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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奋力前行2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天津市
第十四届委员会第四次会议政治决议

（2021年1月28日政协天津市第十四届委员会第四次会议通过）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天津市第

十四届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于2021年
1月24日至28日举行。
中共天津市委书记李鸿忠等市领

导同志出席会议并看望委员，参加联
组讨论，听取意见建议，与委员共商天
津发展大计。李鸿忠同志在经济界委
员联组会上的讲话，深刻阐明天津发
展面临的形势任务，对做好全市政协
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广大委员深受鼓
舞、倍感振奋。会议审议批准盛茂林
主席代表政协天津市第十四届委员会
常务委员会所作工作报告，审议批准
尚斌义副主席所作关于提案工作情况
的报告，补选了政协天津市第十四届
委员会副主席和常务委员。委员们列
席天津市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
次会议，听取并讨论廖国勋市长所作
政府工作报告，讨论《天津市国民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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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高级
人民法院工作报告、市人民检察院工
作报告及其他有关报告，高度赞同并
提出意见建议。
会议高度评价“十三五”时期天津

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重大成就。一致
认为，五年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市委、市政府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中共
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
中全会精神，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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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
持战略定力，坚持真抓实干，展现历史
担当，全市政治生态持续向好，发展质
量稳步提高，生态环境明显改善，民生
福祉不断提升，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取
得重大战略成果，“十三五”规划圆满
收官，全面建成高质量小康社会胜利
在望，为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

化大都市新征程奠定坚实基础。五年
发展成就充分表明，市委、市政府坚定
不移推进高质量发展的思路举措符合
中央要求、符合天津实际、符合群众期
盼，必将推动天津在新发展阶段实现
新跨越、再创新辉煌。

会议认为，过去一年，市政协及其
常委会在市委坚强领导下，全力以赴
投身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斗争，毫不放
松推动中央政协工作会议和市委政协
工作会议部署任务落实，团结奋斗的
共同思想政治基础更加坚实，落实党
对政协工作全面领导更加有力，建言
资政和凝聚共识成果更加丰硕，专门
协商机构作用更加彰显，政协委员责
任担当更加强化，在推动天津高质量
发展中展现了新作为、贡献了新力量。

会议高度赞同市委、市政府对天津
“十四五”时期主要目标任务的部署安排
和对2035年远景目标的谋划。一致认
为，“十四五”时期是天津在全面建成高
质量小康社会基础上，开启全面建设社
会主义现代化大都市新征程的第一个五
年，是推动高质量发展、构建新发展格局
的关键时期。要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对
天津工作“三个着力”重要要求为元为
纲，准确把握新发展阶段，深入贯彻新发
展理念，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加快推进
京津冀协同发展，努力实现“一基地三
区”功能定位，打造“津城”“滨城”双城发
展格局，一体推进高质量发展、高效能治
理、高品质生活，乘势而上书写全面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大都市新篇章。人民政
协要发挥好联系广泛、智力密集的优势，

积极围绕发展大局建言资政，围绕党的
主张凝聚共识，为实现“十四五”目标任
务汇聚向心力、增添正能量。
会议指出，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

立100周年，是“十四五”规划的开局之
年，也是天津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
代化大都市新征程的起步之年，做好今
年工作至关重要。全市各级政协组织、政
协各参加单位和广大政协委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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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
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
“两个维护”，按照市委十一届九次、十次
全会部署，坚持团结和民主两大主题，充
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紧扣“十四
五”规划实施履职尽责，着力提升发展之
能，苦练成事之功，为“十四五”开好局、
起好步贡献智慧和力量。
会议强调，当前天津发展面临机遇挑

战之多前所未有，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之重
前所未有，迫切需要统一思想认识、统一
行动步调、积聚强大势能。人民政协肩负
着加强思想政治引领、广泛凝聚共识的重
大政治责任，要自觉增强使命意识，积极
拓展平台载体，主动深入界别群众，切实
提高形成共识、增进共识、传播共识的能
力，引导广大政协委员和各界群众准确把
握天津发展的历史方位、功能定位、战略
地位，坚定发展信心，保持昂扬斗志，营造
激情干事的浓厚氛围，最大限度调动一切
积极因素，汇聚起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
化大都市的磅礴力量。
会议号召，全市各级政协组织、政协

各参加单位和广大政协委员，更加紧密地
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
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在市委坚强领导下，齐心协力、众志成城，
真抓实干、开拓进取，为全面建设社会主
义现代化大都市作出新贡献，以优异成绩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社 论 坚定发展信心，凝聚奋进
力量。昨日，中国人民政治协
商会议天津市第十四届委员会

