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市政协五届二次会议开幕式现场。 记者 徐斌 摄

市 政 协 五 届 二 次 会 议 隆 重 开 幕

陈云讲话 邱向军杨文英出席 俞健作工作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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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龚俊慧报道：

1

月

12

日下午，市五届人大

二次会议预备会议在上饶艺术中心举行。

市委书记陈云出席会议。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杨文英主

持。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杨建林、潘表光、吴曙、江怡、郑艳

斐、周金明、吴磊，秘书长刘少旺在主席台就座。

会议应到代表

480

人，实到

442

人，合乎法定人数。

会议采取举手表决的方式， 表决通过了市五届人大

二次会议议程， 选举产生了市五届人大二次会议主席团

和秘书长， 表决通过了市五届人大二次会议议案审查委

员会名单。

又讯 记者龚俊慧报道：

1

月

12

日下午，由市五届人大

二次会议预备会议选举产生的大会主席团，在会议中心举

行第一次会议。 杨文英主持会议。

市五届人大二次会议主席团成员共

67

名， 实到

62

名，合乎法定人数。

会议以举手表决的方式，推选陈云、杨文英、任海斌、杨

建林、潘表光、吴曙、江怡、郑艳斐、周金明、吴磊、刘少旺为主

席团常务主席；通过了大会主席团执行主席分组名单；决定

了大会副秘书长人选；通过了会议日程；通过了市五届人大

二次会议表决决议、决定、议案办法；决定了代表提出议案的

截止时间为

1

月

14

日上午

9

时； 通过了市五届人大二次会

议选举办法（ 草案），决定提交各代表团审议。

市五届人大二次会议举行预备会

大会主席团同日举行第一次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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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陈绍鹏报道：

1

月

12

日上午， 中国人民政治协

商会议上饶市第五届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在市艺术中心隆重开

幕。 来自全市各条战线的政协委员齐聚一堂，认真履职，为“ 建设

区域性中心城市、打造现代化大美上饶”贡献政协智慧和力量。

市政协五届二次会议应到委员

473

名，实到

445

名，符合政

协章程规定。

陈云、邱向军、俞健、刘斌、谢柏清、毛敏珍、张庆国、叶震春、

诸立、夏丽云、付波文、万冬梅、张晓洪、黄统征、余忠效、张保卫、

熊孙魁、徐有林在主席台前排就座。

杨文英等市委、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上饶军分区、市中级

人民法院、市人民检察院、上饶经开区、上饶师院、江西医专领导

同志，在饶担任过市（ 地）人大、政协正厅实职的老同志，担任过

省人大、省政协厅级职务的老同志，担任过市（ 地）政协副厅职务

在政协退休的老同志应邀出席开幕大会并在主席台就座。

市政协副主席谢柏清主持。

市委书记陈云对大会的召开表示热烈的祝贺。 他说，刚刚过

去的

2021

年，在省委、省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全市上下坚持以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落实党中央、国

务院和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综合实力稳步提升，产业升级步

伐加快，城乡面貌持续改善，民生福祉不断增进，党的建设全面

加强，顺利实现了“ 十四五”良好开局。

陈云指出，这些成绩的取得，离不开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领航定向，离不开省委省政府的关心关怀，离不开全市广

大党员干部群众的共同拼搏， 也凝聚着全市各级政协组织和广

大政协委员的心血、智慧和汗水。 一年来，全市各级政协组织围

绕中心、服务大局，主动担当、积极作为，做到了政治引领坚定有

力、双向发力精准有方、为民服务积极有为、自身建设务实有效，

为推动上饶高质量跨越式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陈云指出，去年的疫情防控阻击战歼灭战，是一场大战，也

是一场大考。 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 疫”中，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

大人民群众奋不顾身、奋勇向前，心手相连、守望相助，迅速凝聚

起“ 一座城一条心”的蓬勃力量，夺取了处置突发疫情重大考验

的全面胜利。 他强调，一座城，一条心，一定赢！ 站在新的历史起

点上，要继续弘扬“ 一座城一条心”精神，同心同德、同心同向、同

心同行，不断迈出“ 建设区域性中心城市、打造现代化大美上饶”

