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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付小惠 杨心梅）昨（25）日上午，政协乐山
市第八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圆满完成各项议程，在中心城区
金海棠大酒店会议中心闭幕。

闭幕大会的执行主席是黄平林、周鸿雁、刘淑玉、方平
安、易志隆、张旭东、王策鸿、袁仕伦、毛剑、廖敏。

闭幕大会应到委员370名，实到委员360名，符合《政协
章程》规定。

中共乐山市委书记马波出席闭幕大会并讲话。市委副
书记、代理市长陈光浩，市七届人大常委会主任赖淑芳，市委
副书记蒋刚应邀出席会议并在主席台就座。

省委换届选举指导组到会指导。
在闭幕大会前召开的选举大会上，黄平林当选为政协乐

山市第八届委员会主席，周鸿雁、刘淑玉、方平安、易志隆、张
旭东、王策鸿、袁仕伦、毛剑当选为副主席，廖敏当选为秘书
长。丁晓科等64名委员当选为常务委员。会议通过了《中
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乐山市第八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乐山市第八届委员会提案审查委员
会关于八届一次会议提案审查情况的报告》。

马波在闭幕大会上讲话。他说，过去五年，七届市政协
领导班子和广大政协委员坚持党的领导，牢牢把握团结和民
主两大主题，紧紧围绕全市发展大局，充分发挥优势，认真履
行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职能，为促进乐山各项事业
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马波代表中共乐山市委，向七届市政
协常委会和全体委员表示诚挚感谢，并致以崇高敬意！向新
当选的政协乐山市第八届委员会领导班子、常务委员表示热
烈祝贺！

马波指出，乘着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胜利闭幕这一光辉
的历史时刻，市第八次党代会圆满成功召开，描绘了今后一
个时期乐山发展的宏阔蓝图，确立了“345”工作思路，吹响
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乐山的集结号。担当时代重任、
迈步伟大征程，必须只争朝夕、砥砺奋斗，埋头苦干、勇毅前
行，一张蓝图绘到底，一股韧劲干下去，向党和人民交出一份
厚实答卷。

一是埋头苦干、勇毅前行，就要做到政治坚定、把准方
向。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持党
的领导，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
护”，确保乐山的各项事业始终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
向前进，确保党中央大政方针和省委决策部署在嘉州大地不
折不扣贯彻落实。

二是埋头苦干、勇毅前行，就要做到一心为民、人民至
上。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守真挚的人民情怀，
永远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始终同人民群众想在一
起、干在一起，风雨同舟、同甘共苦，不断为全市各族人民乐
山乐水、乐居乐业的美好生活而奋斗。

三是埋头苦干、勇毅前行，就要做到把握大势、抢抓机
遇。牢记“国之大者”，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
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
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全面融入成渝地区
双城经济圈建设，高位推动重大平台、重大项目、重大政策、
重大改革落地见效。

四是埋头苦干、勇毅前行，就要做到同频共振、聚力攻

坚。凝聚万众一心、众志成城的磅礴力量，全市一盘棋一条
心一股劲，不怕困难、艰苦奋斗，一往无前、永不懈怠，以咬定
青山不放松的执着，坚定推动乐山未来五年发展的宏阔蓝图
变为美好现实。

五是埋头苦干、勇毅前行，就要做到落地生根、争创一
流。坚持用心认真尽责、敢担苦干善为，全市上下兴起一股
求实务实抓落实的新风，营造出一种想干事、善干事、能干
事、干成事、不出事的浓厚氛围，推动各项事业有板有眼地抓
得很透彻、抓到点子上、抓出一个样子来，在全国全省去争先
进，在老百姓心中获评高分。

马波指出，开创乐山美好未来，离不开全市各级政协组
织和广大政协委员共同努力，希望大家坚持同心筑梦、凝聚

思想共识，坚持集思广益、精诚建言献策，坚持惟实创新、提
升履职水平，共同汇聚起奋力谱写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乐山新篇章的强大正能量。 （紧转第2版）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乐山市第八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闭幕
马波讲话 陈光浩赖淑芳蒋刚出席 黄平林当选市政协主席并讲话

