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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士强 叶 明 田翊莹（女） 仝建勇 刘克强 李 钢 李 浩
李 康 李 斌（女） 李国胜 杨云生 张 莉（女） 张 健 张锡顺
陆 盈（壮族） 陈 乐（女） 陈 宁 陈 凯 陈志红（女） 邵 将
明建平 周洪亮 郑伟铭 赵 伟 赵文艳（女） 赵春林 胡敬群（女）
姚建军 贾志杰 贾金伟 徐志强 高宝江 康 一 董可亮 廉桂峰

中共天津市和平区第十二届委员会
委员当选人名单

姚建军 郑伟铭 李 斌（女） 刘克强 张 莉（女） 李 浩
胡敬群（女） 陆 盈（壮族） 仝建勇 陈 宁 李 康

尹东华（女） 左立勇 石 鹏（女） 付 贤 刘 晨（女） 刘文澄（女）
刘福梅（女） 李 杨（女） 李红兵 李凯峰 宋美娜（女） 张 艳（女）
张胜国 张维兰（女） 陈青松（壮族） 陈明华 周睿睿 赵金良
胡敬群（女） 常 红（女） 梁智刚 韩晓良 景 建 黎 旭（女）
颜明杰

中共天津市和平区第十二届纪律检查
委员会委员当选人名单

本报讯（记者王阳）中国共产党天
津市和平区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于12
月2日至12月5日在和平区会议中心
召开。大会的主题是：高举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以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切嘱托，坚守初
心使命，担当时代重任，实施“两高三
化”发展策略，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
展做“示范”、争“旗舰”、创“品质”，奋力
谱写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大都市
标志区的新篇章。

大会主席团常务委员会委员、大会
执行主席姚建军、郑伟铭、廉桂峰、高宝
江、李斌、刘克强、张莉、吴金星、胡敬
群、陆盈、仝建勇、陈宁、李康等在主席
台就座。市委换届选举工作督导组组
长陈养发等到会指导。

12 月 3 日，大会举行开幕会，听
取姚建军代表中共和平区第十一届
委员会作的题为《坚守初心使命，担
当时代重任，奋力谱写全面建设社会
主义现代化大都市标志区新篇章》的
报告。

姚建军在报告中表示，区第十一次

党代会以来，面对空间狭小的制约、转
型发展的阵痛、民生保障的压力、管党
治党的考验，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严重
冲击，区委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认真贯彻落实
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

中、五中、六中全会精神，在市委的坚
强领导下，团结带领全区广大党员干
部群众，担难担险、苦干实干，全力打
造“五个高地”，获得和保持30多项国
家级荣誉，书写了和平区高质量发展
的精彩篇章。

姚建军从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
托，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抓住重
大战略机遇，协同发展迈出新步伐；
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全面小康夺取
新胜利；认真贯彻新发展理念，转型
升级实现新突破；践行以人民为中心
的发展思想，民生福祉达到新水平；
推进城区管理精细化，城区品质得到
新提升；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平安
和平建设取得新成效；加强党的全面
领导，民主政治建设迈上新台阶；坚
决扛起管党治党主体责任，全面从
严治党呈现新气象等九个方面总
结了过去五年来和平区所取得的
成绩。

姚建军在报告中要求，要牢记嘱托
再出发，矢志不渝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
引的方向阔步前行。深刻把握习近平
总书记视察重大意义，进一步激发干事
创业的强大势能；深刻把握习近平总书记
深厚为民情怀，进一步坚定人民至上的
政治立场；深刻把握习近平总书记重要
指示精神，进一步深化为民服务的生动
实践。

（下转第14版）

坚守初心使命 担当时代重任
奋力谱写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大都市标志区新篇章

中共天津市和平区第十二次代表大会胜利召开
大会选举产生新一届区委和区纪委 通过关于十一届区委报告和区纪委工作报告的决议

本报讯（记者王阳）12月5日，中国
共产党天津市和平区第十二届委员会
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姚建军同志受
中共天津市和平区第十二次代表大会
主席团委托主持会议。市委换届选举
工作督导组组长陈养发等到会指导。
新当选的35名区委委员和7名区委候
补委员出席会议。

