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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 2021 年工作报告

2021 年， 省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在省
政协常务委员会和主席会议领导下， 坚持以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
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 习近平
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指
示精神，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
到“两个维护”。 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深入践行
“三心两进一流”工作思路，聚焦人口资源环境
领域重点问题，务实建言资政、广泛凝聚共识，
圆满完成了各项工作任务。

2021 年，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是开启全
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第一年。
省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认真落实中央及省
委、省政协党组部署要求，主要做了十个方面工
作。

强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以习
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
要思想为指导，进一步加强委员会自身建设。 严
格落实学习制度，全年召开分党组会议、主任会
议 6 次，通过分党组会议和主任会议带头学、读
书活动深入学、委员小组和党小组集体学、委员
群网络分享学等形式，力争做到常学常新常用、
学深学精学透。 着力抓好委员学习培训活动，通
过承办委员读书活动、 开展委员小组和委员党
小组活动等方式， 引导委员不断提高政治判断
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始终在思想上政
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
持高度一致。

扎实开展党史学习教育

根据统一部署，在分管副主席的领导下，分
党组研究制定工作方案、组织学习研讨、广泛征
求意见、开展谈心谈话。 召开专题民主生活会，
仔细查摆突出问题，深入剖析问题根源，不遮不
掩开展自我批评，真刀真枪开展互相批评。 会后
结合提出的意见建议，细化整改措施，确保问题
整改到位。 结合委员会工作实际，积极开展“我

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

深入推进“一入四建”工作

强化党建引领作用， 统筹谋划年度重点工
作， 形成重要问题集体研究、 工作方案集体制
定、关键节点集体推进、建议文稿集体讨论的机
制。 及时将本委新增补的委员编入 3 个委员小
组和委员党小组，更新对应联系的委员。 在分管
副主席的带领下，组织委员围绕环境智慧监管、
矿产勘查开发、气象监测预警能力等主题，先后
开展委员小组活动 3 次。

精心承办月度专题协商会

紧扣热点， 围绕深化新一轮林长制改革资
政建言。 在分管副主席的领导下， 会同 2 家承
办、7 家协办的省直单位，先后组织委员、服务
界别、邀请专家，到淮北和祁门 、旌德 、石台调
研，赴广西考察，广泛听取意见，会议收到 52 篇
稿件。 活动中，将网络调查问卷与林长制科普相
结合；在会前，制作播放“安徽林情”宣传片；会
场里，首次发放 U 盘代替纸质材料汇编。 《人民
政协报》《安徽日报》《江淮时报》 等媒体和全国
政协值班日报、 微信公众号等对会议情况进行
了宣传报道。 会后及时归纳形成《关于深化新一
轮林长制改革的建议》，报送省委、省政府办公
厅，省委书记郑栅洁、副书记程丽华先后批示肯
定。 配合省政协研究室、省广播电视台，以本次
协商会内容制作了今年的第 4 期“政协论坛”。

精心承办第八期委员读书活动

认真筹划， 把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及我省
“十四五”规划中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内容作为
读书学习重点。 在分管副主席的领导下，精心编
排每日实施方案，优选《碳达峰、碳中和 100 问》
读本，邀请专家在线解读。 5 家省直单位、9 名委
员，采用图文并茂形式，进行 12 场“生态文明建
设”“污染防治”“委员讲委员听”讲座。 根据活动
做法，委员会提交了《网为“媒”书做“桥” 读书
声里增共识》稿件，在全省政协党的建设暨宣传

思想工作交流座谈会上作了口头交流发言。

精心承办发展态势分析会

坚持特色，围绕“生态环境的智慧监管”主
题， 组织召开第三次人口资源环境发展态势分
析会。在分管副主席的领导下，先后召开协调会、
通报会、座谈会等征求意见，并深入马鞍山、芜湖
市南陵县等开展调研。 会议收到发言材料 40 多
篇，4 位厅局负责同志、7 位委员及专家学者作了
口头发言。 会后及时形成报送《关于推进我省生
态环境智慧监管建设的建议》，时任省委书记李
锦斌、省政府副省长何树山给予批示肯定。

积极参加省外交流和服务保障界别活动

组织稿件，服务省政协负责同志赴武汉，出
席长江经济带 11 省市政协研讨会，以《加强生
态监管 共守秀美皖江》 为题作口头交流发言。
服务省政协及人资环委、 省林业局有关负责同
志赴咸阳参加全国关注森林活动工作交流座谈
会。 首次组织省政协资环小组委员围绕生态环
境智慧监管，赴南陵开展调研；服务保障社会福
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赴寿县， 调研返乡农民工
创业工作，均报送了社情民意信息。 服务保障农
工党界委员围绕林长制改革，赴淮北开展调研，
形成了专题调研报告。

