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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清宪在参加安庆代表团审议时强调

以创新开放改革的作风狠抓落实
本报讯 （记者 吴量亮）1 月 17 日

晚，省长王清宪来到省十三届人大五次
会议安庆代表团， 与代表们一起审议
《政府工作报告》。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魏晓明参加会议。

审议中，代表们一致认为，报告总结
成绩数据翔实、振奋人心，剖析问题不遮
不掩、切中要害，部署任务思路清晰、措
施有力，是一个落实中央精神、体现省委
要求、催人加快奋进的报告。在审议发言
时，代表们围绕“双招双引”、培育百亿级
企业、用好人才第一资源、发展数字经济
等方面积极建言献策。 在听取大家发言
后， 王清宪表示， 大家的意见建议思考
深、针对性强，省政府将认真研究吸纳，

充分体现在今后的政府工作中。
安庆是历史文化名城，底蕴深厚、人

杰地灵， 是联动长三角和中部地区的区
域重点城市。王清宪指出，在高质量发展
进程中，安庆要充分发挥历史人文、生态
环境、制造基础、区位交通等优势，在区
域大坐标系内找准独特位置， 以创新开
放改革的作风狠抓落实， 用开放在更大
市场空间中配置资源， 用创新去发现新
的要素组合， 用市场化改革去破除体制
机制障碍，在打造“三地一区”、建设现代
化美好安徽中展现更大作为。

王清宪强调， 实施三次产业高质量
协同发展行动计划，是省委立足当前、着
眼未来作出的重大部署， 安庆要结合实

际，把行动计划落到实处，以一产“两强
一增”行动为抓手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以
二产“提质扩量增效”行动为抓手提升制
造业核心竞争力，以三产“锻长补短”行
动为抓手培育壮大现代服务业， 尤其要
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 大力招引和培育
优质企业，持续壮大优势产业，用工业互
联网为制造业赋能。 要抓住投资这个关
键，深入开展“双招双引”，用情用力服务
项目落地，通过市场化的机制设计，激发
释放安庆籍在外人才返乡投资的动力能
量。要系统谋划发展高铁经济，科学引导
高铁站区开发建设， 促进高铁与旅游业
融合，依托皖南旅游资源，联动打造旅游
品牌，实现差异化、特色化发展。

省政协十二届五次会议举行第二次大会
8位委员作大会发言 张昌尔唐良智等出席会议

程丽华等到会听取发言
本报讯（记者 殷骁）1 月 18 日上午，

省政协十二届五次会议在安徽大剧院举
行第二次大会，8 位省政协委员作大会
发言。省政协主席张昌尔，省政协党组书
记唐良智， 省政协党组和班子成员邓向
阳、刘莉、肖超英、孙云飞、姚玉舟、夏涛、
李修松、牛立文、韩军、孙丽芳、郑宏、李
和平、郑永飞、车敦安出席大会。

省委副书记程丽华， 省委常委、副
省长张红文到会听取委员发言。

本次大会执行主席是刘莉 、 李修
松、牛立文、韩军、孙丽芳、郑宏，李修松

主持大会。
会上，王姝文委员代表九三学社安

徽省委发言，对深化我省高等职业教育
改革提出建议；郑磊委员建议大力吸引
央企总部及研发分部落户安徽；李霞委
员代表民建安徽省委，围绕做强合作园
区，打造长三角产业转移优选地建言献
策 ； 朱学文委员就统筹用好地下水资
源 ， 让皖北地区人民喝上好水发表见
解； 黄珍委员代表农工党安徽省委，就
加快推进医养结合，积极应对人口老龄
化发言 ； 龚传胜委员代表民革安徽省

委，围绕把巢湖打造成合肥最好名片提
出建议；王宇靖委员代表省政协台联界
发言，建议用活文化资源 ，讲好安徽故
事；杨增权委员围绕打造科技特派员升
级版，助力乡村全面振兴建言献策。

