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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 17 日

1.听取政府工作报告 2.审查计划报告 3.审查预算报告

上午 9:00 省十三届人大五次会议开幕

晚上 7:40 代表团会议

1.审议政府工作报告 2.审查计划报告 3.审查预算报告

省十三届人大五次会议议案审查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
本报讯 （记者 范孝东 朱胜利 ）

1 月 16 日下午， 省十三届人大五次会
议议案审查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

会议讨论了《安徽省第十三届人民
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主席团关于代表

议案及建议、批评、意见的提出和处理
办法（草案）》，提请主席团会议通过。会
议还审议并通过了《安徽省第十三届人
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议案审查委员
会工作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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履职尽责展风采 建言献策促发展
■ 本报记者 张岳 何珂

1 月 16 日上午， 省政协十二届五次会议开幕会
后，首场“直通两会”活动如期开启。 一方红毯，四支话
筒，来自不同界别的四名省政协委员走上“委员通道”，
围绕打造“三地一区”等备受关注的热点、焦点问题，现
场回答了记者提问。

省政协委员、安徽农业大学生物质材料研
究所所长高慧———
“强化科技与人才支撑一产‘两强一增’”

过去一年里，我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农业生产喜
获丰收，农村和谐稳定，农民幸福安康，多项“三农”数
据领跑全国。省政协委员、安徽农业大学生物质材料研
究所所长高慧对“三农”颇为关注。

“我省是农业大省，要成为农业强省，实现从‘大’
到‘强’，就要推动农业现代化，这就离不开科技与人
才。”面对记者提问，高慧说，“打造农业强省，要培养一
大批知农爱农专农的新型人才，掌握现代农业技术、践
行绿色发展理念的农业从业人员。要指出的是，土地规
模过小就难以提升生产效率和效益， 建议有效盘活农
村土地经营权，利用专业合作、土地流转、土地入股等
多种形式，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加快农业现代化步伐。”

目前，我省正实施一产“两强一增”行动计划，部署
推进科技强农、机械强农，多管齐下增加农民收入。“要
加强农业与信息技术融合， 通过信息技术对传统农业
的生产、管理、服务、营销等模式进行改造和提升，大力
发展智慧农业。”高慧建议，加大一、二、三产业融合，培
育一批有影响力的农产品品牌，依托优势特色产业，打
造涵盖生产、加工、流通、科技、服务为一体的农业产业
集群，促进农业高质量发展，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省政协委员、马鞍山百助网络科技有限公
司 CEO 程磊———

“发挥龙头企业作用壮大数字经济”
“近年来我省数字经济快速发展，但总量还不够多，

提升空间巨大。 建议构建‘龙头引领+产业集聚+合作交
流+人才带动’体系，推动数字经济发展壮大。 ”程磊说。

当前，数字经济正成为重组要素资源、重塑经济结
构、改变竞争格局的关键力量。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
变革趋势下，我省已经进入了阶梯递进、厚积薄发的积势
蓄能期。“我省打造新兴产业聚集地为数字经济发展营造
了良好环境和条件。 建议加大力度引进、培育龙头企业，
带动产业链上下游聚集，完善数字经济发展生态，形成协
同创新新格局。 ”程磊表示，要加大支持力度鼓励国内外
知名企业在我省设立高端创业基地、研发中心，提高招商
引资的契合度和成功率； 进一步深化本地与外地企业的
合作伙伴关系，不断优化数字经济发展环境。

功以才成，业由才广。 在程磊看来，人才是第一资
源，要充分发挥高端人才带动作用，将已经形成的新兴
产业聚集平台和省内高校共同作为数字经济人才培养
的载体，建立重点工程、重大项目中的数字经济人才供
需互动对接机制。

“我相信，通过强化龙头企业引领，依托高端人才

攻关关键核心技术，打通企业融通发展链条，一定能形
成更强的龙头企业领跑、 中小企业紧跟的数字经济聚
集效应，为推动我省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大力量。 ”
程磊信心满怀。

省政协委员、安徽公共资源交易集团党委
书记刘先杰———
“培养技术经纪人加快成果转化应用”

