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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市西青区第十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副主任和
委员，由天津市西青区第十八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于2021年12
月14日选出：

主 任：王志平
副主任：王占勤（女） 张忠芬（女） 谢华生 张一谋

王 青
委 员：（按姓名笔画为序）

于传子 王永美（女） 王庆茂 王劲松
王 莉（女） 王朝伟 冯建敏（女） 边甫兴
毕红鸽 刘顺健 刘 斌 孙学坤
孙俊茹（女） 牟善本 李玉生 李成达
李庭敏（女） 李振旺 杨长庚 宋昭军
宋浩茹（女） 张之梅（女） 张其良 张 颖（女）
张翠华（女） 林佐维 赵光勋 高 志
潘兴旺

现予公告。

天津市西青区第十八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一次会议主席团

2021年12月14日

天津市西青区人民代表大会公告

（第一号）

天津市西青区人民政府区长、副区长，由天津市西青区第十八届
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于2021年12月14日选出：

区 长：殷学武
副区长：梁 军 方 伟 陈力予 马 杰

张建凤 柴树芳（女） 庞铁强
现予公告。

天津市西青区第十八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一次会议主席团

2021年12月14日

天津市西青区人民代表大会公告

（第二号）

天津市西青区第十八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于2021年12月
14日选举张楠为天津市西青区监察委员会主任。

现予公告。

天津市西青区第十八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一次会议主席团

2021年12月14日

天津市西青区人民代表大会公告

（第三号）

天津市西青区第十八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于2021年12月
14日选举董照南为天津市西青区人民法院院长。
现予公告。

天津市西青区第十八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一次会议主席团

2021年12月14日

天津市西青区人民代表大会公告

（第四号）

天津市西青区第十八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于
2021 年 12 月 14 日选举张云琦为天津市西青区人民检察院检
察长，须报经天津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提请天津市人大常委
会批准。
现予公告。

天津市西青区第十八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一次会议主席团

2021年12月14日

天津市西青区人民代表大会公告

（第五号）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天津市西青
区第十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于2021年
12月11日至13日举行。

会议期间，区委书记李清，区委副书
记、代理区长殷学武等区领导同志出席
会议，参加联组讨论，听取委员意见建
议，与委员共商全区高质量发展大计。
会议审议批准苑树发同志代表区九届政
协常务委员会所作的工作报告和高向军
同志代表区九届政协常务委员会所作的
提案工作报告。委员们列席区人大十八
届一次会议，听取并讨论《政府工作报
告》，讨论区人民法院工作报告、区人民
检察院工作报告及其他报告，对上述报
告和文件表示赞同，并提出意见建议。
会议选举产生了区政协第十届委员会主
席、副主席、秘书长和常务委员。会议隆
重简朴、风清气正、务实高效，是一次民
主团结、提气鼓劲、求实奋进的大会。

会议认为，过去的五年，是西青发展

历史上极不平凡的五年，面对深刻复杂
变化的国际国内环境、艰巨繁重的转型
发展任务和新冠肺炎疫情的严重冲击，
全区上下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在中共西青区委
的坚强领导下，坚决贯彻落实中央、市委
决策部署，干在实处、走在前列，高质量
发展迈上新台阶，全面建成了更高水平
的小康社会。委员们认为，政府工作报
告提出的今后五年目标任务和2022年
工作安排、预期目标和主要任务，符合西
青实际，符合群众期盼，相信经过努力一
定能够实现。

会议指出，五年来，在中共西青区委
正确领导和市政协有力指导下，九届区
政协坚持团结民主两大主题，认真履行
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职能，为
推动全区高质量发展凝聚了“政协智
慧”、贡献了“政协力量”。主要表现在深
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政治基
础更加坚实；全面加强党的建设工作，落
实党对政协工作的领导更加有力；牢固树
立“一盘棋”思想，助推全区高质量发展的
作用更加彰显；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
用，协商建言成果更加丰硕；积极践行履
职为民根本宗旨，助推民生福祉持续改善
成效更加明显；着力做好凝心聚力大文
章，团结民主主题更加突出；坚持固本强
基，加强自身建设举措更加务实。

会议强调，未来五年，是西青全面建
设现代化新征程的开局起步时期，也是
奋进新时代、决战“十四五”最为关键时
期。今后五年政协工作总体思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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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中全会精神，
按照市委、区委决策部署，在区委领导下，
坚持干在实处、走在前列，更加聚焦中心
大局，更加突出履职为民，更加注重能力

建设，最大限度汇聚推动力、画出最大同
心圆，以高水平履职推动高质量发展，为
打造大运河闪亮明珠，建设现代化活力新
城，奋力谱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贡献政协
力量。要学习新理论，坚持用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统揽政协
工作；要担当新使命，在助推全区高质量
发展中履职尽责；要贯彻新理念，在践行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上添合力；要
发挥新优势，在广泛汇聚发展的强大合
力上实现新的突破；要践行新要求，在加
强履职能力建设上迈上新台阶。

会议号召，全区政协组织和全体委
员，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中共中央周围，在中共西青区委的坚强
领导下，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
念，融入新发展格局，干在实处、走在前
列，为打造大运河闪亮明珠，建设现代化
活力新城，实现西青高质量发展作出新
的更大贡献！

政协天津市西青区第十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2021年12月13日政协西青区第十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通过）

