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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政协十三届四次会议在京开幕

（上接 1 版）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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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落实中央政
协工作会议精神，加强专门协商机构建设，进一步
把人民政协制度优势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要深
刻把握专门协商机构的制度优势，不断丰富有事
好商量、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的制度化实践。
要不断完善专门协商机构工作制度，坚持实践导
向，培育协商文化，促进政协协商同其他协商形式
的联系配合。要着力提升专门协商机构履职能
力，促进委员更好地运用协商规则、掌握沟通方
法，知责于心、担责于身、履责于行，更好把报国之
志、为民之心和履职之能结合起来，在新征程中展
现政协委员的新担当。
全国政协副主席辜胜阻代表政协第十三届全
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向大会报告政协十三届三
次会议以来的提案工作情况。政协委员、政协各
参加单位提出提案 5974 件，立案 5044 件。提案紧
扣时代脉搏、聚焦中心工作、饱含为民情怀，凝结
着委员的心血和智慧，承载着广大群众的愿望与
期盼。各提案承办单位克服疫情影响，层层压实
责任，办复率为 99.64%。政协提案工作为服务党
和国家事业发展作出积极贡献。
在主席台就座的领导同志还有：
丁薛祥、
王晨、
刘鹤、
许其亮、
孙春兰、
李希、
李强、
李鸿忠、
杨洁篪、
杨晓渡、张又侠、陈希、陈全国、陈敏尔、胡春华、郭
声琨、
黄坤明、
蔡奇、
尤权、
曹建明、
张春贤、
沈跃跃、
吉炳轩、艾力更·依明巴海、万鄂湘、陈竺、王东明、
白玛赤林、丁仲礼、郝明金、蔡达峰、武维华、魏凤
和、
王勇、
王毅、
肖捷、
赵克志、
周强、
张军等。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有关部门
负责同志应邀列席开幕会。外国驻华使节等应邀
参加开幕会。

区十七届人大六次会议胜利闭幕
（上接 1 版）
马培生说，区人大常委会将
在区委的坚强领导下，坚持以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为指导，带头落实大会各项
决议，全面落实大会确定的各项
工作任务，努力为建设“双百”区
域中心城市、办好“六件大事”，
谱写合川高质量发展新篇章贡
献人大力量。各位代表要在做
好本职工作的同时，密切联系人
民群众，向所在单位和身边群众
宣传好大会精神，解读好大会通
过的各项报告、决议以及“十四
五”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
纲要，充分凝聚全区人民的智慧
和力量，共同把“十四五”发展蓝

图变为美好现实，以优异成绩迎
接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
大会在雄壮的国歌声中胜
利闭幕。
列席本次会议的有：不是区
十七届人大代表的区政府、
区政协
的领导同志；
部分区级部门主要负
责人；
部分镇政府主要负责人。
闭幕后举行了宪法宣誓仪
式。新当选的区人大常委会副
主任张烈在人大议事厅面向国
旗庄严宣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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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员魏佳勇已于 2020 年 6 月 30
日进行了宪法宣誓，按照相关规
定此次不再重复进行宪法宣誓。

深化交流合作 推动互利共赢发展
（上接 1 版）在此过程中，我们欢
迎中石化重庆分公司积极参与，
深化双方合作，共同推动“油改
气”顺利推进。在加油加气站的
规划布局上，要坚持系统思维，
综合考虑各方面因素，充分调
查、科学论证，一体化布局到位，
形成科学合理的体系。在加油
加气站的建设和管理上，要严格
按照规范建设，严格按照规程操
作，推动站点安全、有序运行。
希望双方进一步深化交流合作，
做好政策对接、信息对接、经营

活动对接，推动互利共赢发展。
王红兵介绍了中石化重庆分
公司的发展情况和合作意向，并
对合川区委、区政府长期以来给
予中石化重庆分公司的关心支持
表示感谢。他说，希望双方进一
步加强战略合作，积极对接合作
项目，共同在合作发展上开拓更
加广阔的空间。中石化重庆分公
司也将积极履行社会责任，为合
川经济社会发展贡献力量。
区政府副区长桑子陶，区级
有关部门主要负责人参加座谈。