“建议进一步加快科技成果转化步伐，推动科技创
新、产业升级有效互动，更好打造科技创新策源地和新
兴产业聚集地。 ”刘先杰说。

科技创新孕育着产业聚集的机遇。 合芜蚌国家自
主创新示范区经过 13 年发展，逐渐走出一条以重点区
域带动全省的创新发展之路。在刘先杰看来，省级层面
要完善符合合芜蚌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发展导向和需
求的政策体系，支持重大科技项目、创新平台建设，促
进科技成果转化。

如何打通科技成果转化“最后一公里”？“技术经纪
人发挥着至关重要的桥梁作用。 培养从科技研发到产
业转化的专业化组织人才队伍， 是推动科技成果转化
应用的重要内容。”刘先杰建议，“省级层面要加快组织
开展技术经纪人培训工作， 推出一系列鼓励技术经纪
人行业发展的政策，让更多技术成果走出实验室。 ”

“建议省级层面加大支持安徽科技大市场建设力
度，将知识产权、科技成果和技术产权交易纳入省级公
共资源交易目录。我们作为公共资源交易领域的一线单
位，将搭建好交易平台，和相关单位齐心协力，助力把科
技创新的关键变量转化为全省高质量发展的最大增

量。 ”刘先杰说。

省政协委员、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化学与材
料科学学院教授徐铜文———

“新材料产业助力‘双碳’大有可为”
在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大背景下，我省新材料产

业如何发展， 更好助力建设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
型区？省政协委员、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化学与材料科学
学院教授徐铜文有着独到的见解。

“大力发展新材料产业助力‘双碳’，大有可为。 新材
料概念广泛，工信部将其分为先进基础材料、关键战略材
料、前沿新材料、高端智能材料等。 我省强化科技强省鲜
明导向，明确要大力发展十大新兴产业，因此，优先发展
显示材料、芯片材料、人工智能材料、生物医药材料、能源
材料等，是新材料发展的必然要求。 ”徐铜文答记者问时
表示，有关部门可以根据各类新材料的发展趋势，并结合
我省实际，制定相关产业发展的具体目标任务、时间表、
路线图。 同时，建议制定碳排放控制政策，尽快建立碳汇
交易系统，促进企业开展碳减排技术攻关与工艺改造。

据了解，徐铜文承担的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碱性膜
制备及应用”项目，针对我国电解水制氢、燃料电池、液
流电池等能源核心材料“碱性离子膜”进行攻关，打破国
际封锁，有利于实现我国氢能全产业链发展和商业化。

“建议通过发布重大科研课题、设立‘揭榜挂帅’项
目、建设省级‘双碳’研究平台、开展碳减排示范项目等，
深入开展单晶硅、碳捕捉、能源新材料等关键技术攻关，
推动低碳、减碳、固碳等技术领域的科技创新，促进研究
成果转化应用，尽快发挥其价值和作用。 ”徐铜文说。

安徽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五次会议主席团和秘书长名单

2022 年 1 月 16 日安徽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五次会议预备会议通过

主席团（54 人，按姓名笔画为序排列）
丁向群（女） 丁 纯 方 正 孔晓宏 叶露中 史涤云 白金明（满族）
任泽锋 刘孝华 刘 苹（女） 刘明波（蒙古族） 许继伟 孙正东 杜延安
李玉成 李行进 杨 正（黎族） 杨 军 杨金龙 吴 斌 何 军 汪一光
汪卫东 沈素琍（女） 沈 强 宋国权 张万方 张 永 张西明 张岳峰
张祥安 张韵声 陈乾旺 金小干（回族） 周 杰 周 毅 郑栅洁 单向前
赵馨群（女） 南晓敏 徐发成 徐伟红（女） 凌 云（女） 郭 强 郭德成
陶明伦 黄晓求 黄晓武 程丽华（女） 谢广祥 虞爱华 穆可发（回族）
戴 敏（女） 魏晓明
秘书长
沈素琍（女）

安徽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五次会议主席团常务主席名单

(9 人)
2022 年 1 月 16 日安徽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五次会议主席团第一次会议通过