的坚实步伐。

——— 一座城一条心，必须紧跟核心，始终爱党爱国。 全市各

级政协组织和广大政协委员要胸怀“ 两个大局”、心系“ 国之大

者”， 注重思想政治引领， 把牢政协性质定位， 强化政协党的建

设，始终做到旗帜鲜明讲政治。

——— 一座城一条心，必须紧扣中心，加快发展步伐。 政协界

别众多、联系广泛，人才荟萃、智力密集，要更加积极主动地围绕

中心、融入中心，善建睿智之言，多行服务之举，广聚奋进之力，

更好体现政协担当、展现政协风采。

——— 一座城一条心，必须紧贴民心，持续改善民生。 全市各

级政协组织和广大政协委员要始终站稳人民立场， 深入群众察

民情，满怀真情解民忧，全心全意顺民意，真正做到人民政协为

人民。

——— 一座城一条心，必须坚守初心，认真履职尽责。 全市各

级政协组织和广大政协委员要坚持为国履职、为民尽责，进一步

加强制度建设、作风建设、队伍建设、以担当作为的“ 实绩表”，交

出履职尽责的“ 成绩单”。

陈云强调，市委将全力支持政协参政议政，为政协履行职能

创造良好条件； 全市各级党委要切实加强和改进对政协工作的

领导，及时研究解决政协工作重大问题；全市各级政府要自觉接

受政协民主监督，认真做好政协提案办理工作；市党政领导每人

每年要就相关工作到政协通报协商，形成通报协商制度，推动形

成重视、支持政协工作的良好氛围。

市政协主席俞健作市政协常委会工作报告。 俞健指出， 去

年以来， 特别是换届以后， 在省政协的正确指导和中共上饶市

委的坚强领导下， 市政协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为指导， 深入学习贯彻中共十九大和十九届历次全会精

神， 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

的重要思想以及中央、 省委、 市委政协工作会议精神， 自觉把

履职聚焦到中央决策、 省委部署、 市委要求和群众期盼上来，

强化理论武装、 主责主业、 使命担当、 团结共事、 自身建设，

切实做到在“ 大学习” 中坚定理想信念、 在“ 大履职” 中彰显

担当作为、 在“ 大考验” 中交出优异答卷、 在“ 大联合” 中凝

聚奋进力量、 在“ 大提升” 中夯实履职基础，为推动上饶经济社

会高质量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俞健指出，

2022

年，是党的二十大召开的喜庆之年，做好各

项工作意义重大。 市政协工作的总体要求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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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届历次全会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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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真落实中共上饶市委决策部署，大力弘

