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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 1月 9日综合新闻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随州
市第四届委员会第五次会议，于
2021 年 1 月 6 日至 8 日隆重召开。
会议听取并审议冯茂东主席代表
政协随州市第四届委员会常务委
员会所作的工作报告，万正强副主
席所作的关于提案工作情况的报
告。委员们列席市四届人大六次
会议，听取并讨论克克市长所作的
政府工作报告，听取并讨论市中级
人民法院工作报告、市人民检察院
工作报告，讨论《随州市国民经济
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二○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草案）》
及其他有关报告。会议赞同上述
报告。会议圆满完成了各项任务。

会议期间，举行了大会发言，
委员们围绕市委市政府工作的重
点、群众生产生活的难点、社会治
理的焦点，建言立论，献计献策。
中共随州市委书记钱远坤、市长克
克等市领导出席会议，听取大会发
言，参加分组讨论，与各民主党派、
各人民团体和社会各界人士交换
意见，共商随州高质量发展大计。
钱远坤书记、克克市长在第一次全
体会议上作的讲话，充分体现了市
委 市 政 府 对 政 协 工 作 的 高 度 重
视。委员们以饱满的政治热情和
高度的社会责任感，紧紧围绕“十
四五”开局起步和打造“汉襄肱骨、
神韵随州”，深入协商议政，积极建
言献策，广泛凝聚共识。会议热烈
隆重、务实高效、圆满成功，是一次
民主、求实、团结、奋进的大会。

会议认为，2020 年是随州发
展极不平凡的一年。面对突如其
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和前所未有的
风险挑战，全市人民和社会各界在
中共随州市委的坚强领导下，开展
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在大战大考中
交出了一份英雄答卷。政协随州
市委员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深入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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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认
真贯彻省委工作要求，紧扣市委工
作安排，主动融入统筹疫情防控和
经济社会发展大局，深入协商议
政，广泛凝聚共识，主动担当作为，
为打好疫情防控阻击战、加快疫后
重振和高质量发展作出了重要贡

献，展现了新时代人民政协新担当
新作为，干出了新时代随州政协工
作新样子。

会议认为，“十四五”时期，我
市发展机遇大于挑战，前景十分广
阔。全市上下要锚定“汉襄肱骨、
神韵随州”的目标定位，加快形成

“桥接汉襄、融通鄂豫、众星拱月”
的联动发展新局面，建设成为全国
具有引领力的专汽之都、具有影响
力的现代农港、具有吸引力的谒祖
圣地、具有竞争力的风机名城，奋
力打造全省特色增长极，为湖北

“建成支点、走在前列、谱写新篇”
作出随州贡献，开启全面建设社会
主义现代化新征程。

会 议 指 出 ，2021 年 是“ 十 四
五”开局之年。全市各级政协组
织、政协各参加单位和全体政协委
员，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
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
四中、五中全会精神，深入贯彻习
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
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及中央政协
工作会议和省委、市委政协工作会
议精神，认真落实中共随州市委四
届七次全会工作部署，充分发挥专
门协商机构作用，巩固提升工作效
能，广泛团结动员各民主党派、各
人民团体和社会各界人士，紧紧围
绕打造“汉襄肱骨、神韵随州”凝心
聚力，为随州实现“十四五”良好开
局、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新征程作出政协贡献，以优异成绩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

会议强调，要坚持党的领导，
筑牢思想政治“主心骨”。要服务
中心大局 ，当好参政议政“智囊
团”。要广泛凝聚共识，画出民心
民愿“同心圆”。要加强自身建设，
树立担当作为“风向标”。

会议号召，全市各级政协组
织、政协各参加单位和全体政协委
员，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为指导，在中共随州市委的坚强
领导下，同心同德、锐意进取，为打
造“汉襄肱骨、神韵随州”，夺取全
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胜利而
努力奋斗！

副主席：陈德贵 秘书长：田 涛

随州市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六次会议于 2021年 1月 8日选举产生了随州市第
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秘书长，四名委员。现将选举结果公布如下：

随州市人大常委会秘书长 张道亮
随州市人大常委会委员（4名，按姓名笔画排列）
徐 锋 徐正友 温 沪 甄行勇

随州市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六次会议主席团
2021年 1月 8日

监察和司法委员会主任委员 甄行勇

随州市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六次会议公告

第一号
随州市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六次会议于 2021年 1月 8日选举产生了随州市监

察委员会主任。现将选举结果公布如下：
随州市监察委员会主任 杜文清

随州市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六次会议主席团
2021年 1月 8日

随州市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六次会议公告

第二号
随州市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六次会议于 2021年 1月 8日选举产生了随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现将选举结果公布如下：
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 王立志