周鸿雁刘淑玉方平安易志隆张旭东王策鸿袁仕伦毛剑当选市政协副主席

主 席：黄平林
副主席：周鸿雁（女） 刘淑玉（女） 方平安 易志隆

张旭东 王策鸿 袁仕伦 毛 剑
秘书长：廖 敏（女）
常务委员（按姓氏笔画排序）
丁晓科 王 虹 王光明 兰 宁（女）
朱 丹（女） 朱文全 刘 进 刘 磊
刘晓芳（女） 孙燕平 杜 宏 李 宏（女）
李 君 李 毅（女）李乐军 李志强
李应桥 李怡秋（女） 李建伦 李晓云（女）
杨 丽（女，彝族） 杨 闻 杨心平（女）
肖兴军 何 萍（女） 何 雯（女） 余文超
张 宁（彝族） 张 艳（女） 张丹丹（女）
张德全 阿库阿兴（女，彝族） 陈 贝（女）
陈 丽（女，藏族） 范惠文（女） 林 伟
罗 宁 岳仲文 周 军 周亚林
周恒杰 钟 怡（女） 侯键频 姜希猛
袁 洪（女） 袁 梅（女） 袁 援 夏 旭（女）
夏鹤倞 徐 雯（女） 唐 鹰 黄跃波
曹红英（女）商旭初（女） 彭 健 释照观
曾学萍（女） 谢 伟 谢 涛（女） 雷世银
漆康北 谭勇强 潘虹宇（女） 魏小玥（女）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乐山市第八届委员会
主席、副主席、秘书长、常务委员名单

（2021年11月25日政协乐山市
第八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选出）

本报讯（记者 戴余乐）昨（25）日下
午，市八届人大一次会议主席团举行第
四次会议。主席团常务主席马波、赖淑
芳、蒋刚、赖俊、阿刘时布、贾志华、廖策
军、周伦斌、罗新礼、周华荣出席会议，会
议由马波主持。主席团成员应到53名，
实到52名，符合法定人数。

会议听取了关于议案质询案及代表
建议、批评和意见处理意见的报告，表决
通过了这个报告。

会议听取了大会秘书处关于各代表

团酝酿候选人、代表联合提名候选人的情
况汇报，决定了提名的候选人名单（草
案），提交各代表团酝酿。

会议审定了政府工作报告、市人大
常委会工作报告、市中级人民法院工作
报告、市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的修改意
见。

会议表决通过了政府工作报告、市
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市中级人民法院
工作报告、市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的决
议（草案），提交各代表团审议。

市八届人大一次会议主席团
举行第四次会议

本报讯（记者 戴余乐）昨（25）日
下午，市八届人大一次会议主席团举行
第五次会议。主席团常务主席马波、赖
淑芳、蒋刚、赖俊、阿刘时布、贾志华、廖
策军、周伦斌、罗新礼、周华荣出席会
议，会议由马波主持。主席团成员应到
53名，实到52名，符合法定人数。

会议确定了市八届人大常委会主
任、副主任、秘书长、委员，市人民政

府市长、副市长，市监察委员会主任，
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市人民检察院
检察长正式候选人名单，提请大会全
体会议选举。

会议表决通过了政府工作报告、市
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市中级人民法院
工作报告、市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的决
议（草案），提请大会全体会议表决；表
决通过了宪法宣誓仪式工作方案。

市八届人大一次会议主席团
举行第五次会议

本报讯（记者 杨心梅）昨（25）
日下午，市政协八届常委会第一次会议
召开。市政协主席黄平林主持会议。

会议应到74人，实到74人，符
合《政协章程》规定。

会议审议通过市政协八届常
委会第一次会议议程、《政协乐山
市委员会协商工作规则》《政协乐
山市委员会专门委员会通则》、政
协乐山市第八届委员会专门委员
会设置及人事事项。

黄平林指出，政协常委会是主
持和处理政协事务的常设机构，在
政协组织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发

挥着关键作用。常务委员要带头
讲政治，始终把牢政治方向。坚守
政治忠诚、提升政治素养、落实政
治责任，切实把党中央大政方针和
省委、市委决策部署贯彻落实下
去，把社会各界智慧力量凝聚起
来。要带头讲担当，始终做到勤勉
履职。把荣誉与责任统一起来，把
有位和有为贯通起来，当先锋、打
主力、作表率，紧紧围绕贯彻落实
市第八次党代会精神，主动把政协
工作放到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
化乐山的大局中去思考谋划。要
带头讲团结， （紧转第2版）