扬方志敏精神，坚持发扬民主和增进团结相互贯通、建言资政和

凝聚共识双向发力，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履职尽责、奋发有为，

着力铸就“ 政协品格”、彰显“ 政协担当”、汇聚“ 政协力量”、展现

“ 政协情怀”、迸发“ 政协活力”，树好对党忠诚有品格、服务大局

有担当、同心奋进有力量、为民尽责有情怀、作风优良有活力的

新样子，努力开创全市政协工作新局面。 具体要做到：始终坚持

党的全面领导， 毫不动摇把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作为最高政治原

则，贯穿到政协工作全过程各方面；全面提高建言资政水平，在

服务大局中找准着力点，在服务发展中找准切入点，在服务人民

中找准结合点；持续深化凝聚共识工作，着力为上饶改革发展凝

聚人心、汇聚力量；全力抓好政协队伍建设，推动政协工作提质

增效。

会议审议通过了市政协五届二次会议议程；李娟等

15

名委

员进行了大会发言。

列席开幕大会的有：市委各部门、市直各单位、驻外机构、中

央和省属驻饶企业和新闻单位负责人。

陈云在开幕式上讲话。 记者 徐斌 摄

俞健作政协常委会工作报告。 记者 徐斌 摄

各位委员、同志们：

今天， 政协上饶市第五届委员会第二次会议隆重

开幕了，这是全市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 在此，

我代表中共上饶市委，向大会的召开表示热烈的祝贺！

向出席会议的全体委员和同志们致以诚挚的问候！

刚刚过去的

2021

年，我们以奋斗定义时间，用汗

水浇灌收获，顺利实现了“十四五”强势开局。 在省委、

省政府的坚强领导下， 全市上下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落实党中央、国务

院和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综合实力稳步提升，产业

升级步伐加快， 城乡面貌持续改善， 民生福祉不断增

进， 党的建设全面加强。 预计全市

GDP

增长

9.5%

左

右；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长

4%

；规上工业营业收入增

长

35%

以上，总量超过

5000

亿元、历史性地跻身全省

前三，全市经济发展速度保持全省“第一方阵”前列。

收获来自和衷共济，发展源于勠力同心。 这些成绩

的取得， 离不开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定

向，离不开省委省政府的关心关怀，离不开全市广大党

员干部群众的共同拼搏，也凝聚着全市各级政协组织和

广大政协委员的心血、智慧和汗水。 一年来，全市各级政

协组织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主动担当、积极作为，为推

动上饶高质量跨越式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一是政治引

领坚定有力。 坚决对标对表中央精神、省委要求和市委

部署，坚持党对政协工作的全面领导，持续加强政治理

论学习，切实加强思想政治引领，进一步夯实了共同思

想政治基础。 二是双向发力精准有方。 自觉将政协工作

放到全市工作大局中去谋划推进，坚持建言资政和凝聚

共识双向发力，广集良策促进决策优化，广聚共识推动

决策实施。 三是为民服务积极有为。 践行以人民为中心

的发展理念，紧扣“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等主题，扎实

推进基层协商民主建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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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建

+

好商量”工作在

全省叫得响、在全国有影响。四是自身建设务实有效。全

面加强政协机关建设和委员队伍建设，建立健全各项制

度，不断推进政协工作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 对于市

政协的工作，市委是满意的，社会各界也是充分认可的。

借此机会，我代表中共上饶市委，向全市各级政协组织

和广大政协委员，向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

表示衷心的感谢并致以崇高的敬意！

（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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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龚俊慧报道：

1

月

11

日下午至

12

日

上午， 市人大常委会举办上饶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

代表培训班，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秘书长李连宁、

省人大常委会选任联工委原主任吴会清作专题授课。

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杨文英， 常委会其他领导杨建

林、吴曙、江怡、郑艳斐、周金明、吴磊、周遐光、郑晓春、

郑卫平、余接成、胡伟、刘少旺，副市长胡心田，市人民

检察院检察长张继田等参加。 杨建林作开班动员讲话，

江怡主持。

培训班上，李连宁作了题为《 学习贯彻十九届六中

全会和中央人大工作会议精神 做好新时代人大工作》

的授课，吴会清作了题为《 认真学习贯彻中央人大工作

会议精神 充分认识人大代表的地位、作用、权利、义务，

认真履行代表职责》的授课。

培训班要求 ， 要旗帜鲜明讲政治 ， 通过依法履

职， 保证党的主张和人民意志高度统一， 保证党的决

策部署在国家和社会生活中得到全面贯彻落实； 要锲

而不舍抓学习， 为发挥代表作用、 依法履职、 服务群

众奠定良好基础 ； 要持之以恒转作风 ， 坚持民有所

呼、 我有所应， 切实把人民赋予的权力用来为人民谋

利益。

参加培训的代表们纷纷表示， 将努力做到学以致

用、知行合一，珍惜和使用好代表权力，践行好人民选

我当代表、我当代表为人民的初心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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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蔡晓军报道：

