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肩负使命绘蓝图 凝心聚力谋发展
——西青区第十二次党代会代表访谈录

根据我国宪法关于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每届任期五年的规定，按照天津市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区、乡镇两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换届选举时间和
选举有关问题的决定》要求，2021年7月下旬至11月1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中国人民解放军选举全国人
民代表大会和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办法》《天津市区以下人民
代表大会代表选举实施细则》和区人大常委会关于区、镇人民代表大会换届选举
有关问题的决定，依法直接选举产生了西青区第十八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233
名。天津市西青区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十五次会议根据代表
资格审查委员会提出的审查报告，确认当选的233名代表的代表资格有效。现将
天津市西青区第十八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单予以公布。

天津市西青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21年11月29日

天津市西青区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公告
第 十 四 号

（以姓名笔画为序排列）

一、西营门街（13名）

王志平 边德月（女） 刘小可（女） 刘亚青（女） 杜秀云（女） 李振旺
张启浩 张玲玲（女） 张 虹（女） 陈 刚 陈 虎 赵 伟
徐宏伟

二、李七庄街（18名）

马长洁 王 红（女） 王劲松 王晓丽（女） 皮明柱 刘玉峰
齐中波 江 义 李亚南（女） 时爱丽（女） 张 颖（女） 周恩禄
赵光勋 秦丽丽（女） 贾明磊（女） 顾志昊 郭宝印 郭 浩

三、赤龙南街（11名）

王 青 左 敬 任连庆 刘乐峰 吴玉山 陈瑞（女）
岳 月（女） 郑洪宾 郭全圣 崔秀贵 薛 敏（女）

四、津门湖街（11名）

刘宝颖（女） 杨 磊 宋 雪（女） 张丽雯（女） 陈 鹏 林瑞华
尚 颖（女） 倪正姣（女） 韩新辉 谢华生 魏 娜（女）

五、杨柳青镇（43名）

丁明航（回族） 于传子 于树根 门留仁 马英伦
王永美（女） 王昭明 王 振 王 莉（女） 王维平 王朝伟
边甫兴 乔兆亮 刘 欣（女） 刘 浩 刘家珍（女） 齐连秀（女）
牟善本 李文慧（女） 李玉生 李庭敏（女） 李 清（女） 杨红梅（女）
杨俊宝 吴长兵 宋昭军 宋浩茹（女） 张之梅（女） 张 伟
张翠华（女） 陈雅婷（女） 姚锦男 高华松 唐国庆 黄世好
董爱萍（女） 董照南（女） 谢婉茹（女） 甄振华 鲍金磊 鲍学武
翟丽颖（女） 魏晓勇

六、辛口镇（20名）

马 静 王树军 兰会庆 毕红鸽 毕雨晴（女） 刘 丹（女）
刘 强 李 艳（女） 李 健 杨绍荣（女） 张一谋 张 宇
张树仁 张彩云（女） 秦景元 袁 伟 高 志 高 昆（女）
高祝军 潘兴旺

七、中北镇（28名）

于 强 于翠翠（女） 马学震 王 莹（女） 王震月（女） 冯建敏（女）
吕 游 邬 茜（女） 刘妍妍（女） 刘顺健 孙建平 苏 敬
李长娥（女） 李 冬 杨 静（女） 邱增焜 张云琦 张 军（女）
张 丽（女） 张震雨 郑美会（女） 宗晓鹏（女） 孟 瑶（女） 胡艳刚
姚 勇 都应顺 徐佳洪 黄怡然（女）

八、张家窝镇（22名）

马金花（女） 王占勤（女） 王振坡 井 溶（女） 刘建文 刘洪银
刘海余 苏胜刚 李文云（女） 李春亮 李 娜（女） 李德良
杨长庚 张永盛 张 欣（女） 张萍萍（女） 林佐维 赵秋亮
宫 楠（女） 顾 正 韩红彩（女） 谭永志

九、精武镇（23名）

王玉娟（女） 王 燕（女） 邓欢欢（女） 甘敬浩 白学军 乔金星
刘学梅（女） 刘 斌 杜宝新 李成达 李 玲（女） 杨文起
杨 斌 张忠芬（女） 张孟军 张洪秋 张桂华（女） 陈莉（女）
武梦英 封 严（女） 柯永振 高连报 梁 军