市政协八届常委会
第一次会议召开

本报讯（记者 杨心梅）昨（25）日
下午，市政协主席黄平林率队看望慰
问了政协乐山市第八届委员会第一
次会议的工作人员和媒体记者，向大
家表示诚挚问候。

现场，黄平林一行与政协机关工
作人员，安保、疫情防控工作人员以
及媒体记者、酒店服务人员代表等一
一握手、亲切交谈，对大家在大会期

间的辛勤努力表示肯定，并通过他们
向所有参与大会服务的人员表示感
谢。

黄平林指出，此次大会是一次团
结鼓劲、继往开来的大会，大会的圆
满召开离不开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
导、政协委员们的积极参与，也离不
开全体工作人员的辛勤努力。大家
在幕后默默付出， （紧转第2版）

黄平林看望慰问政协乐山市
第八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工作人员

本报讯（记者 杨心梅）昨（25）日下
午，市政协八届党组1次会议暨八届1次
主席会议召开。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
黄平林主持会议。

会议审议政协乐山市第八届委员会
常务委员会第一次会议议程（草案），《政
协乐山市委员会协商工作规则（审议稿）》
《政协乐山市委员会专门委员会通则（审
议稿）》，政协乐山市第八届委员会专门委
员会设置及人事事项，提交常委会审议通
过。

黄平林指出，本次会议标志着八届
市政协工作顺利开局。八届市政协班子
要在市委的坚强领导下，在历届市政协
班子打下的良好基础上，把关稳向、统筹
设计，示范引领、促进落实，团结带领广
大政协委员和机关干部真抓实干、砥砺

奋进，不断把我市政协工作推向一个更
高的水平。要当好政治上的“排头兵”，
在市委统一领导下主动负责、协调一致
地开展工作，确保人民政协事业始终沿
着正确政治方向前进；当好学习上的

“先行者”，坚持班子成员先学一步、多
学一点、深学一层，为政协委员和机关
干部作出表率；当好工作上的“火车
头”，紧紧围绕市第八次党代会明确的
战略目标、工作思路和实现路径，推进政
协活动与市委政府中心工作同向合拍；
当好纪律上的“示范岗”，模范遵守国家
法律法规和党风党纪要求，树立乐山市
政协的良好形象。

市政协副主席周鸿雁、刘淑玉、方平
安、易志隆、张旭东、王策鸿、袁仕伦、毛
剑，秘书长廖敏出席会议。

市政协八届党组1次会议
暨八届1次主席会议召开

本报讯（记者 戴余乐）昨（25）
日上午，乐山市第八届人民代表大
会第一次会议召开议案审查委员
会会议，审查《关于代表提出的议案
质询案及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处
理意见的报告》（草案），提请大会主
席团会议审议。市八届人大一次会
议主席团常务主席、议案审查委员
会主任委员廖策军主持会议。

根据大会主席团会议通过的议
案、质询案截止时间，到11月24日
18:00时，大会议案组在截止时间内
没有收到代表提出的议案和质询案，
收到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101件。

会议期间，代表们以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认真贯彻中央和省委、市委人
大工作会议精神，按照人民代表大

会制度“六个必须”的新理念新思
想新要求，切实把党的领导、人民
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结合起
来，切实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按
照市第八次党代会明确的“聚焦三
大任务、优化四区布局、实现五个
提升”工作思路，围绕经济社会发
展、生态文明建设和民生领域中的
重大问题和人民群众普遍关注的
热点问题，以求真务实的态度积极
向大会建言献策。

大会期间，代表提出的建议、
批评和意见，已由大会议案组登
记、整理、归类，待大会闭会后，按
照有关法律规定和乐山市人大常
委会有关制度、办法进行处理，有
关机关和组织将在法定时限内办
理并答复代表。

市八届人大一次会议
召开议案审查委员会会议

11月25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乐山市第八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闭幕。 记者 龚启文 摄

本报讯(记者 宋雪 甘国江 赵径
钟成甲 张波 唐诗敏）昨(25）日，出席
市八届人大一次会议的代表们，继续
围绕政府工作报告、市人大常委会工
作报告、市中级人民法院工作报告和
市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进行审议。

“建议尽快开通乐山大佛景区途经

高铁乐山站、乐沙生态大道至沙湾沫若
故居旅游公交专线，适时开通峨眉山·
黄湾游客服务中心到沙湾沫若故居的
旅游专线，创优旅游交通环境，提升游
客出行体验。”“建议通过多种平台引
进医疗、教育等方面的高素质人才，优
化人才队伍。” （紧转第2版）

市八届人大一次会议举行分团审议

建言献策 谋求发展

为 全 面 建 设 社
会主义现代化乐山
而不懈奋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