民作总结讲话 县人大常委会主任王建中主持会议

贺会轩当选为内丘县监察委员会主任

本报综合报道 1 月 13 日下
午，历时 2天的政协内丘县第十二
届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圆满完成
各项议程，在文化活动中心胜利
闭幕。

会议号召，全体政协委员要
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周围，在县委的坚强领
导下，踔厉奋发、勇毅前行，为
建设经济强县、美丽内丘，为奋
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河北场景的
内丘篇章贡献政协智慧和力量！

县政协主席马聚林，县政协
副主席王军、程力、马然宇、房
明生和秘书长付卫东在主席台前
排就座。房明生主持会议。

县领导管志民、崔子安、王
建中、张川、刘友志、董亮、贺
会轩在主席台前排就坐，

县领导王申杰、串志国、赵
艳辉、李国亮、王云杰、秦中堂、

李金健、王彦峰、刘建军、尚丽
娟、张占江在主席台就坐。

会议应出席委员 187名，实际
出席委员 154名，符合规定人数。

下午 4点 30分，闭幕会开始。
房明生主持会议。
会议宣布了大会选举结果；

通过了政协内丘县第十二届委员
会第三次会议关于常务委员会工
作报告的决议、关于十二届二次
会议以来常务委员会提案工作情
况报告的决议，政协内丘县第十
二届委员会提案委员会关于第三
次会议提案审查情况的报告，政
协内丘县第十二届委员会第三次
会议政治决议。

房明生主持会议。
会议宣布了大会选举结果；

通过了政协内丘县第十二届委员
会第三次会议关于常务委员会工
作报告的决议、关于十二届二次

会议以来常务委员会提案工作情
况报告的决议，政协内丘县第十
二届委员会提案委员会关于第三
次会议提案审查情况的报告，政
协内丘县第十二届委员会第三次
会议政治决议。

政协主席马聚林做闭幕讲话。
马聚林在讲话中指出，在县委的
正确领导下，经过大家的共同努
力，县政协十二届三次会议圆满
完成各项议程，即将胜利闭幕。
这次大会是一次高举旗帜、开拓
创新的大会，也是一次发扬民主、
凝心聚力的大会。县委书记管志
民同志在开幕会上的讲话，对政
协一年来的工作给予充分肯定，
对政协事业发展提出新的要求和
希望，政协委员倍感振奋、倍受
鼓舞。四大班子领导同志出席大
会，与委员共商全县改革发展大
计。委员们以饱满的政治热情和

强烈的责任意识，积极议政建言，
展现了履职为民的担当精神，彰
显了人民政协制度的活力与优势。

马聚林指出，广大政协委员
要全面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坚持党的领导、统一战线、协商
民主有机结合，着力提高深度协
商互动、意见充分表达、广泛凝
聚共识水平，更好地为实现新时
代新征程的目标任务汇聚智慧和
力量。要把准“方向舵”，始终牢
记人民政协是什么？政协组织干
什么？政协党组干什么？委员职
责是什么？把加强党的领导作为
根本点。要练就“协商功”，做到
善于学习、善于观察、善于表达、
善于协商，把更好凝聚共识作为
发力点。要尽好“政协责”，持续
创新和深化委员履职“三有三贴
近”活动，增加协商议政深度，
加大视察监督力度，提升建言资

政高度，推进委员履职向专业精
进、向基层延伸、向生活拓展，
把提高履职质量作为立足点。要
守牢“为民情”，坚持人民政协为
人民的理念，以实现人民对美好
生活的向往为己任，立足于岗位
职责，立足于界别群众所需，立
足于生活实际，立足于群众所盼
和组织需要，把关注服务民生作
为落脚点。

马聚林最后说，使命因担当
而光荣，履职因作为而精彩。让
我们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在县委的坚
强领导下，踔厉奋发、勇毅前行，
为建设经济强县、美丽内丘，为
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河北场景
的内丘篇章贡献政协智慧和力量！

在庄严的国歌声中，大会胜
利闭幕。

政协内丘县第十二届委员会第三次会议胜利闭幕

（上接第一版）举任免国家机关人员
56 人次；深入开展“安全生产、疫
情防控、信访稳定”监督活动，分赴
工业园区、9个乡镇，明察暗访厂矿
企业、商超门店等点位 90 多个，帮
助消除燃气、用电等安全隐患 70 余
处；围绕重点项目建设、优化营商环
境、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城市生
活垃圾分类管理等 5大领域开展了五
项联动监督，组织人大代表 300 多人
协同联动、真督实查，共检查点位
123 个、收集意见建议 61 条，排查
出问题线索 64 个，全部“三维交
办”、全程跟踪问效；组织专题会商
6 次，深入 40 余家企业走访座谈、
明察暗访，查出要素保障、政务服
务、惠企政策落实等问题 42 条，制
作督办专报 6期；先后 2次听取审议
县政府重点民生实事项目办理情况报
告，助力民生实事项目推进实施；对
照推进产业振兴、加强乡村建设、优
化公共服务、强化乡村财务管理 4个
方面 8项内容开展监督检查，围绕乡
村旅游和民宿经济发展进行调研，对
环境保护“一法一条例”贯彻实施情
况进行执法检查；先后 5 次组织 31
名任命干部进行宪法宣誓，举行 3场
27 人任前法律知识考试；聚焦 《安