十、大寺镇（23名）

王会军 王培琴（女） 牛敏敏（女） 冯忠源 冯学松 闫芹芹（女）
孙俊茹（女） 李 力 李文亮 杨 琪（女） 吴元奎 宋春娇（女）
张永华（女） 张其良 张 雪（女） 张 磊 张鹤馨（女） 徐广明
徐海权 殷学武 郭长亮 韩 婧（女） 谢广玲（女）

十一、王稳庄镇（21名）

于爱国 万福然（女） 王庆茂 田斯婷（女） 孙子坤 孙严声
孙学坤 孙铭毅 李春萌（女） 李 鹏 李 蔷（女） 杨 洋
张 军 张崇洋 张 楠 陈 伟（土家族）
贯孝芹（女） 赵春雷 崔荷瑞（女） 韩伟娜（女） 程广芹（女）

天津市西青区第十八届人民代表大会

代表名单
（共233名）

■记者 贾义清 许逸飞

群策群力谋发展，凝心聚力绘
蓝图。西青区第十二次党代会期
间，党代表们认真学习报告内容，全
面领会报告精神，在学习领会中凝
聚共识结合实际工作，谈感想、提建
议。他们将带着一份沉甸甸的责
任，在新征程中展示新作为、开创新
局面、谱写新篇章。

党代表张军接受采访时表示，
接下来，王稳庄镇将贯彻落实西青
区第十二次党代会精神，充分发掘
自身生态禀赋优势，全力提升发展
活力。围绕“两廊四区一基地”总体
布局，以天津市绿色生态廊道，独流
减河生态廊道蓝绿纵横骨架为串
联，重点打造小站稻核心示范区，大
美稻香生态旅游区、静脉产业循环
经济区、车联网测试先导区四大特
色产业园区，推动国家级“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创建
成果转化，为建设西青区现代化活
力新城，谱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贡
献力量。

党代表李宏昌说，我们将以西
青区第十二次党代会为契机，压紧
压实管党治党责任，抓好作风建设，
鼓舞士气，提振精神，持续优化“一
轴两园三区四带”总体发展思路，精
雕细刻产城融合新样板，加快大运
河艺术之城、中北运河活力小镇建
设，推动经济转型新发展，着力抓实
外环线都市发展带、中北镇智能网
联汽车产业区、智慧城市产业聚集

区等项目建设，不断创新和完善社
会治理体系，完善城镇综合服务功
能，全面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水平，向
全镇人民交上一份满意的答卷。

党代表宫克明接受采访时表
示，报告非常鼓舞人心。报告从七
个方面全面回顾和总结了过去五年
的工作，明确提出了今后五年的奋
斗目标，特别是报告中提出了“打造
大运河闪亮明珠 建设现代化活力
新城”的奋斗目标，为我们未来的发
展指明了方向，明确了目标。我们
将紧紧抓住大运河文化国家公园建
设机遇，遵循“一轴一廊一心三区
两纵四横 多节点”的城镇发展规划
布局，加快推进国潮小镇、文化学镇
和古镇商圈建设，把杨柳青镇打造
成天津西部文旅休闲胜地，京津冀
协同发展中的重要文化节点。同
时，加快城市重塑肌理，完善城市功
能，塑造大运河文化带上“最闪亮的
明珠”。

党代表林小琳说，西青区第十
二次党代会是西青区在“十四五”实
现良好开局，高质量发展进入新阶
段时期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会
议。下一步西青区政务服务办将抓
好三个方面的工作：第一就是坚持
改革创新，不断深化政务服务改革，
进一步加大改革创新的力度，推送
创造更多的“拿地即开工”案例，推
进工程项目的审批制度改革；第二
则是要坚持人民至上，进一步推进
政务服务的便民化水平，落实“一制
三化”改革的要求，推进政务服务智

能化，同力推进“一窗通办 一窗受
理”，让全区的百姓在政务服务工作
中，有更多的收获感和服务感；第三
个方面是要坚持精准服务，全面提
升和优化西青区营商环境，全面推
动落实“营商环境三年行动”，进一
步落实“亲商八条”，在全区努力打
造亲商、暖商、重商的环境。

党代表梁亮说，下一步，西青
区农业农村委将贯彻落实好西青
区第十二次党代会精神，进一步提
高政治站位，结合全市“三美四乡”
的工作部署，加强全面实施乡村振
兴战略谋划，不断增强农业农村发
展活力，实现全区农业全面升级，
农村全面进步，农民全面发展，谱
写新时代西青“三农”工作新篇章。