细化量化节点化抓好目标任务落实
（上接 1 版）
徐万忠要求，一是工作谋划
好。各级各部门要围绕中央和
市委交办的“六件大事”，以及政
府工作报告的主要预期目标，认
真思考谋划各领域的工作，积极
主动作为。二是资金落实好。
要全力争资引项转型发展，推动
与央企和市属国企的战略合作，
积极扩大社会投资，发挥好区级
层面国有资金、资源、资产撬动
作用，真正把政策用好用活；要
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寻求在质量
效益、重大项目上的新突破，全
力推动社会投资支撑产业升级
和重大基础设施改善。三是首
季开局好。各级各部门要从做
响项目开工月、做实招商落地
月、做好企业服务月、做优消费

促进月出发，抓好经济运行调
度，确保实现一季度“开门红”。
四是状态保持好。干部职工要
以良好的思想状态、精神状态、
工作状态，大力发扬为民服务孺
子牛、创新发展拓荒牛、艰苦奋
斗老黄牛的精神，以强烈的责任
担当把身子沉下去、把工作效率
提起来，把进度赶起来，以扎实
的作风推动各项工作。
徐万忠还就抓好春耕备耕、
疫情防控、森林防火、全国“两
会”期间安全稳定等工作作了安
排。
区领导叶华、吴景明、张宏、
桑子陶、赵吉春及区政府工作部
门主要负责人出席会议。
区政协副主席明道贵应邀
参加会议。

区十七届人大六次会议
主席团举行第六次会议
本报讯（记者 袁询）3 月 4
日上午，区十七届人大六次会议
主席团举行第六次会议，主席团
成员应到 60 人，实到 60 人，符合
法定人数。会议由大会主席团
常务主席马培生主持。
会议听取了各代表团审议

关于“六个报告”、区“十四五”
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的
决议（草案）情况的汇报；通过
关于“六个报告”、区“十四五”
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的
决议（草案），决定提请大会表
决；决定总计票员、计票员名单。

开启新征程 谱写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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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合川区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六次会议于 2021 年 3 月 4 日选出：

重庆市合川区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六次会议于 2021 年 3 月 4 日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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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予公告

魏佳勇为重庆市合川区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委员。
现予公告

重庆市合川区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六次会议主席团
2021 年 3 月 4 日

重庆市合川区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六次会议主席团
2021 年 3 月 4 日

重庆市合川区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六次会议
关于重庆市合川区人民政府工作报告的决议
（2021 年 3 月 4 日重庆市合川区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六次会议通过）
重庆市合川区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六次会议听取和审议了区人民政府区长徐万忠所作的重庆市合川区人民政府工作报告。会议充分肯定
“十三五”
时期特别是党的十九大
以来我区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就和区人民政府2020年的工作，
同意报告提出的
“十四五”
时期的主要目标任务和二○三五年远景目标及2021年工作安排，
会议决定批准这个报告。
会议要求，区人民政府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
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深入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重庆提出的营造良好政治生态，坚持“两点”定位、
“两地”
“两高”目标，发挥“三个作用”和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
等重要指示要求，准确把握新发展阶段，深入践行新发展理念，积极融入新发展格局，切实担当新发展使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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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筹发展和安全，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
化，实现经济行稳致远、社会安定和谐，确保“十四五”
开好局、起好步。
会议号召，全区上下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在中共重庆市合川区委坚强领导下，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开拓创新、拼搏实干，推动合川加
快融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和重庆“一区两群”协调发展，
奋力谱写合川高质量发展新篇章，开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以优异成绩庆祝建党 100 周年！

