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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市河东区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
会第十次会议，听取和审议了周波代理区
长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会议充分肯
定了河东区人民政府“十三五”期间的工
作，同意报告中提出的2035年河东区经
济社会发展远景目标、“十四五”时期及
2021年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与重点任
务，决定批准这个报告。

会议认为，过去的五年，区人民政府在
市委、区委的领导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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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天津工
作的重要指示批示和讲话精神，深入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冠疫情防控的重要指
示批示和讲话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新发
展理念，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决贯
彻“六个坚定不移”，持续打好“六场硬仗”
及其升级版，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
主动融入京津冀协同发展，坚决落实“六
稳”“三保”和复工复学复产工作要求，扎实

推进“四个之区”建设，全力打好疫情防控
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全区经济持续稳
中向好，社会保持和谐稳定。

会议指出，“十四五”时期是河东区在
全面建成高质量小康社会基础上，开启全
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品质活力区新征
程的第一个五年，是推动高质量发展、构
建新发展格局的关键时期。区人民政府
要胸怀“两个大局”，增强机遇意识和风险
意识，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推进实现“金
创河东·津韵家园”功能定位，为全面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品质活力区不懈奋斗。

会议指出，2021年是全面实施“十四
五”规划的开局之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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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十九届二
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和中央经济工作
会议精神，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天津
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和讲话精神，深入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冠疫情防控的重
要指示批示和讲话精神，按照市委十一届

九次、十次全会和区委十一届十二次、十
三次全会部署要求，坚持新发展理念，主
动融入新发展格局，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
基调，坚决落实“六稳”“六保”工作要求，以
高质量发展为“总纲”，以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为“主线”，深入落实京津冀协同发展重
大国家战略，聚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生
态宜居城区建设、民计民生改善、治理体
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人民满意政
府，全面推进“四个之区”建设，倾力打造
“六场硬仗”升级版，统筹推进“五位一体”
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
局河东实施，确保“十四五”规划实现良
好开局。

会议号召，全区人民要高举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伟大旗帜，更
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周围，在市委、区委的领导下，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锐意进取、开拓创新，共
同建设河东美好明天！以优异成绩向中
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献礼！

区十七届人大十次会议

关于政府工作报告的决议
(2021年1月14日天津市河东区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十次会议通过)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天津市河东
区第十五届委员会第六次会议，于2021
年1月12日至14日举行。

中共河东区委书记范少军等区领导
同志出席会议，与委员共商改革大计、共
谋发展良策。会议审议批准刘树增同志
代表政协天津市河东区第十五届委员会
常务委员会所作的工作报告，审议批准袁
昆同志代表政协天津市河东区第十五届
委员会常务委员会所作的提案工作情况
的报告，通过关于区政协十五届六次会议
提案初审情况的报告。委员们列席河东
区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十次会议，听
取、讨论并赞同周波同志所作的政府工作
报告及其他报告。委员们以饱满的政治
热情和强烈的责任担当，深入协商讨论，
积极建言资政，广泛凝聚共识，充分展现
了新时代政协委员为国履职、为民尽责的
情怀，生动诠释了专门协商机构的政治功
能和制度效能。会议务实高效、风清气
正、圆满成功，是一次民主团结、共谋发
展、求真务实、催人奋进的大会。

会议认为，“十三五”时期是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也是河东区发展
进程中不平凡的五年。中共河东区委团
结带领全区人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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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天津
工作“三个着力”重要要求和一系列重要
指示批示精神，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
调，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以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主动融入京津冀协同

发展，大力推动创新驱动发展，坚定不移
深化改革开放，持续保障和改善民生，全
面建成高质量小康社会取得决定性成就。

会议认为，过去的一年，在中共河东
区委的领导下，区政协及其常委会在统筹
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双战双
赢”的实践中，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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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牢牢把握新时代人民政
协的新方位新使命，全面贯彻中共中央大
政方针和市委、区委决策部署，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履职尽责，砥砺前行，专门协商
机构作用更加彰显，建言资政和凝聚共识
双向发力实践更加有效，为推动全区经济
社会高质量发展作出积极贡献。