党代表庞立丽接受采访时表
示，西青区委党校要学习贯彻西青
区第十二次党代会精神，紧紧围绕
报告主题，牢固树立“打磨名课 争
当名师 创建名校”的理念，培育事
业发展新动能，加快打造“守护千年
运河 展望百年西青”的精品课程，
展现时代新活力。

党代表苗洪生接受采访时表
示，报告站在西青新的发展起点
上，全面科学总结了过去五年的工
作成绩和经验，并深刻分析了西青
区高质量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对今
后五年的工作做了更科学、更全面
的部署，报告内容务实、催人奋进，
集中反映了全区上下坚定不移谱
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的信心和决
心。报告中提出的“打造大运河闪

亮明珠，建设现代化活力新城”的
奋斗目标，非常契合西青区实际。
张家窝镇将依托南站区域作为津
城微中心和西青区辅城核心区的
战略定位，全力服务西青区发展大
局，化机遇为优势，变压力为动力，
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坚决高站位、
高标准完成各项工作任务，把大会
精神落到实处。

党代表孙玄说，我是首次参加
西青区党代会，心情无比激动，作为
一名党代表和西青区道德模范，我
会把大会精神传递给我身边的每一
个人，带领更多的人更好地创建文
明精武、文明西青。

党代表刘勇接受采访时表示，
作为半导体企业的一名党员，要坚
定理想信念，讲政治、顾大局、率先
垂范，坚持科技自助自强，在关键领
域特别是关键技术，建成突破性核
力中心。带领团队，坚持自主创新，
加快研发步伐，提高半导体制造的
自动化水平和智能化水平，建造世
界领先的生产制造系统，为企业的
发展、西青的发展贡献力量。

党代表谢晶说，听过报告后，我
感受到西青区过去五年的快速发
展，并对未来五年充满了期待，充满
了信心。作为社区的党组织书记，
首先我会把这次的会议精神带回
去，传达给我们社区的党员群众
们。同时，在基层的工作中，不断学
习和提高服务群众的本领，工作上
追求创新，打造社区品牌，为西青区
未来五年的发展贡献力量。

（上接第13版）要持续改进工作作风，
经常深入基层一线，深入了解群众“安
危冷暖”和“急难愁盼”，主动向群众汇
报工作。要加大民生投入，补齐民生
短板，促进共同富裕，集中力量干一批
民心工程、办一批民生实事，进一步提
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李清强调，要在精诚团结上当表
率，做同心同向的践行者。要始终以
党的事业为重，以西青发展为重，以人
民利益为重，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
使、拧成一股绳，共同干好干成一番事

业。要以宽广的胸襟促进团结，大事
讲原则、小事讲风格，相互尊重、相互
信任、相互支持，努力成为政治上志同
道合的同志、思想上肝胆相照的知己、
工作上密切配合的同事。要切实发挥
好区委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
心作用，主动加强与人大、政府、政协
班子以及社会各界的沟通团结，营造

心齐气顺、政通人和、上下同欲、同舟
共济的良好氛围，凝聚起建设现代化
活力新城的强大力量。

李清强调，要在清廉自律上当表
率，做一身正气的示范者。要坚决扛
起全面从严治党的政治责任，把党风
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引向深入，努
力在改进作风、严明纪律、惩治腐败

上取得新成效。要时刻以违法乱纪
案件为警为鉴，牢牢守住思想道德防
线、党性原则底线、法规纪律红线，带
头遵守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
精神，做到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净净
做事、坦坦荡荡为官。要敢抓敢管、
长管长严，管好分管领域，带出清廉
队伍，管好配偶、子女和身边工作人
员，共同守护好西青政治生态的“绿
水青山”。
中共天津市西青区第十二届纪律

