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区委高度重视、坚强领导和社
会各界广泛关注下，经过全体代表共
同努力，区十七届人大六次会议圆满
完成各项议程胜利闭幕。全体与会代
表以饱满的政治热情、强烈的责任担
当，认真落实区委要求，牢记人民重
托，心系发展大局，依法履行职责，庄
严行使权利，奏响了民主、团结、求实、
奋进的时代乐章。我们向与会代表致
以崇高敬意，对大会的圆满成功表示
热烈祝贺！

在“两个百年目标”的交汇点，开
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
程、奋力谱写合川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的关键时期，区十七届人大六次会议
的召开意义重大、影响深远。

这是一次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
大会。大会审议批准了政府工作报告
和其他报告，审查批准了我区“十四
五”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
圆满完成了有关选举任务。大会坚持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中央、市委和区
委重要决策部署，实事求是回顾总结

“十三五”时期合川经济社会发展取得
的成就，明确了“十四五”时期合川经
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思想、目标任务和
关键举措，明确了今年政府工作的主
要预期目标和重点工作。

这是一次团结民主、凝聚力量的
大会。会议期间，人大代表们以胸怀
大局、忠于人民的责任担当，认真审议
各项报告、议案，围绕合川经济社会发
展建真言、献良策、出实招，提出关系
全区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福祉的议
案、建议 300 余件。此次会议是坚持
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
机统一的一次生动实践，凝聚着全体
代表的集体智慧，反映了全区人民的
共同意愿。

“十四五”时期是我国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之
后，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
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第一个五年。大会审查批准的
我区“十四五”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为合川发
展谋定航向、擘画蓝图。 （下转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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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现场 记者 刘亚春 摄

本报讯（记者 王利）3月4日上午，区十七
届人大六次会议圆满完成各项议程，在区文化
艺术中心胜利闭幕。

大会主席团常务主席李应兰、马培生、何
川、周富勇、吴发先、李云芬、柳川出席会议并
在主席台前排就坐。

本次会议的执行主席由李应兰、马培生、
柳川、王纯泉、毛远国、匡麟川、杨长军、吴传
贵、张建桥、陈正权、陈远慧、苟小波、周龙伟、
柏瑞、秦小勇、秦建国、郭猛、龚鹏飞、梁益平、
粟明志担任。

徐万忠、周立友、卢波、叶华、谢东、秦辉
富、何涛、张文华等在主席台就座。

马培生主持会议。
大会应到代表413名，实到代表372名，符

合法定人数。
区十七届人大六次会议第三次全体会议

选举张烈为重庆市合川区第十七届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副主任、魏佳勇为重庆市合川
区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

大会听取了大会议案审查委员会关于代

表议案处理意见的报告；表决通过了区人大财
政经济委员会主任委员名单、关于区人民政府
工作报告的决议、关于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
的决议、关于区2020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
划执行情况及2021年计划的决议、关于区2020
年预算执行情况和2021年预算的决议、关于区
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的决议、关于区法院工作
报告的决议、关于区检察院工作报告的决议。

新当选的区十七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和
新当选的区十七届人大常委会委员、通过的区
十七届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委员到主席
台与代表见面，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

马培生在大会闭幕式上致辞说，在区委的
高度重视、坚强领导下，经过全体代表和与会
同志的共同努力，重庆市合川区第十七届人民
代表大会第六次会议圆满完成各项任务。这
次会议是在“两个百年目标”的交汇点，开启全
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奋力谱写
合川高质量发展新篇章的背景下，召开的一次
十分重要的会议。 （下转2版）

区十七届人大六次会议胜利闭幕
李应兰徐万忠周立友等出席 马培生主持会议

本报讯（记者 刘鑫宇）3月4日上午，区
委副书记、区长徐万忠主持召开区政府全体

会议，部署政府工作报告确定的目标任务责
任分解落实工作。他要求，要进一步提高政

治站位，主动认领、主动作为，细化量化节点
化抓好政府工作报告确定的各项任务落地

落实，确保“十四五”开好局、起好步。
徐万忠说，区十七届人大六次会议审议

通过的政府工作报告，是区政府向全区人民作
出的庄严承诺，分解形成的282项工作任务和
市政府工作报告涉及合川的86项重点工作都
是“必答题”，全区各级各部门要高度重视，对
照任务分解，列出时间表、划出路线图，全力以
赴推动各项目标任务落地落实。（下转2版）

区政府全体会议召开

细化量化节点化抓好目标任务落实

本报讯（记者 罗洪）3月4日下午，中石
化重庆分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王红兵一行
来合，就相关合作事宜进行座谈交流。区委
书记李应兰主持座谈会并讲话。