第四次会议如期完成各项议程胜利闭幕。我们对大会的圆满成
功表示热烈祝贺！
这是一次民主团结、求实奋进、开拓创新的大会，是一次统

一思想、凝心聚力、提气鼓劲的大会。会议期间，广大政协委员
扎实做好常态化疫情防控，认真履职尽责，讨论和审议政协常委
会工作报告、提案工作情况的报告、政府工作报告、天津市国民
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草
案等文件，立足构建新发展格局、立足重大国家战略、立足高质
量发展全局，围绕落实“十四五”规划目标任务、推动天津高质量
发展，积极建言资政、广泛凝聚共识，顺利完成大会选举任务，展
现出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充分彰显了社会主义协
商民主在天津的生动实践。
伟大的事业在承前启后中推进，伟大的目标在接续奋斗中实

现。今年，是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华诞，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
目标的历史交汇之年。“十三五”圆满收官，“十四五”全面擘画，津
沽大地呈现出只争朝夕、昂扬奋进的景象。这需要全市各级政协
组织和广大政协委员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的独特作用，承担起
汇众智、聚群力、增信心的光荣使命，更好地把制度优势转化为国
家治理效能，更好地为实现新时代党的历史使命添助力、聚合力。
新理念引领新时代，新作为谱写新篇章。2021年是实施

“十四五”规划的开局之年，也是天津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
代化大都市新征程的起步之年。开局关系全局，起步决定后
势。做好今年工作，对于“十四五”规划的顺利实施和2035年远
景目标的实现至关重要。市政协于重点处着力，在关键处发力，
把狠抓落实作为政协工作的主旋律，把凝聚共识作为履职中心
环节，积极做好协调关系、理顺情绪、增进共识、加强团结的工
作，坚持出实招、下实功、求实效，重事功、练事功、善事功，以强
烈的“责任担当”来“担当责任”，开创新时代政协工作新局面，是
我市经济社会发展的迫切需要，也是广大人民群众的热切期待。
群之所为，事无不成；众之所举，业无不胜。人民政协作为党领

导的政治组织和民主形式，肩负着为实现党的历史使命凝心聚力
的重大政治责任。天津政协人要提高政治站位，立担当之志、强担当
之能、竭担当之力，自觉投身凝心聚力、决策咨询、协商民主、国家
治理第一线，努力做团结各方、推动发展的有心人、用心人、尽心
人。要强化专门协商机构建设，胸怀大局、把握新局、服务全局，坚
守初心，提振信心，凝聚人心，切实提高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
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能力和水平，在推动天津高质量发
展中当闯将、当干将、当猛将，把成事之功书写在津沽大地上。
团结战胜一切，拼搏铸就辉煌。相信在市委领导下，天津十

四届政协定将知重负重、担责尽责，以坚如磐石的信心、只争朝
夕的劲头、坚韧不拔的毅力，与时间赛跑、向胜利冲锋，拿出首战
有我的担当，聚精会神抓落实，凝心聚力加油干，在全面建设社会
主义现代化大都市新征程上砥砺奋进，以优异成绩庆祝中国
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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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佟迎宾 徐丽）昨日
上午，市十七届人大五次会议各代表
团继续分组审议市人大常委会工作报
告和市高级人民法院工作报告、市人
民检察院工作报告；酝酿主席团提名

的补选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委员正
式候选人名单草案、市人大监察和司
法委员会主任委员名单草案，推选监
票人。昨日下午，各代表团分组审议
各项决议草案。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天津市第十四届委员会第四次会议，批准盛茂林主席代表政协天津市第十四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所作的工作报告。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天津市第十四届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关于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
（2021年1月28日政协天津市第十四届委员会第四次会议通过）

关于接受魏大鹏同志辞去政协天津市
第十四届委员会副主席职务请求的决定
（2021年1月28日政协天津市第十四届委员会第四次会议通过）

因任职年龄到限，魏大鹏同志提
出辞去政协天津市第十四届委员会副
主席职务。政协天津市第十四届委员

会第四次会议决定，接受魏大鹏同志
辞去政协天津市第十四届委员会副主
席职务的请求。

人大代表审议各项决议草案

曹小红，女，回族，1961 年 5月
生，吉林乾安人，致公党成员，1983年
8月参加工作，研究生学历，农学博
士，教授。现任十三届全国政协常委，
致公党中央副主席、天津市委会主委，
天津市副市长，市第十四届政协副主
席，市红十字会会长。
1983年8月天津轻工业学院食品