会议认为，中共河东区委书记范少
军同志的讲话，高度评价和充分肯定区政
协过去一年为助推高质量发展所作的工
作，明确提出了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区政
协的目标任务和努力方向，充分体现了中
共河东区委对政协工作的高度重视和坚
强领导。政协各参加单位和广大政协委
员要认真学习贯彻，自觉增强“四个意
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
强化责任担当，努力提高政治协商、民主
监督、参政议政水平，不断推进政协工作
提质增效，为河东区谱写高质量发展新篇
章作出新的贡献。

会议强调，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
立100周年，是“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
历史交汇之年，是“十四五”规划和二〇三
五年远景目标开局之年，也是天津开启全

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大都市新征程、河
东全力建设“四个之区”的起步之年。区
委十一届十二次、十三次全会清晰描绘了
未来五年乃至更长时期河东发展蓝图，明
确了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河东区高质量
发展的目标任务、重大举措和重要要求，
对全力加快“四个之区”建设作出了部署，
为做好新时代政协工作指明了方向，提出
了新的更高要求。区政协要紧紧围绕区
委确定的目标任务，牢牢把握团结和民主
两大主题，充分发挥协商民主重要渠道和
专门协商机构的重要作用，坚持建言资政
和凝聚共识双向发力，团结动员政协各参
加单位和广大政协委员，自觉维护核心，
倾力服务中心，恪守为民初心，共筑政治
同心，提振干事信心，贯彻新发展理念，融
入新发展格局，助力高质量发展，为河东
区“十四五”规划良好开局展现政协作为、
贡献政协力量！

会议号召，各党派团体、广大政协委
员和各族各界人士，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以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
工作的重要思想为指导，在中共河东区委
的坚强领导下，坚守以人民为中心的履职
理念，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努力在协
商民主上取得新突破、在凝聚共识上迈出
新步伐、在建言献策上展现新作为，为谱
写“金创河东·津韵家园”新华章，加快建
设创新转型示范区、城市更新实践区、直
沽文化繁荣区、宜居宜业承载区贡献政协
智慧和力量，以优异成绩庆祝中国共产党
成立100周年！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天津市河东区
第十五届委员会第六次会议政治决议

（2021年1月14日河东区政协十五届六次会议通过）

天津市河东区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
会第十次会议听取审议了周波代理区长
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审查了《天津市
河东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
年规划纲要（草案）》。

会议认为，规划纲要提出的河东区
“十四五”时期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指导思
想、遵循原则、发展思路和目标、主要任
务和重要举措，贯彻了党的十九大和十
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符
合市委十一届九次全会和区委十一届十

二次全会的要求，反映了全区人民的根
本利益和迫切愿望，经过全区人民的共
同努力是能够实现的，会议决定批准《天
津市河东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
个五年规划纲要》。
会议要求，区人民政府要在区委领

导下，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为指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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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市委、区委的决策部署，奋力
做好河东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各项工作，

确保“十四五”时期基本实现“金创河东·
津韵家园”功能定位，全面落实好2021
年各项工作任务，确保实现“十四五”高
起步、开好局。

会议号召，全区人民要紧密团结在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在
市委、区委的坚强领导下，以更加奋发有
为的精神状态，更加求真务实的工作作
风，拼搏进取，开拓创新，为圆满完成“十
四五”规划各项任务、加快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品质活力区而不懈奋斗。

区十七届人大十次会议

关于天津市河东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第十四个五年规划纲要的决议

（2021年1月14日天津市河东区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十次会议通过）

天津市河东区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
会第十次会议，审议了区人民政府提出
的《关于天津市河东区国民经济和社会
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实施情况的
报告》。会议认为，五年来，区人民政府
在市委、区委领导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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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对天津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和讲话精
神，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冠疫
情防控的重要指示批示和讲话精神，牢
固树立和践行新发展理念，坚持稳中求
进工作总基调，坚决贯彻“六个坚定不
移”，持续打好“六场硬仗”及其升级版，
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主动融入
京津冀协同发展，扎实推进“四个之区”
建设，坚决落实“六稳”“三保”和复工复

学复产工作要求，全力打好疫情防控人
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完成了“十三五”
规划纲要确定的主要目标任务，全区经
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
生态文明建设取得了重大进展，创造力、
竞争力和影响力明显增强，为“十四五”
时期以至2035年的长远发展奠定了坚
实基础。会议对区人民政府过去五年的
工作表示满意，决定批准这个报告。