随州市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六次会议主席团
2021年 1月 8日

随州市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六次会议公告

第三号
随州市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

监察和司法委员会
主任委员名单

（2021年 1月 8日随州市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六次会议通过）

随州市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六
次会议听取和审议了市人民政府市长
克克同志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会议充
分肯定市政府 2020 年和“十三五”的工
作，同意报告提出的 2021年及“十四五”
工作总体要求、经济社会发展主要预期
目标、重点工作和实施举措，决定批准

这个报告。
会议号召，全市人民紧密团结在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
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紧
紧围绕中央、省委经济工作会议及市委

四届七次全会部署，立足新发展阶段，
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
基调，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深
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以改革开
放创新为根本动力，以满足人民日益增
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根本目的，加快融
入新发展格局，紧扣“汉襄肱骨、神韵随

州”目标定位，着力构建“桥接汉襄、融
通鄂豫、众星拱月”的发展布局，建设全
国具有引领力的专汽之都、具有影响力
的现代农港、具有吸引力的谒祖圣地、
具有竞争力的风机名城，打造全省特色
增长极，奋力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
代化新征程！

随州市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六次会议关于随州市人民政府工作报告的决议
（2021年 1月 8日随州市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六次会议通过)

随州市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六次
会议审议了市人民政府提出的《随州市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
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 (草案)》。会议
认为，《纲要》总结“十三五”发展成就全
面客观、实事求是，提出 2035 年远景目
标及“十四五”时期我市经济社会发展的
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发展战略、目标任
务、重点工作、保障措施，体现了党的十

九届五中全会精神和省委十一届八次全
会、市委四届七次全会精神，切合我市改
革创新和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和实际，顺
应了全市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期
盼，经过努力是可以实现的。会议决定
批准《随州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
四 个 五 年 规 划 和 2035 年 远 景 目 标 纲
要》。

会议指出，全市上下要适应新发展

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融入新发展格
局，主动承接全省“一主引领、两翼驱
动、全域协同”区域发展布局，加快形
成“桥接汉襄、融通鄂豫、众星拱月”
的联动发展新局面，努力实现高质量发
展迈出坚实步伐，改革开放实现新的突
破，城市功能品质不断完善，社会文明
程度显著进步，生态安全屏障更加牢
固，人民生活幸福美好，市域治理效能

达到更高水平，建设“汉襄肱骨、神韵随
州”。

会议号召，全市上下要坚持以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在市委的坚强领导下，进一步解放思
想，实事求是，齐心协力，真抓实干，主动
作为、奋发有为、担当善为，为圆满完成

“十四五”规划、实现 2035 年远景目标而
努力奋斗。

随州市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六次会议
关于随州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的决议

（2021年 1月 8日随州市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六次会议通过)

随州市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六次
会议审查了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受市人
民政府委托提出的《关于随州市 2020 年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
2021 年计划（草案）的报告》 及 2021 年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同意市

人民代表大会财政经济委员会的审查
报告。会议决定，批准《关于随州市
2020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

情况与 2021年计划（草案）的报告》，批准
随州市 2021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
划。

随州市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六次会议
关于随州市2020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2021年计划的决议

（2021年 1月 8日随州市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六次会议通过)

随州市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六次会
议审议了市财政局受市人民政府委托提出

的《关于随州市 2020 年预算执行情况和
2021年预算草案的报告》及2021年市级预

算草案，同意市人民代表大会财政经济委
员会的审查报告。会议决定，批准《关于随

州市 2020年预算执行情况和 2021年预算
草案的报告》，批准 2021年市级预算。

随州市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六次会议
关于随州市2020年预算执行情况和2021年预算的决议

（2021年 1月 8日随州市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六次会议通过)

随州市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六次
会议听取和审议了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夏
卫东同志代表市人大常委会所作的工作
报告。会议充分肯定市人大常委会 2020
年的工作，同意报告提出的 2021 年工作

安排，决定批准这个报告。
会议要求，市人大常委会要高举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伟大
旗帜，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习
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

会制度的重要思想，深入贯彻落实党的
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
全会精神，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
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在中共随州市委
的坚强领导下，务实重行、担当作为、依

法履职，将根本政治制度优势更好转化
为治理效能，为“十四五”开好局、新征程
起好步，奋力打造“汉襄肱骨、神韵随州”
作出新的更大贡献，以优异成绩庆祝建
党一百周年！

随州市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六次会议
关于随州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

（2021年 1月 8日随州市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六次会议通过)