工程系工业发酵专业大学毕业后，任
天津市调味品研究所技术干部，后赴
日本千叶大学自然科学研究生院微生
物管理专业攻读博士研究生，毕业后
在日本理研维他命株式会社千叶工厂
技术部担任职员。1998年回国，先后
任天津理研维他食品有限公司生产管

理部部长助理，天津轻工业学院食品
工程系教师、食品科学与生物工程学
院院长，天津科技大学食品科学与生
物工程学院院长。2003年8月任天津
科技大学副校长。2006年4月起，先
后任天津科技大学校长、致公党天津
市委会副主委。2007年7月当选致公
党天津市委会主委，同年12月当选致
公党中央副主席。2008年1月当选天
津市第十二届政协副主席。2013年1
月当选天津市副市长，同年2月当选天
津市红十字会会长。2021年1月当选
天津市第十四届政协副主席。
第十一届、十二届、十三届全国政

协委员、常委。

曹小红同志简历

王建国，男，汉族，1962年11月
生，河南西平人，1995年8月加入中
国共产党，1985年8月参加工作，在
职研究生学历，医学博士，主任医师。
现任天津市第十四届政协副主席，十
一届市委委员，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党
委书记、主任，市中医药管理局局长，
市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办公室主任。
1985年8月天津医学院口腔系口

腔医学专业大学毕业后，历任天津市第
二中心医院口腔科医生、主任，市人民医

院口腔科主任、医务部主管，市口腔医院
副院长、党委副书记、院长。2009年7月
起，先后任天津市卫生局党委常委、副局
长，市保健委办公室主任（兼），市卫生计
生委党委副书记、副主任。2017年4月
任天津市卫生计生委党委书记，市卫生
计生委（市爱卫办）主任，市保健委办公
室主任（兼）。2018年11月任天津市卫
生健康委党委书记、主任，市中医药管理
局局长，市爱卫办主任。2021年1月当
选天津市第十四届政协副主席。

王建国同志简历

市政协十四届四次会议期间，政
协委员、政协各参加单位和各专门委
员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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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真落实市委十一届九
次、十次全会部署，胸怀“两个大局”，
牢牢把握新发展阶段、新发展理念、新
发展格局的内涵要义，紧扣高质量发
展主题，聚焦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
化大都市新征程、奋力开创天津各项
事业发展新局面提出提案，凝心聚力、
建言资政。
截至2021年1月25日12时，共

收到提案949件。提案委员会根据
《政协天津市委员会提案工作条例》和
《政协天津市委员会提案审查工作细
则》，对收到的提案进行了审查。经审
查，立案898件，转为意见建议或其他
方式处理的51件。在立案的提案中，

委员个人或联名提出提案676件，占
总数的75.28%；各民主党派市委会和
市工商联、有关人民团体、市政协各专
门委员会提出提案222件，占总数的
24.72%。在立案的提案中，经济建设
方面的提案321件，占35.75%；政治
建设方面的提案66件，占7.35%；文
化建设方面的提案83件，占9.24%；
社会建设方面的提案 362 件，占
40.31%；生态文明建设方面的提案66
件，占7.35%。

本次会议提案，有以下特点：一是

紧贴中心工作。聚焦融入“一带一路”建
设、构建“津城”“滨城”双城发展格局、加
快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打造国内大
循环的重要节点、推进“科创中国”试点
城市建设、加强京津冀东部绿色生态屏
障建设、营造一流营商环境等事关天津
长远发展的战略性、全局性、前瞻性问题
提出意见建议。二是关注民生福祉。紧
紧抓住推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加
强优质医疗资源供给、完善民生托底保
障、拓展城乡居民增收渠道、培育养老服
务市场、提升城市精细化管理水平等民

生领域不平衡、不充分发展问题资政建
言。三是注重立案协商。把协商民主贯
穿提案工作全过程，审查立案中充分与
提案者沟通，深入了解提案的背景和意
图，集中进行研讨，努力把问题找准、原
因分析透、建议提得更实。
大会闭幕后，立案的提案将按有关

程序交由承办单位办理，并通过加强督
办和协商，推动提案办理落实。
本次大会提案截止日期以后收到的

提案，审查立案后作为平时提案交承办
单位办理。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天津市第十四届委员会提案委员会
关于市政协十四届四次会议提案审查情况的报告
（2021年1月28日政协天津市第十四届委员会第四次会议通过）