郑栅洁 沈素琍（女） 陶明伦 宋国权 谢广祥 刘明波 沈 强 魏晓明
白金明

安徽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
大会第五次会议议程
2022 年 1 月 16 日安徽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五次会议预备会议通过

一、听取和审议安徽省人民政府
工作报告

二、 审查安徽省 2021 年国民经
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 2022
年计划草案的报告，批准安徽省 2022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

三、 审查安徽省 2021 年预算执
行情况和 2022 年预算草案的报告 ，
批准 2022 年省级预算

四、听取和审议安徽省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
五、听取和审议安徽省高级人民

法院工作报告
六、听取和审议安徽省人民检察

院工作报告
七、选举事项
八、通过安徽省第十三届人民代

表大会部分专门委员会主任委员、副
主任委员人选

九、其他

安徽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议案
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委员名单

（12 人）

2022 年 1 月 16 日安徽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五次会议预备会议通过

主任委员：刘明波
副主任委员:何 军 吴 斌
委 员:（按姓名笔画为序排列）
韦大伟 孙大进 李行进 张万方 赵馨群（女） 郭德成 诸文军 黄晓求
蒋厚琳（女）

安徽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五次会议副秘书长名单

(8 人)
2022 年 1 月 16 日安徽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五次会议主席团第一次会议决定
白金明 潘朝晖 张祥根 史涤云 吴璀平 李必方 何 军 夏少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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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李浩 ）1 月 16 日下
午， 省政协十二届五次会议举行分组会
议， 审议省政协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和
提案工作情况报告。

委员们一致认为，过去的一年，省政
协认真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 全面落实
省委工作要求，按照“三心两进一流”工
作思路，胸怀“国之大者”，心系“皖之要
事”，扎实履行专门协商机构职能，在建
言资政和凝聚共识上双向发力， 为现代
化美好安徽建设作出了积极贡献。 回顾
过去， 十二届省政协一以贯之坚持维护
核心、坚持围绕中心、坚持凝聚人心、坚
持守正创新、坚持委员主体，走过了坚实
笃定的四年履职历程， 在不懈奋斗中开
创了省政协工作新局面。

委员们表示，2022 年是中共二十大
召开之年， 也是省第十一次党代会决策
部署全面实施的重要一年。 省政协要提
高政治站位，衷心拥护“两个确立”、忠诚
践行“两个维护”，坚持“党委有声音、政
协有响应，党委有部署、政协有跟进”，完
善“1216”协商议政格局，进一步突出统
战功能，持续加强履职创新，扩大“省委
书记来督办”等履职品牌效应，深入推动
解决市县政协“两个薄弱”问题，不断激
发政协工作生机活力。

安徽广播电视台 、中安在线 、安徽新闻网等
将直播省十三届人大五次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

本报讯 （记者 范孝东 ）1 月 18
日下午 3 时，省十三届人大五次会议
第二次全体会议将在安徽大剧院召
开。届时，安徽广播电视台公共频道、
新闻综合广播， 人民网安徽频道、新

华网安徽频道、 央广网安徽频道、中
安在线网站、 安徽网络广播电视台、
安徽新闻网等将对相关议程进行直
播，敬请关注。

·直通两会·

1 月 16 日上午，省政协十二届五次会议开幕会后，省两会新闻中心举办了首场“直通两会”活动。四名省政协
委员就“数字经济产业集聚发展”等主题接受媒体采访。 本报记者 李博 摄

1 月 16 日，出席省十三届人大五次会议的阜阳代表团代表在住地讨论准备提交大会的议案和建议。
本报记者 范柏文 摄

人大

听取政府工作报告
（会后阅读计划报告、预算报告）

上午 9:00 列席省十三届人大五次会议开幕会

下午 3:00 联组会议

围绕“发展先进制造业，加快打造具有重要影响力的新兴产业
聚集地”建言献策

讨论政府工作报告

下午 3:00 分组会议

下午 3:00 代表团会议

1.审议政府工作报告
2.审议选举办法草案
3.推选监票人
4.审议关于省十三届人大部分专门委员会主任委员、副主任
委员人选表决办法草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