据了解，中石化重庆分公司是一家集仓

储、物流、销售、服务于一体大型国有企业，
主要负责重庆地区成品油批发、零售、直销
以及车用天然气、液化天然气、非油品销售
等业务。截至2020年底，公司总资产近100
亿元。“十四五”时期，中石化重庆分公司将

持续加大投资力度，形成成品油储运销一体
化、天然气（CNG、LNG）产销联动、非油品
销售专业化的经营格局。

李应兰代表区委、区政府对王红兵一行
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对中石化重庆分公司
长期以来给予合川的关心支持表示衷心感
谢。他指出，中石化重庆分公司技术先进、
服务专业，对推动地方经济增长发挥了重要
作用。下一步，我们将把货运车辆“油改气”
作为重要事项加快推进，进一步降低货运车
辆运输成本，减少污染物排放，提升车辆安
全性能。 （下转2版）

中石化重庆分公司来合洽谈合作事宜

深化交流合作 推动互利共赢发展

3月4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开幕。这是习近平、李克强、栗
战书、王沪宁、赵乐际、韩正、王岐山在主席台就座，汪洋代表政协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向大会报告工作。

新华社记者 鞠鹏 摄

全国政协主席汪洋代表政协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常
务委员会，向大会报告工作。

新华社记者 王晔 摄

新华社北京3月4日电 同心筑
梦共襄复兴伟业，乘势而上开启崭新
征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
三届全国委员会第四次会议 4 日下
午在人民大会堂开幕。2100多名全
国政协委员将紧紧围绕中共中央决
策部署，聚焦“十四五”规划纲要制定
和实施，扎实履职尽责、积极建言资
政、广泛凝聚共识，汇聚起夺取全面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胜利的
智慧和力量。

全国政协主席汪洋，全国政协副
主席张庆黎、刘奇葆、帕巴拉·格列朗
杰、董建华、万钢、何厚铧、卢展工、王
正伟、马飚、陈晓光、梁振英、夏宝龙、
杨传堂、李斌、巴特尔、汪永清、何立
峰、苏辉、郑建邦、辜胜阻、刘新成、何
维、邵鸿、高云龙在主席台前排就座。

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李克
强、栗战书、王沪宁、赵乐际、韩正、王
岐山等在主席台就座，祝贺大会召
开。

全国政协十三届四次会议应出
席委员2159人，实到2106人，符合规
定人数。

下午 3 时，张庆黎宣布大会开
幕，全体起立，奏唱国歌。

大会首先审议通过了政协第十
三届全国委员会第四次会议议程。

汪洋代表政协第十三届全国委
员会常务委员会，向大会报告工作。

汪洋指出，2020年是新中国历史上极不平凡的一年。在
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政协全国委员会及其常务委员会以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扣统筹疫情防

控和经济社会发展认真履职尽责，紧盯社会重大关切加强思
想政治引领，紧抓专门协商机构制度建设增强工作效能，为
实现“十三五”目标作出了积极贡献，专门协商机构建设展现

新风貌，服务中心任务取得新成绩，广大政协委员在特殊年
份书写了特殊的“委员作业”。

汪洋从5个方面总结了过去一年全国政协的工作。一是

深化理论学习，深入开展委员读书活
动，进一步筑牢增强“四个意识”、坚
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的思
想根基。二是深入协商履职，有效运
用各种协商形式，发挥网络议政优
势，确保在疫情防控常态化条件下履
职活动不松、不乱、不断。三是继续
完善委员讲堂、重大专项工作委员宣
讲团、谈心谈话等载体平台，健全从
党内到党外、从委员到界别群众的凝
聚共识工作格局，汇聚团结合作正能
量。四是完善政协工作制度体系，推
动贯彻中央政协工作会议精神走深
走实。五是加强自身建设，发挥专门
委员会联系界别、服务委员功能，提
高政协工作质量和水平。

汪洋强调，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
成立100周年，是开启全面建设社会
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第一年。
人民政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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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彻中共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
四中、五中全会精神，立足新发展阶
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
局，坚持团结和民主两大主题，围绕
中共中央大政方针和决策部署贯彻
落实，做好建言资政和凝聚共识工
作，以高水平履职服务高质量发展，
为“十四五”开好局、起好步集聚众
智、汇聚众力。

汪洋强调，专门协商机构综合承
载政协性质定位，是国家治理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是中国
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开辟“中国之治”的
重要制度设计和独特治理平台。 （下转2版）

全国政协十三届四次会议在京开幕
习近平李克强栗战书王沪宁赵乐际韩正王岐山到会祝贺
汪洋作政协常委会工作报告 张庆黎主持 辜胜阻作提案工作情况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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