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天津市和
平区第十二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
选举办法》；对人事安排进行了说明；酝
酿、讨论、通过区委常委和书记、副书记
候选人名单；推选并通过监票人，指定
计票人；选举中共天津市和平区第十二
届委员会常委；宣布中共天津市和平区
第十二届委员会常委选举计票结果；宣

布中共天津市和平区第十二届委员会
常委当选人名单；选举中共天津市和平
区第十二届委员会书记、副书记；宣布
中共天津市和平区第十二届委员会书
记、副书记选举计票结果；宣布中共天
津市和平区第十二届委员会书记、副书
记当选人名单；通过了中共天津市和平
区第十二届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次全

体会议选举结果的报告。
会议选举产生了中共天津市和平

区第十二届委员会常委；选举姚建军为
中共天津市和平区第十二届委员会书
记；选举郑伟铭、李斌为中共天津市和
平区第十二届委员会副书记。

新当选的区委书记姚建军代表新
当选的区委常委会讲话。他表示，刚刚闭
幕的中国共产党天津市和平区第十二次
代表大会，审查通过了十一届区委报告和
区纪委工作报告，选举产生了新一届区
委，圆满完成了各项任务。新一届区委受
命于“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历史交汇的
关键节点，肩负着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
化大都市标志区的重要使命，承载着全
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热切向往。

（下转第14版）

中共和平区委举行十二届一次全会
选举产生区委常委和书记副书记

本报讯（记者王阳）12月6日，区委
书记姚建军主持召开十二届区委第一次
常委会会议，集体学习《中国共产党章
程》主要内容，传达学习市委十一届十一
次全会精神，以及市委常委会会议，市
委、市政府专题会议精神，就抓好工作落
实进行部署。区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廉
桂峰，区政协党组书记高宝江，区委副书
记李斌及有关区领导出席。

会议强调，认真学习党章、严格遵守
党章，是加强党的建设的一项基础性经常
性工作，要把学习践行党章作为必修课，
自觉做到内化于心、外化于行。要坚定理
想信念，树牢宗旨意识，按照党章要求，自
觉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武装头脑，切实筑牢信仰之基，补足精
神之钙，把稳思想之舵，进一步增强“四个
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
护”。要严格执行党章党规，坚决维护党
章党规，各级党员领导干部要牢记自己的
第一身份是共产党员，第一职责是为党工
作，以身作则、率先垂范，自觉加强党性修
养，严守党规党纪特别是政治纪律，严格
执行民主集中制，做学习党章、尊崇党章、
践行党章的模范。要坚守初心使命，勇于
担当作为，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切嘱托，
聚焦区第十二次党代会规划的宏伟蓝图
和奋斗目标，担当作为、履职尽责、真抓实
干、攻坚克难，为全面建设“发展高质量、

生活高品质、城区国际化、管理精益化、治
理现代化”的新和平贡献智慧和力量。

会议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把学
习宣传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
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大
政治任务，全方位、立体化、多层次宣传
解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引导广
大党员干部切实将思想和行动统一到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和市委十一
届十一次全会精神上来，深刻领会“两
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定不移高举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的伟大旗帜，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
毫不动摇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自
觉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倾心
尽力办好民生实事，切实把学习成果转
化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大都市
标志区的生动实践。

会议强调，要深刻认识共建“一带一
路”，认真落实中央和市委关于“一带一
路”建设决策部署，结合我区实际，找准
切入点，借势、借力推动高质量发展。要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
改进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论述，坚持用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
装全党、教育人民。要深入开展党的十
九届六中全会精神学习宣传教育，结合
“四史”学习教育，推动新时代思想政治
工作守正创新。 （下转第14版）

区委常委会会议召开

倾心尽力办好民生实事

本报讯（记者张翅）12月6日，2021
年度安全生产巡查第五巡查组进驻和
平区动员会议召开。和平区委副书记、
区长郑伟铭，第五巡查组组长、市应急
管理局副局长张军武出席并讲话。
会上，张军武作巡查工作动员部