区十七届人大十次会议

关于天津市河东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实施情况报告的决议
（2021年1月14日天津市河东区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十次会议通过）

天津市河东区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
会第十次会议审查了区人民政府提出的
《关于天津市河东区2020年国民经济和
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2021年国民

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的报告》及
2021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
同意大会计划和预算审查委员会的审查
结果报告。会议决定，批准《关于天津市

河东区2020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
划执行情况与2021年国民经济和社会
发展计划草案的报告》，批准2021年国
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

区十七届人大十次会议

关于天津市河东区2020年国民经济和
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2021年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的决议

（2021年1月14日天津市河东区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十次会议通过）

天津市河东区第十七届人民代表
大会第十次会议审查了区人民政府提
出的《关于天津市河东区2020年预算

执行情况和2021年预算草案的报告》
及2021年预算草案，同意大会计划和
预算审查委员会的审查结果报告。会

议决定，批准《关于天津市河东区2020
年预算执行情况和2021年预算草案的
报告》，批准2021年预算。

区十七届人大十次会议

关于天津市河东区2020年预算执行情况
和2021年预算的决议

(2021年1月14日天津市河东区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十次会议通过)

天津市河东区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
会第十次会议听取和审议了河东区人大
常委会主任杨文璁所作的《天津市河东区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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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工作思路，决
定批准这个报告。

会议要求，区人大常委会要在区
委的领导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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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
度的重要思想和对地方人大工作的
重要指示精神，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对天津工作提出的“三个着力”重要
要求和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坚
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依法治国

有机统一，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
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全面贯彻
市委十一届九次、十次全会和区委十
一届十二次、十三次全会的决策部署，
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切实增强监督实
效，充分发挥代表作用，大力加强自身
建设，奋力谱写新时代人大工作新篇
章，为加快推进“四个之区”建设作出
新的贡献。

区十七届人大十次会议

关于天津市河东区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
（2021年1月14日天津市河东区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十次会议通过）

天津市河东区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十次会议听取和审议了河东区人民法院
院长周宏所作的《天津市河东区人民法院
工作报告》。会议充分肯定河东区人民法
院过去一年的工作，决定批准这个报告。

会议要求，河东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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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紧围绕市委、区
委全会的决策部署，认真落实天津市河东
区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十次会议决
议，坚持党对法院工作的领导，忠实履行
宪法法律赋予的职责，着力维护国家政治
安全、确保社会大局稳定、促进社会公平

正义、保障人民安居乐业，深化司法体制
改革和智慧法院建设，巩固“基本解决执
行难”成果，构建便民高效的矛盾纠纷化
解机制，大力加强人民法院队伍建设，不
断推进审判体系和审判能力现代化，为
全力推进“十四五”开好局、高起步，为“四
个之区”建设提供有力司法保障。

区十七届人大十次会议

关于天津市河东区人民法院工作报告的决议
（2021年1月14日天津市河东区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十次会议通过）

天津市河东区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
会第十次会议听取和审议了河东区人民
检察院检察长郑立泉所作的《天津市河
东区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会议充分
肯定河东区人民检察院过去一年的工
作，决定批准这个报告。

会议要求，河东区人民检察院要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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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围绕市委、区委全会的决策部署，认真落
实天津市河东区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十次会议决议，坚持党对检察工作的
领导，忠实履行宪法法律赋予的职责，以

推进检察监督体系和监督能力现代化为
主线，深入推进改革创新，做好“六稳”
“六保”服务保障工作，加强队伍自身建
设，推动刑事、民事、行政、公益诉讼检察
工作全面协调充分发展，为全力推进“十
四五”开好局、高起步，为“四个之区”建
设提供有力司法保障。

区十七届人大十次会议

关于天津市河东区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的决议
(2021年1月14日天津市河东区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十次会议通过)

天津市河东区人民代表大会公告
（第2号）

天津市河东区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
十次会议,于2021年1月14日选举王少荣、
尹笑宇、卢新、刘立新、李建华、陈廷敏为天津
市河东区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委员。

现予公告。
天津市河东区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十次会议主席团
2021年1月14日

天津市河东区人民代表大会公告
（第3号）

天津市河东区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
十次会议,于2021年1月13日表决通过李建
华为天津市河东区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监
察和司法委员会主任委员。

现予公告。

天津市河东区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十次会议主席团
2021年1月1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