委员们的发言坚持问题导向，所选
问题精准、所作分析深入 、所提建议具
体，对于加强和改进有关工作 ，促进省
委、省政府科学决策有效施策提供了有
益参考， 体现了广大委员致力发展、情
系民生的真挚情怀，展现了政协协商民
主的生机与活力。

省政协召开十二届六十九次主席会议
张昌尔主持 唐良智出席

本报讯 （记者 殷骁）1 月 18 日晚，
省政协主席张昌尔主持召开省政协十
二届六十九次主席会议，审议提交省政
协十二届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
通过的有关事项和其他有关事项。 省政
协党组书记唐良智出席会议。

会议审议了政协第十二届安徽省委
员会第五次会议选举办法（草案），选举

主席、副主席、常务委员候选人名单（草
案）和总监票人、监票人名单（草案）。

会议听取了大会秘书处关于政协
第十二届安徽省委员会第五次会议情
况的综合汇报。

会议审议通过了政协第十二届安
徽省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决议（草案）、政
协第十二届安徽省委员会提案委员会

关于十二届五次会议提案审查情况的
报告（草案）。 会议决定将上述有关文件
草案提请省政协第十二届常委会第二
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省政协党组和班子成员邓向阳、刘
莉、肖超英、孙云飞、姚玉舟、夏涛、李修
松 、牛立文 、韩军 、孙丽芳 、郑宏 、李和
平、郑永飞出席会议。

张昌尔在参加池州代表团审议时强调

坚持稳中求进 发挥生态优势
努力推动各项事业迈上新台阶

本报讯 （记者 张理想）1 月 17 日
晚，省政协主席张昌尔来到他所在的省
十三届人大五次会议池州代表团，同代
表们一起审议《政府工作报告》。

会上，代表们踊跃发言，气氛热烈。
张昌尔边听边记， 不时与大家互动交
流，在代表发言结束后他说，王清宪省
长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充分贯彻党
中央精神和省第十一次党代会部署，充
分体现了“奋勇争先、真抓实干”的工作
导向，是一个高举旗帜、凝心聚力、催人
奋进的好报告，我完全赞成。

张昌尔指出，2021 年是党和国家历
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载入史册的一
年， 也是安徽发展史上不平凡的一年。
我省实现了“十四五”良好开局，交出了

一份亮丽答卷。 在省委坚强领导下，池
州主要经济指标增速持续保持全省前
列， 省级半导体产业基地品牌日益彰
显，有了过百亿产业、过百亿项目，展现
了全市上下奋勇争先的精神风貌。

张昌尔强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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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池州市
坚持稳字当头、稳中求进，以更实举措推
进“双招双引”，以更大力度实施产业强市
战略，以“进”的姿态开启跨越发展新征
程。要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在一产上
重点发展农产品加工， 在二产上重点打
造高新技术产业“生态圈”，在三产上着力
增加高品质产品和服务供给， 将绿色生
态资源禀赋转化为高质量发展“天赋”。

张昌尔强调，做好今年工作 ，是一
场大考严考。 中央及省委、省政府提出
了一系列新部署新要求，要以一流的精
神状态和工作标准真抓实干 、 攻坚克
难。要大力巩固和拓展党史学习教育成
果， 把党的领导这一最大优势发挥好，
建强基层党组织，动员广大党员干部积
极投身长三角中心区现代化城市建设。
要大力优化稳定公平透明的营商环境，
用精准优质高效的服务提振企业信心、
激发发展活力、增强市场预期。 要大力
践行“三严三实”要求，大兴学习之风、
调研之风、落实之风，以实绩实效确保
各项工作落实落地，努力推动池州各项
事业迈上新台阶，为加快建设现代化美
好安徽贡献更大力量。

程丽华在参加六安代表团审议时强调

坚持稳字当头稳中求进
全面增进老区人民福祉

本报讯 （通讯员 郑言 记者 李明
杰）1月 17 日晚上， 省委副书记程丽华来
到她所在的六安代表团，与代表们一起审
议《政府工作报告》。 她强调，要大力弘扬
大别山精神，拉高标杆、奋勇争先，为建设
现代化美好安徽、增进老区人民福祉作出
新的贡献。