认真做好提案和反映社情民意信息工作

按照分工， 认真做好住皖全国政协委员提
案素材准备，联系协调省中医药管理局、省中医
药大学和省发改委、蚌埠市政协、有关企业等，
就生物基新材料、 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等问题
准备好素材。 精心选题，委员会向省政协十二届
四次会议提交集体提案 2 件，其中《关于加强沱
湖流域农村面源污染治理》 被列为今年的重点
提案，并被评为年度好提案。 办理过程中，在分
管副主席的领导下， 委员会与 4 家省直提案办
理单位进行面对面的深入探讨，提出具体意见。
在建言献策上用功发力， 委员会提交反映社情
民意信息 6 件。

主动做好联络协调工作

组织调研，提交全国政协人资环委“积极应
对人口老龄化，促进人口均衡发展”书面材料。
接待山西、辽宁、青海、上海等省市政协调研考
察 4 批次， 向山西省政协人资环委提供书面调
研材料 2 次。 加强与省自然资源厅、省生态环境
厅、省水利厅、省林业局等对口联系省直单位和
委员所在单位沟通联系，共同开展委员读书、联
动调研、提案督办等活动。 加强对省辖市政协人
资环委工作指导， 分批邀请市政协人资环委负
责同志参加月度专题协商会、态势分析会等。 召
开全省政协人资环委主任座谈会， 分管副主席
出席会议并讲话， 会议聚焦提高全省政协人资
环委工作质量，交流做法、总结经验，赴江淮蔚
来先进制造基地实地考察新能源汽车产业。 在
组织开展省内调研时， 积极主动邀请住当地的
本委委员参加相关活动。

认真做好分管领导有关服务工作

服务保障分管副主席赴宿松县、太湖县、潜
山市、 桐城市调研包保突出生态环境问题整改
情况和联系重点民营企业工作。 及时汇总报送
省政协领导包保突出生态环境问题整改情况信
息。 服务保障分管副主席赴阜阳市、宣城市开展
“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赴广德市、宿松县
开展联系政协特色工作。 服务保障省政协领导
赴淮北、滁州市走访看望省政协委员。

总结工作的同时， 省政协人资环委也清醒
的认识到工作中还存在着不足， 比如：“一入四
建”工作有待进一步推深做实。 开展委员小组、
党小组活动的次数和形式还没有做到全覆盖。
极少数委员参加会议、 调研考察等活动的积极
性还有待进一步提高等。 省政协人口资源环境
委员会将以问题为导向， 在今后工作中认真加
以改进。

2022 年是中共二十大召开之年， 也是贯彻
落实省第十一次党代会精神、 实现新的更大发

展的关键之年。 我们将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全面贯彻中共十九大
和十九届二中、三中 、四中 、五中 、六中全会精
神， 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
指示精神。 按照省第十一次党代会的部署和省
政协党组的要求，发挥人资环委的优势和作用，
忠诚尽职、奋勇争先，为加快建设经济强、格局
新、环境优、活力足、百姓富的现代化美好安徽
作出新贡献。

一是在提高政治站位上持续发力。 把学习
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习
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和中央、 省委重要会
议文件精神作为分党组第一政治任务做实做
细， 把党的声音及时传达到广大委员和界别群
众之中。 轮值好“安徽政协书院”读书活动，组织
委员多读书、读好书、善读书，打牢团结奋斗共
同思想政治基础。 高举团结和民主大旗，凝心聚
力、提振信心，助力扩大我省生态资源优势，守
护好“三山三江二湖”。

二是在围绕中心履职上持续发力。 切实增
强责任感与使命感，注重选取具有综合性、全局
性、 前瞻性的重大问题以及人民群众普遍关心
的问题，努力拿出一批符合政策、反映省情、有
助决策的履职成果。 拟围绕“推进农村生活污水
治理”召开月度专题协商会，围绕“实施生物多
样性保护重大工程”召开发展态势分析会。 认真
组织开展专题调研、省外考察、对口协商、提出
提案和反映社情民意信息等活动。

三是在加强自身建设上持续发力。 切实加
强分党组和委员会自身建设，发挥好主任“领头
雁”、副主任“助攻手”作用，积极为委员履职搭
建平台，激发委员参政议政的热情和干劲。 与全
国政协人资环委保持经常性联系， 做好兄弟省
市政协来皖学习考察接待工作。 密切与省直有
关单位的联系沟通。 组织召开全省政协人资环
委工作经验交流会， 加强对省辖市政协人资环
委的联系指导。 不断完善委员会及办公室制度
机制，强化服务意识，弘扬工匠精神，狠抓执行
力，营造奋发有为、干事创业的良好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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