1

月

12

日下午， 市政协

主席俞健参加了市政协五届二次会议中共、民革、无党

派界别分组讨论。 黄统征、邵小亭、徐有林参加。

讨论中，市政协委员们围绕市委书记陈云在市政协五届

二次会议开幕大会上的讲话和市政协常委会工作报告，各抒

己见，踊跃发言，给予高度评价，并结合上饶发展和自身履职

实际，就产业发展、城市管理、生态环保、交通运输、文化教育

等方面提出了许多有建设性的意见建议。 现场气氛热烈。

在听取部分委员发言后，俞健表示，新一届政协委

员普遍素质好、水平高，有责任、有情怀，善履职、敢担

当，换届以来积极参与疫情防控、努力提升能力水平、

围绕发展建言献策，展现了新时代政协委员新风采。

俞健强调，委员是人民政协的主体，委员主体作用

的发挥决定了政协工作的成效。 广大委员要遵守组织

纪律，不断提升履职效能；要珍惜学习交流机会，提高

履职能力和水平；政协组织和委员要相互尊重、相互支

持，齐心协力推动上饶政协工作高质量发展；要对标先

进典型，做到见贤思齐，共同打造新一届政协新样子。

上饶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培训班举行

杨文英参加

俞 健 参 加 政 协 分 组 讨 论

凝心谋发展 聚力启新程

———热烈祝贺上饶市两会胜利召开

（全文见第二版）

社

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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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陈绍鹏 徐芸报道：

1

月

12

日晚，全市

疫情防控工作视频会召开。 市委书记陈云提出要求，市

委副书记、代市长邱向军出席并讲话。 市委常委、政法

委书记吴树俭出席； 副市长祝美清主持并通报了疫情

防控工作情况；上饶经开区管委会主任邵小亭，市政府

秘书长毛祖宾出席。

陈云指出，春节将至，返乡人员大规模流动和聚集性

活动显著增多，极大增加了疫情传播风险，给疫情防控带

来了严峻挑战。 全市各地各部门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疫情防控的重要指示要求， 切实按照省委省

政府部署要求，始终绷紧疫情防控这根弦，持续压紧压实

“ 五方责任”，压实属地责任，全面落实“ 外防输入、内防反

弹”各项措施，做到精准防控、科学防控。

就做好疫情防控工作，陈云提出了六点要求：一要

加强对省外来（ 返）饶人员的排查管控，尤其是针对春

运期间人员流动密集情况，要进一步完善防控预案，强

化疫情网格化联防联控、群防群控职能，发挥大数据作

用，做好摸底排查和信息登记工作，特别是要做好中高

风险地区返饶来饶人员的信息登记，做到县不漏乡、乡

不漏村、村不漏户、户不漏人。 二要严格落实机场、高铁

站、定点医院、隔离场所等重点部位、重点场所、重点人

员的闭环管理；发挥交通场站、药店、医院和卫生院“ 哨

卡”作用，严格落实“ 四早”要求。 三要注重流调溯源能

力建设，不断提升流调信息的分析研判能力。 四要加大

宣传力度，引导群众做好个人防护，做到不举办不参加

无防控措施的聚集性活动。 五要继续做好疫苗接种工

作，不断筑牢免疫屏障。 六要认真开展疫情防控自查、

督查工作， 全面查找风险点和薄弱环节， 抓紧补齐短

板， 坚决堵塞漏洞， 切实巩固来之不易的疫情防控成

果，确保全市人民过一个平安欢乐祥和的春节。

邱向军在讲话中强调，要科学研判，切实增强疫情

防控的紧迫感。 进一步发扬连续作战精神，克服懈怠厌

战情绪，持续巩固来之不易的疫情防控成果。 要综合施

策，落实落细疫情防控的硬举措。 把牢输入“ 关口”，坚

决贯彻“ 外防输入、内防反弹”总体策略，严格守好“ 人

防关、物防关、哨口关”，有力阻断外部输入风险；堵塞

防控“ 缺口”，切实加强网格化管理，做到面上管控精准

精细、重点防控落实落细，确保疫情防控万无一失；完

善管理“ 归口”，进一步健全工作机制，壮大人员队伍，

备齐防疫物资，绝不打无准备之仗。 要压实责任，不断

汇聚疫情防控的合力。 强化责任落实， 进一步压紧属

地、部门、单位、社区、个人“ 五方责任”，确保疫情防控

落实“ 不打折”；强化督促检查，带着问题去、瞄着重点

督、盯着弱项查，有针对性地开展专题督导；强化宣传

引导，广泛宣传“ 两个主动”“ 两个做到”“ 两个必须”疫

情防控要求，不断提高公众防护意识和健康素养，努力

营造平安有序、欢乐祥和的节日氛围。

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在“

12+3

”设分会场。

全市疫情防控工作视频会召开

陈云提出要求 邱向军出席并讲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