程丽华在充分肯定六安市经济社会
发展成绩后强调，要千方百计做大经济总
量， 加快推进合六经济走廊专项建设行
动， 与上海市松江区谋深谋实合作事项。
要实施“两强一增”行动计划，加强耕地保
护，巩固脱贫成果，加快推进乡村全面振
兴。 要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稳妥推进“双
碳”战略，联动建设巢湖流域生态文明先
行示范区。 要精准做好普惠性、基础性、兜
底性民生工作， 着力解决学位、 床位、车
位、厕位等群众天天有感的关键小事。 要
坚持党建引领，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红
色资源，常态化开展领导干部接访下访等
工作，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全方位推动高
质量发展。

1 月 17 日晚上，省委副书记程丽华来到六安代表团，与代表们一起审议《政
府工作报告》。 本报记者 范柏文 摄

省政协提案委举行全体会议
本报讯 （记者 李浩）1 月 18 日，省

政协提案委举行全体会议。
会议听取《省政协十二届五次会议

提案初审、复审情况的综合汇报》《拟不
予立案的情况汇报》， 审查提案， 审议
《省政协十二届五次会议提案审查情况
报告（草案）》。

会议指出，近年来 ，在省委的坚强

领导下， 省政协大力推进提案理论创
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推动了提案质
量提升。委员们在省政协十二届五次会
议上提交的提案，紧扣中央有关会议以
及省第十一次党代会精神，既有涉及经
济社会发展全局性、 前瞻性的重大课
题，也有聚焦民生实事、关键小事、推进
难事提出的具体建议，充分体现了全体

政协委员、政协各参加单位、政协各专
门委员会认真履行职能的责任感和使
命感。

会议强调，各位委员要围绕省委省
政府中心工作，进一步强化使命意识和
责任担当，继续积极参政议政，持续展
示委员的履职风采，不断开创我省提案
工作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加快建设现
代化美好安徽贡献提案力量。

会前， 举行了省政协 2021 年度好
提案颁奖仪式。

省十三届人大五次会议财政经济委员会
举行计划和预算审查座谈会

本报讯 （记者 王弘毅）1 月 18 日，
省十三届人大五次会议财政经济委员
会举行计划和预算审查座谈会。 省人大
常委会副主任宋国权出席会议。

会议听取了各代表团审查 《关于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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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关于安徽省 2021 年预算执行情况和

2022 年预算草案的报告》的意见和建议。
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财政经

济委员会组成人员、各代表团推荐的代
表出席会议。

1 月 18 日， 省十三届人大五次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在安徽大剧院举行， 代表们在会场上认真听取省人大常委会工作报
告、省高级人民法院工作报告和省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 本报记者 杨竹 摄

踔厉奋发 乘势而上谱新篇
张西明虞爱华张韵声丁向群郭强张红文分别与

省人大代表一起审议《政府工作报告》
本报讯（记者 张岳 朱胜利）连日

来，省人大代表、省委常委张西明、虞爱
华、张韵声、丁向群、郭强、张红文分别
与出席省十三届人大五次会议的代表
们一起审议《政府工作报告》。

张西明在参加人大黄山代表团审
议时说，《政府工作报告》通篇贯穿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
贯彻中央及省委部署要求，顺应全省人
民期盼， 是一个求真务实的好报告，完
全赞同。新的一年要紧扣迎接、学习、宣
传、贯彻党的二十大这条主线，紧密结
合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安徽
作出的系列重要讲话指示批示，结合贯
彻省第十一次党代会部署，以“慢进是
退、不进更是退”的紧迫感，忠诚履职，
奋勇争先，确保报告提出的各项目标任
务落地落实。全省统一战线要充分发挥
联系广泛等优势，搭平台、建载体、上项
目，特别要围绕十大新兴产业、助力“双
招双引”，深化实施“同心科创工程”“同
心示范工程”“欧美同学会长三角海创
中心”建设等工作，为建设现代化美好
安徽广泛凝心聚力，以优异成绩迎接党
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虞爱华在参加人大合肥代表团审
议时说，《政府工作报告》充分彰显衷心
拥护“两个确立”、忠诚践行“两个维护”
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体现
了对标更精准、发展更聚焦、民生更温
暖、政府更有为，完全赞成报告。过去一
年，是安徽发展稳中求进、难中求成的
一年， 取得了生产总值突破 4 万亿元、
人均突破 1 万美元的标志性成就，大家
倍受鼓舞、倍感振奋。下一步，我们将继
续忠诚尽职、奋勇争先，走稳赶考路、不
怕崎岖路、勇闯领跑路，坚定扛起为全