重庆市合川区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六次会议
关于重庆市合川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
和二〇
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的决议
（2021 年 3 月 4 日重庆市合川区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六次会议通过）
重庆市合川区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六次会议审查了区人民政府提出的《重庆市合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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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案）》，
会议同意重庆市合川区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财政经济委员会的审查结果报告，决定批准这个规划纲要。
会议认为，规划纲要全面贯彻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市委五届九次全会精神，落实了《中共重庆市合川区委关于制定重庆市合
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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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建议》要求，提出的主要目标、重点任务和重大举措以及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符合我区实际，体现了全
区人民的共同意愿，反映了时代发展的客观要求，
总体安排积极可行。
会议要求，
区人民政府要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基础上，
扎实推进规划纲要的实施，
围绕建设
“双百”
区域中心城市，
重点抓好中央和市委交办给合川的打造多元化融合发展示
范区、
网络安全产业和先进制造业基地、
综合性物流基地、
区域性公共服务中心、
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历史文化名城、
成渝
“后花园”
等
“六件大事”
，
奋力谱写合川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重庆市合川区
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六次会议
关于重庆市合川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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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 3 月 4 日重庆市合川区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六次会议通过）
重庆市合川区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六次会议审查了区人民政府提出的
《关于重庆市合川区 2020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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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重庆市合川区第十七届
人民代表大会财政经济委员会的审查结果报告。会议决定，批准《关于重庆市合
川区 2020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及 2021 年计划草案的报告》，批准
2021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

重庆市合川区
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六次会议
关于重庆市合川区 2020 年
预算执行情况
和 2021 年预算的决议
（2021 年 3 月 4 日重庆市合川区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六次会议通过）
重庆市合川区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六次会议审查了区人民政府提出的
《关于重庆市合川区 2020 年预算执行情况和 2021 年预算草案的报告》及 2021 年区
级预算草案，同意重庆市合川区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财政经济委员会的审查结
果报告。会议决定，批准《关于重庆市合川区 2020 年预算执行情况和 2021 年预算
草案的报告》，批准重庆市合川区 2021 年区级预算。

重庆市合川区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六次会议
关于重庆市合川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
（2021 年 3 月 4 日重庆市合川区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六次会议通过）
重庆市合川区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六次会议听取和审议了马培生主任受重庆市合川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托所作的工作报告。会议充分肯定区人大常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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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人大常委会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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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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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深入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重庆提出的营造良好政治生态，
坚持“两点”定位、
“两地”
“两高”目标，发挥“三个作用”和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等重要指示要求，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在中共重庆市合
川区委坚强领导下，重点围绕中央和市委交办给合川的“六件大事”，依法履职尽责，积极担当作为，高质量开展监督、决定、任免等工作，更好发挥人大代表作用，紧紧依靠人
民群众做好新时代人大工作，为推动合川经济社会发展和民主法治建设，开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征程贡献力量，
以优异成绩庆祝建党 100 周年！

重庆市合川区
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六次会议
关于重庆市合川区
人民法院工作报告的决议

重庆市合川区
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六次会议
关于重庆市合川区
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的决议

（2021 年 3 月 4 日重庆市合川区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六次会议通过）

（2021 年 3 月 4 日重庆市合川区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六次会议通过）

重庆市合川区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六次会议听取和审议了区人民法院
院长谢宝红所作的重庆市合川区人民法院工作报告。会议充分肯定区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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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人民法院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深入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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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深入落实习近
平总书记对重庆提出的营造良好政治生态，坚持“两点”定位、
“两地”
“两高”目标，
发挥“三个作用”和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等重要指示要求，坚持党对法院
工作的绝对领导，更加注重系统观念、法治思维、强基导向，忠实履行宪法法律赋
予的职责，坚持服务大局、司法为民、公正司法，深化司法体制改革，锻造过硬法院
队伍，奋力推动新时代人民法院工作高质量发展，为开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
征程提供有力司法保障，
以优异成绩庆祝建党 100 周年！

重庆市合川区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六次会议听取和审议了区人民检察
院检察长杨洪广所作的重庆市合川区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会议充分肯定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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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人民检察院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深入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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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深入落实习近
平总书记对重庆提出的营造良好政治生态，坚持“两点”定位、
“两地”
“两高”目标，
发挥“三个作用”和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等重要指示要求，坚持党对检察
工作的绝对领导，更加注重系统观念、法治思维、强基导向，忠实履行宪法法律赋
予的职责，坚持服务大局、司法为民、公正司法，持续提升法律监督能力和水平，锻
造过硬检察队伍，奋力推动新时代合川检察工作高质量发展，为开启社会主义现
代化建设新征程提供有力司法保障，以优异成绩庆祝建党 100 周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