全生产法》 《统计法》 《营商环境条
例》 《信访条例》等 10 余部法律法
规开展执法检查，听取了“6+1”联
动监督 7个领域法律法规执行情况的
报告；县十七届人大二次会议以来的
145 件代表建议全部办结，代表建议
办理满意率、落实率实现“双提升”。

王建中说，县人大常委会一年来
取得的成绩，得益于县委的坚强领
导、高度重视，得益于“一府一委两
院”和乡镇人大的密切配合、通力协
作，得益于全体代表、社会各界的鼎
力支持、辛勤工作。在此，我代表县
人大常委会表示衷心的感谢并致以崇
高的敬意！

王建中说，2023 年是全面贯彻
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开局之年。县
人大常委会将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
大精神，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
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深入践行全
过程人民民主，聚焦县委重大决策部
署、人民群众重要关切，依法履职，
主动作为，主要完成以下工作：一、
聚焦政治引领，以更高标准落实党委
部署；二、围绕发展大局，以更实举
措履行法定职责；三、突出主体地
位，以更优服务保障代表履职；四、
坚持固本强基，以更大力度建设“四

个机关”。
王建中最后说，新时代赋予新使

命，新征程呼唤新作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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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县委的坚强领导下，
坚定信心、同心同德，敢于担当，勇
毅前行，奋力开创新时代人大工作新
局面，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河北场景
的内丘篇章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县人民法院院长祝咏平向大会提
交了法院书面工作报告。县人民检察
院检察长尚丽娟向大会作检察院工作
报告。

会上还审议了内丘县 2022 年国
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
2023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
案的报告、内丘县 2022 年预算执行
情况和 2023 年预算草案的报告、县
人民政府关于 2022 年重点民生实事
项目完成情况和 2023 年度重点民生
实事候选项目情况的报告。表决了重
点民生实事项目票决办法和大会选举
办法。

不是县十七届人大代表的县级领
导，县政府组成部门负责人，县直和
驻县单位负责人，乡镇政府主要负责
人，出席县政协十二届三次会议的委
员列席了大会。

内丘县十七届人大三次会议开幕
（上接第一版） 政协解难事、
办实事，持续巩固“党委重
视、政府支持、政协主动、各
方配合”的政协工作新格局。
各乡镇各部门要在思想上高度
重视、政治上热情帮助、工作
上大力支持，自觉接受政协民
主监督，认真及时办理委员提
案，为政协组织和政协委员履
职创造良好条件。

马聚林向大会作政协内丘
县第十二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
工作报告，报告指出，2022
年是党和国家历史上极为重要
的一年。党的二十大胜利召
开，描绘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家的宏伟蓝图。在县
委坚强领导下，县政协党组深
入学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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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牢党的领导之基，
把加强理论武装放在首要位
置，把党的领导不折不扣落到
实处，把政协党的建设牢牢抓
在手上，把准了政协新站位。
坚持县委有号召、政协有行
动，县委有部署、政协有落
实，恪尽助力发展之责，围绕
中心工作协商议政，着眼改革

发展建言献策，紧贴民生关切
履职尽责，展现了政协新作
为。坚守履职为民之心，深化
委员履职“三有三贴近”活
动，紧盯党政决策部署开展民
主监督，关注社会热点呼应人
民群众期盼，强化了政协新担
当。凝聚团结奋进之力，广泛
凝聚共识汇聚力量，深入学习
党的二十大精神，持续完善优
化工作制度机制，彰显了政协
新活力。在县委正确领导和市
政协有力指导下，县政协坚持
党的全面领导，使政协工作有
了方向；坚持协商主责主业，
使政协组织了有力量；坚持委
员主体地位，使政协委员有了
担当；坚持政协人民属性，使
政协事业有了成效。过去的一
年，县政协紧紧围绕全县中心
工作和阶段性重点任务，坚持
建言资政和凝聚共识双向发
力，为推动我县高质量发展贡
献政协智慧和力量，各项工作
走在了全市政协系统前列。

报告强调，要紧扣全县工
作大局广泛凝聚共识，进一步
提高政治站位，坚持党的全面
领导，持续深（下转第三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