省打头阵、挑重担、当主力、作贡献的责
任，加快打造科创名城、产业名城、巢湖
名城、活力之城、幸福之城，力争通过五
年左右努力，再上一个新的大台阶。

张韵声在参加人大阜阳代表团审议
时说，《政府工作报告》政治站位高，工作
措施实。 通篇贯穿着党的十九届六中全
会精神及省第十一次党代会、 省委经济
工作会议精神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
想，总结 2021 年工作，交出了人民满意
的成绩单，充分展示了“十四五”开局之
年新气象。 报告绘制了科学务实的施工
图，擘画了新时代赶考的新蓝图，吹响了
高质量发展的冲锋号， 全面开启了建设
更高水平平安安徽法治安徽的新篇章，
充分体现了省政府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统筹发展和安全的理念。 我们要在省委
的坚强领导下， 认真落实报告中提出的
目标任务，踔厉奋发、笃行不怠，为现代
化美好安徽建设作出新贡献。

丁向群在参加人大蚌埠代表团审议
时说，《政府工作报告》 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深入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安徽作出的系列重要
讲话指示批示，总结成绩亮点纷呈，部署
工作催人奋进，充分展现了拉高标杆、乘
势而上的责任担当，是一个求真务实、锐
意进取，凝心聚力、奋勇争先的好报告。
安徽发展的态势在上扬、趋势在持续、优
势在厚植，我们要抢抓发展机遇，领会把
握报告精神，不折不扣抓好贯彻落实。要
坚持人才引领发展的战略定位，聚焦“高
精尖缺”，着力建强平台载体，深化体制
机制改革，不断优化营商环境，全方位培
养引进使用人才， 奋力打造具有重要影
响力的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 为加快建
设现代化美好安徽提供有力人才支撑。

郭强在参加人大马鞍山代表团审议
时说，《政府工作报告》衷心拥护“两个确
立”，忠诚践行“两个维护”，政治站位高、
政风文风实、发展意识强、民生情怀深，
总结成绩实事求是、亮点突出，分析形势
客观辩证、 深入透彻， 确立目标保底争
高、奋勇争先，部署工作思路清晰、措施
务实，是一份提振信心、催人奋进的好报
告。当前，马鞍山正处在重要的发展窗口
期，希望立足自身优势，进一步坚定发展
信心、优化发展路径、集聚发展要素，立
足“工业之城”，加快转型步伐；立足“开
放之城”，深化改革开放；立足 “文化之
城”，厚植文化根基，在现代化美好安徽
建设大局中跑出更快加速度、 拥有更大
显示度，以打造长三角“白菜心”的优异
成绩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张红文在参加人大滁州代表团审
议时说，《政府工作报告》 全面回顾总
结发展成绩，深入分析面临形势，科学
谋划部署工作，是一个凝心聚力、催人
奋进的好报告。 过去一年，滁州市经济
社会发展成效显著， 交出了一份满意
的答卷。 新的一年，滁州市要深入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对安徽作出的系列重要
讲话指示批示 ，按照 《政府工作报告 》
部署，找准结合点，发挥好区位和产业
优势，全力推动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
把科技创新势能更多转化为高质量发
展新动能；深化金融改革创新，着力提
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和金融风险
防控力 ；充分发挥数字化改革 “箭头 ”
效应， 不断释放数字技术对经济社会
发展的赋能作用；大力优化营商环境，
更大程度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和发展内
生动力， 推动滁州经济社会发展再上
新台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