署。郑伟铭对市安全生产巡查五组进
驻和平区表示热烈欢迎。郑伟铭表示，
开展安全生产巡查是贯彻落实党中央、
国务院决策部署，加强安全生产工作的
重要举措，是推动基层安全生产工作提
质提效的重要抓手，要以高度的责任感
和使命感，高质量、高标准对巡查出的

隐患问题全面落实整改，大力提升本质
安全水平。

郑伟铭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把
巡查作为全面加强我区安全生产工作、

提升安全发展水平的重要契机，全面压
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进一步增强做好
安全生产工作的自觉性和主动性。要
服从巡查工作安排，对照具体内容标

准，做好相关资料台账的准备工作，如
实反映和平区落实党中央、国务院以及
市委、市政府关于安全生产工作的决策
部署和工作要求情况。各单位、部门要
自觉强化担当精神，牢固树立责任意
识，对此次巡查中发现的问题逐条梳
理，明确责任单位和责任人，细化整改
措施，举一反三、以点促面，加快补齐安
全生产短板，切实筑牢安全防线，为全
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的安全保障。

区有关领导汇报2021年和平区安
全生产工作情况。

安全生产举报电话12350

2021年度安全生产巡查第五巡查组进驻和平区动员会议召开

切实筑牢安全防线

本报讯（记者张昕然）日前，和平区
第十七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四十六次
会议。会议决定：天津市和平区第十八
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于2021年
12月11日至14日召开。

会议审议通过了《和平区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召开和平区第十
八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的决定
（草案）》《和平区第十八届人民代表大
会第一次会议主席团和秘书长建议名

单》《和平区第十八届人民代表大会计
划和预算审查委员会建议名单》《和平

区第十八届人民代表大会议案审查委
员会建议名单》《和平区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送审稿）》《关于
和平区2021年20项民心工程完成情况
的报告》《和平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关于对和平区2022年20项民心工
程项目实施票决的决定（草案）》及《和
平区2022年20项民心工程候选项目》。

会议听取和审议了《和平区人民政
府关于区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八次
会议和闭会期间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
办理情况的报告》 （下转第16版）

区人大常委会召开第四十六次会议
决定区十八届人大一次会议本月11日至14日召开

本报讯（记者曹莹）日前，和平区
政协召开第二十九次常委会议，区政
协主席姚志毅主持会议并讲话。中共
和平区委有关领导和区政协有关领导
参加会议。会议决定：中国人民政治
协商会议天津市和平区第十五届委员
会第一次会议于2021年 12月10日至
13日召开。
会议集体学习了党的十九届六中

全会精神，听取了区政府办主要负责同
志通报 2021年提案整体办理落实情
况，审议通过了政协和平区第十五届委

员会的参加单位、委员名额、界别设置
和委员人选名单及政协和平区第十五

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主席团组成情况，
审议和通过了政协和平区第十五届委
员会第一次会议有关事项。

会议指出，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是
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
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的重大历史
关头胜利召开的。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
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
验的决议》，

（下转第16版）

区政协召开第二十九次常委会议
决定区政协十五届一次会议本月10日至13日召开

坚守初心使命，担当时代重
任，实施“两高三化”发展策略，推
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做“示
范”、争“旗舰”、创“品质”，奋力谱
写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大都
市标志区新篇章。

马 轶 马洪新 陈忠文 庞海军（满族） 高莉萍（女） 崔成永
褚新红（女）

中共天津市和平区第十二届委员会
候补委员当选人名单

书记： 姚建军
副书记：郑伟铭 李 斌（女）

中共天津市和平区第十二届委员会
常务委员会委员当选人名单

中共天津市和平区第十二届委员会
书记、副书记当选人名单

中共天津市和平区第十二届纪律检查
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当选人名单

胡敬群（女） 赵金良 景 建 张 艳（女） 李红兵 张维兰（女）
李凯峰 黎 旭（女） 常 红（女）

中共天津市和平区第十二届纪律检查
委员会书记、副书记当选人名单

书记： 胡敬群（女）
副书记：赵金良 景 建 张 艳（女）

(共35名，按姓氏笔画排序）

(共7名，按得票多少排序，得票相等的按姓氏笔画排序）

(共25名，按姓氏笔画排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