■本报记者刘莉莉

新春即将至，欢庆满津沽。连日
来，由市委宣传部、市国资委党委、市
文化和旅游局、市文联、北方演艺集团
组织的“我们的中国梦”——天津市新
时代“红色文艺轻骑兵”文化进万家活
动，接连走进津门生产一线鼓士气、送
祝福。昨天，一支汇集多艺术种类文
艺精兵的小分队，情绪高涨来到中电
科第五十三所，为这里奋战在一线、留
在天津过年的干部职工，送上暖心又
鼓劲的“文艺年货”。
为了发挥文化、文艺服务中心、大

局的作用，春节前夕，在严格做好新冠
肺炎疫情防控的前提下，市委宣传部
联合有关方面组织一批名家领衔、新
秀为主、灵活机动的文艺小分队，重点
深入我市生产建设一线，把主题突出、
丰富多样、凝心聚力的文艺演出和文
化服务送到奋战在一线的干部职工中
间，以文艺的形式激发敢打敢拼的士
气，营造激情干事的氛围。
继本周一走进天津水务集团后，

昨天小分队又来到中电科第五十三
所。一段《吉祥幸福中国年》载歌载
舞、喜气洋洋，拉开演出帷幕。歌曲
《我奋斗我幸福》《精忠报国》营造昂扬
向上的氛围。京剧《梨花颂》、二胡演
奏《战马奔腾》国韵十足，彰显民族艺
术深厚底蕴。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歌曲《南湖的船 党的摇篮》
讲述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一艘小小红

船承载着人民的重托、民族的希望，成
为领航中国行稳致远的巍巍巨轮。

市杂技家协会副主席杨小磊带来
的魔术表演《旗舞魅影》惊喜不断，市
曲艺团副团长李梓庭和优秀青年演员
刘磊表演的相声《一腔热忱铆劲干》用

通俗易懂的方式宣传党的十九届五中全
会精神。“从温饱到小康今非昔比，从五
星到五环百年梦圆。看今天，‘一带一路’
和谐发展，航母下水，‘鹊桥’上天……”
中国曲协副主席、市曲协主席籍薇带来
的梅花大鼓《岁月如歌》将中华大地日新

月异的变化娓娓道来。演出尾声，歌曲
《风雨无阻向前进》唱响团结奋进的笃定
信念。
春节将至，有不少观众选择留津过

年。中电科第五十三所员工周冶是个东
北汉子，“轻骑兵”送来的节目，给他在天
津的这个“年”增添了一份喜悦和振奋。
周冶开心地说：“演出太精彩了，放松了大
家的心情、鼓舞了我们的干劲。这是我第
一次在天津过年，虽说不能与家人团聚，
但可以借此机会更好地了解天津的美、领
略天津的风情，更好地投入到以后的工作
中。我相信，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我
们共同努力，一定能战胜疫情。”
演出结束后，籍薇、李梓庭、刘磊又

来到了仿真实验室，把表演送到一线工
作人员身边。“感谢艺术家来为我们加
油打气！”“这是我们应该做的！你们在
天津过年，别忘了和爸爸妈妈视频连
线。”一位员工和籍薇亲切交谈，也勾起
了籍薇的心里话，“深入基层、扎根人
民，我们责无旁贷。我知道今年许多人
选择留在天津过年，他们虽然和家人两
地相隔，但天津的文艺工作者就是他们
的家人，我们要用文艺节目给他们送上
家的温暖。”

我市“红色文艺轻骑兵”走进中电科第五十三所

鼓舞向上士气送来家的温暖

昨天，“我们的中国梦”——天津市新时代“红色文艺轻骑兵”文化进万家活动
来到中电科第五十三所，为奋战在一线、留在天津过年的干部职工，送上暖心又鼓
劲的“文艺年货”。 本报记者姚文生摄

出席市政协十四届四次会议的委员投票选举。
本报记者许凯杜建雄胡凌云摄

中国福利彩票
扶老·助残·救孤·济困
第2021028期3D开奖公告

3 8 1
天津投注总额：432494元
奖等 天津中奖数 每注奖金

单选
组选六

114注
351注

1040元
173元

福利彩票兑奖期限60个自然日

中国福利彩票

第2021012期双色球开奖公告

++26 18 06 20 14 03 01

全国投注总额：365486356元

奖等 全国中奖数 每注奖金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17注
218注
3232注

131613注
2066088注
9959544注

5854248元
83269元
3000元
200元
10元
5元

下期一等奖奖池累计金额：862128803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