检查委员会委员列席会议。

中共天津市西青区委举行十二届一次全会

（上接第13版）

走好西青未来的发展道路，关键

在党的领导，关键在党要管党、从严治

党。我们要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市委

关于全面从严治党的部署要求，继续

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要积极传承发扬“十个坚持”宝贵经

验，以史为鉴、开创未来。要不断增强

“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

“两个维护”，坚持“两个确立”，全力建

设一支忠诚干净担当、堪当时代重任

的干部队伍。要全面筑牢基层基础，

着力加强基层党建。要建设清廉西

青，护航西青事业发展。保持干在实

处的“恒心”、走在前列的“信心”，让实

干担当成为西青干部队伍的鲜明特

质，努力在新时代迸发新活力、展现新

面貌、创造新业绩。

千载运河其流汤汤，百年红

船精神赓续。站在新起点，展望

新征程，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周围，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两

个确立”，在市委的坚强领导下，

继往开来，拼搏进取，打造大运

河闪亮明珠，建设现代化活力新

城，奋力谱写西青高质量发展新

篇章！

奋力谱写西青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本报讯（记者 宋丽建 许逸飞

通讯员 姜哲）西青区第十二次党代
会刚刚闭幕，全区各街镇第一时间
对西青区第十二次党代会精神进行
了传达。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以
实际行动扛起光荣使命，为打造大
运河闪亮明珠、建设现代化活力新
城、奋力谱写西青高质量发展新篇
章贡献力量。

西青区第十二次党代会报告提
到，要加快建设大运河艺术之城、中北
“运河活力小镇”等，这些部署都为中
北镇加快发展创造了新机遇、注入了
新动力。中北镇将把区党代会精神转
化为推动发展的巨大动力，立足中北
发展实际，有针对性地消化吸收、转化
运用，持续优化“一轴两园三区四带”
总体发展思路。精雕产城融合新样
板，推动经济转型新发展，持续优化营
商环境，加快推进大悦春风里、运河水
街、地铁上盖、曹庄花卉提升改造等重
点项目建设，推进乡村振兴，不断创新
和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全面提升公共
文化服务水平。
李七庄街将贯彻区第十二次党代

会精神，扎实做好2021年各项收官工
作、围绕“一二三五”发展思路，着力打
造“一个特色产业园区”，激活“两个经
济发展带”，繁荣“三个商业节点”，更
新“五个城市片区”，打造一个安全稳
定、生态宜居、生活富裕、环境优美、产
业兴旺的李七庄。

辛口镇将全方位、多层次、立体
式宣传党代会精神，营造学习贯彻落
实的浓厚氛围。同时紧紧围绕“农旅
康养口子镇”的发展定位和“一二五
二四”的发展思路，全速推进农业农
村现代化，全面打造全域旅游新格
局，全力开辟康养休闲新路径，全新
构建服务京津冀美丽“口子镇”，全方
位绘就乡村振兴新画卷，持续巩固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
基地建设成果，为西青区实现更质量

发展贡献辛口力量。
张家窝镇第一时间召开党政领导

班子会议，传达学习区第十二次党代会
精神，并对下一阶段重点工作进行部
署。接下来，张家窝镇将强化联东U
谷、天安数码城、深福保等载体协同招
商。推动上海龙创、安乃达等一批高质
量项目签约落地。同时加快推进鹏瑞
利、体育公园等多个在建和拟建“1010
工程”项目进度，跑出“张家窝速度”。

大寺镇将全力推动周庄子、大任
庄地块拆除平整和土地收储工作。以

门道口、张道口村现有厂房门市为载
体，打造多业态活力商街，提升外环线
周边整体环境和商业文化品位。盘活
现有土地资源，提高规划招商水平，打
造“赛达新城”发展的龙头核心，真正
实现“腾笼换鸟”。同时，深入实施乡
村振兴战略，有序推动设施农业建设，
加快推进青凝侯乡村振兴示范村项目
落地落实，切实提高农地利用价值，促
进农民增收农业增效农村增绿。
赤龙南街将大力实施高质量发展

“一一三七”行动，强化以党建统揽工

作全局这一指导思想，明确打造智慧
平安幸福宜居和谐美丽“精致慢街区”
这一奋斗目标，围绕创建赛达新城配
套高地、城市管理样板高地、保障房治
理示范高地这三个定位，以建设“七彩
赤龙”为抓手，为打造大运河闪亮明
珠，建设现代化活力新城，谱写西青高
质量发展新篇章而不懈奋斗。
其他街镇也在积极传达学习西青

区第十二次党代会精神,奋力推进西
青高质量发展。

▲上图为党代表宣传党代会精神

西青区各街镇迅速传达学习区第十二次党代会精神

以实际行动扛起光荣使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