随州市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六次
会议听取和审议了市中级人民法院代理
院长王立志同志所作的工作报告。会议
充分肯定市中级人民法院 2020 年的工
作，同意报告提出的 2021 年工作安排，

决定批准这个报告。
会议要求，市中级人民法院要以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法治思想，深入
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

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坚持党对司法
工作的绝对领导，坚持服务大局、司法为
民、公正司法，有序推进司法责任制综合
配套改革，不断加强过硬法院队伍建设，
加快推进审判体系和审判能力现代化，

更加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为“十四
五”开好局、新征程起好步，奋力打造“汉
襄肱骨、神韵随州”提供更高水平的司法
服务和保障。

随州市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六次会议关于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工作报告的决议
（2021年 1月 8日随州市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六次会议通过)

随州市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六次
会议听取和审议了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陈江波同志所作的工作报告。会议充分
肯定市人民检察院 2020 年的工作，同意
报告提出的 2021 年工作安排，决定批准

这个报告。
会议要求，市人民检察院要以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法治思想，深入
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

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坚持党对司法
工作的绝对领导，坚持服务大局、司法为
民、公正司法，有序推进司法责任制综合
配套改革，不断加强过硬检察队伍建设，
加快推进法律监督体系和监督能力现代

化，更加充分发挥检察职能作用，为“十
四五”开好局、新征程起好步，奋力打造

“汉襄肱骨、神韵随州”提供更高水平的
司法服务和保障。

随州市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六次会议关于随州市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的决议
（2021年 1月 8日随州市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六次会议通过)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随州市第四届委员会第五次会议

政 治 决 议
（2021年 1月 8日政协随州市第四届委员会第五次会议通过）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随州市第四届委员会

当选副主席、秘书长名单
（2021年 1月 8日政协随州市第四届委员会第五次会议选举产生）

随州日报讯（全媒记者陈巧
玲、通讯员张勇）1 月 8 日，市政协
四届五次会议胜利闭幕，本次会议
共收到提案 160 件，经提案委员会
审查，立案 152 件。在立案提案
中，经济建设、社会建设等方面的
提案占比较高；涉及群众切身利益
的教育、医疗卫生、城市管理等社
会建设类提案最多，占比超过六
成，民生问题继续成为政协委员关
注的焦点。

总体来看，本次会议的提案，
从全市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大问
题和人民群众普遍关心的民生问
题入手，精准选题，多数提案做到
了有情况、有分析、有具体建议，针
对性和可操作性较强。立案的提
案紧密联系随州发展实际，分别
就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
态等领域中的有关问题提出了很
好的意见和建议。提案内容主要
涉及发展特色产业、优化营商环
境、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旅游文
化产业发展、污染防治、城市建
设管理、公共卫生服务、基层社
会治理、城乡教育均衡及居民养老
等方面。

聚焦新发展格局，促进我市经
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委员们紧紧
围绕“十四五”开局起步和打造“汉
襄肱骨、神韵随州”，积极为我市经
济发展献计献策，带来了《奋力建
设全国具有引领力的专汽之都》

《加快发展特色产业 建设随州现
代农港》《关于推进数字经济发展
的建议》《推动随州食用菌产业高
质量发展的建议》《关于进一步推
动随州茶产业发展的建议》《关于
支持随州旅游业 在新形势下跨越
式发展的建议》等提案。

聚焦人民美好生活，促进持续
改善民生、增进人民福祉。在已立
案的提案中，属社会建设方面的提
案 93 件 ，占 立 案 总 数 的 六 成 以
上。委员们带来《关于疾病预防控
制体系改革和公共卫生体系建设
的提案》《关于加强梳理整治城区
交通秩序的建议》《关于推进“红色
物业”拓面提质的建议》《进一步改
善我市农村留守老人的生活现状
的建议》《让市民喝上放心水 切实
解决随州主城区自来水长年浑浊
及用水难问题的建议》等提案，为
提升城乡居民生活品质献计献策。

委员们还围绕坚定文化自信、
贯彻绿色发展理念、走可持续发展
之路，就提升随州城市文化软实力
和生态环境建设积极建言献策，带
来了《关于建立随州文化智库的建
议》《凝聚文创力量 点亮城市之
光》《关于传承保护发展随州花鼓
戏的建议》《关于打造我市文旅商
品一条街的建议》《关于加强乡镇
卫生院医疗污水处理的建议》《统
筹谋划推进农村生活污水治理 建
设美丽乡村》等提案。

市政协四届五次会议
收到提案160件

涉及社会建设类提案超六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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