主 席：于 强
副主席：邵 岗（满族）井春燕（女） 郑 伟 王 诚

王晓红（女） 姜丽丹（女） 赵金石（朝鲜族）
张宝霞（女）

秘书长：康玉松
常务委员：（按姓氏笔画为序）

王劲松 王京滨 王春森 王清云（女）
尹山虎 卢喜庆 任效军 刘 星（女）
刘 颖（女） 刘 毅 刘中凯 刘珊珊（女）
安玉静（女） 孙鹏飞 李 岩 李 涛
李焕婷（女） 李新荣 杨万松 张双印
张毕勇 张建勇 张靖怡（女） 林 峰（满族）
周雪松 荣 瑾（女） 班立桐 都应顺
候冬媚（女） 凌 喆（女，壮族） 黄国红（女）
龚 彦（女） 尉丽玲（女） 演 辉 谭伟生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天津市西青区第十届委员会

主席、副主席、秘书长、常务委员名单
（2021年12月13日政协西青区第十届委员会

第一次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选举产生）

天津市西青区第十八届人民代表大
会第一次会议，听取和审议了殷学武代
理区长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会议高
度评价了我区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重大
成就，充分肯定了区人民政府过去五年
的工作，同意报告提出的今后五年的目
标任务和2022年的重点工作部署，决定
批准这个报告。

会议号召，全区上下要坚持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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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十
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会
精神，以习近平总书记对天津工作“三
个着力”重要要求为元为纲，增强“四个
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
护”，认真落实中央、市委和区委决策部

署，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立足新
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
念，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以推动高质
量发展为主题，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为主线，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以
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
根本目的，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巩固
拓展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成果，

全面融入京津冀协同发展，持续深化
“两城三带三区”发展布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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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区
委的坚强领导下，以决战的姿态实干，
以无畏的勇气攻坚，以如火的热情拼
搏，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
召开！

天津市西青区第十八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一次会议关于政府工作报告的决议
（2021年12月14日天津市西青区第十八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

（上接第13版）

于强当选政协西青区第十届委员会
主席，邵岗、井春燕、郑伟、王诚、王晓红、
姜丽丹、赵金石、张宝霞当选政协西青区
第十届委员会副主席，康玉松当选政协西
青区第十届委员会秘书长，王劲松等35人
当选政协西青区第十届委员会常务委员。

会议以举手表决的方式，审议并通
过了政协西青区第十届委员会第一次会
议提案审查情况报告和政协西青区第十
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李清在讲话中代表中共西青区委对
大会的圆满成功、对新当选的十届区政
协领导班子表示祝贺，向九届区政协领
导班子、全体委员致以崇高敬意。

李清表示，当前，我们正处在一个伟
大的时代、变革的时代、奋进的时代。刚
刚闭幕的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透过历
史、放眼未来，深刻总结了党的百年奋斗
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科学指明了我国
民主政治建设的前进方向和正确道路，
进一步巩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
的优越性，更好汇聚起奋进新征程、建功
新时代的共识力量。刚刚闭幕的区第十
二次党代会，坚持以党的十九届六中全
会精神为引领，深刻把握新时代要求，明
确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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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发展主题，提出了建立现代化产
业体系、深化改革创新、落实乡村振兴战
略、建设杨柳青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等
一系列目标措施，努力以党的奋斗历程
和伟大成就进一步鼓舞斗志、指引方向，

创造更加灿烂辉煌的西青未来。走好新
的赶考之路需要凝聚万众之心、汇聚各
方力量，励精图治、接续奋斗。

李清表示，新一届区政协和广大政
协委员要自觉担负起新时代人民政协新
使命，全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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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
人民政协性质定位、坚持大团结大联合、
坚持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努力交出一份
无愧于党、无愧于历史、无愧于时代、无
愧于人民的“政协答卷”。

针对新时期政协工作，李清表示：一
是要旗帜鲜明讲政治，筑牢人民政协思
想根基。始终做到与党中央和市委、区
委思想上同心同德、目标上同心同向、行
动上同心同行，自觉做到党委政府中心
工作推进到哪里，政协履职就跟进到哪
里、力量就汇聚到哪里，确保党中央、市
委决策部署在西青落地生根、开花结
果。二是要落实新时代人民政协职责，
推动西青高质量发展。要积极发挥政协
委员联系广泛优势和政协平台作用，履
行好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职
能，在西青高质量发展中发出更多“政协
声音”、释放更多“政协力量”，真正使人
民政协成为区委、区政府科学决策的“思
想库”“智囊团”。三是要彰显为民情怀，
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深入领
会党的百年奋斗的初心使命和重大成

就，坚持为国履职、为民尽责，带头根植
人民、团结人民、服务人民。四是要加强
团结联谊，汇聚建设现代化活力新城磅礴
力量。要始终坚持团结和民主两大主题，
肩负起实现大团结大联合的政治责任。
要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不断提升凝聚
共识水平，针对协商议政不同阶段，开展
不同形式的思想政治引领工作，更好发
挥人民政协“重要阵地、重要平台、重要
渠道”的独特作用。五是要提升履职能
力，展现新时代政协新作为。政协委员
代表着一种政治荣誉、政治身份，既是政
治职务，也是政治责任。广大政协委员
要倍加珍惜这个平台和身份，发挥好在
本职工作中的带头作用、政协工作中的
主体作用、界别群众中的代表作用，以永
不懈怠、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在各行各
业、各条战线上站好岗、尽好责，为全区
高质量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

李清在讲话中强调，让我们更加紧密
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
央周围，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为指导，在中共西青区委的坚强领
导下，同心同德、携手前行，打造大运河闪
亮明珠，建设现代化活力新城，为谱写西
青高质量发展新篇章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新当选的政协西青区第十届委员会
主席于强，代表新一届政协常委会对全
体委员的信任与支持表示衷心的感谢。

他说，李清同志的讲话，充分肯定了区九
届政协在服从和服务全区发展大局的实
践中作出的积极贡献；对新一届区政协
和广大政协委员，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持人
民政协性质定位，坚持大团结大联合，坚
持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发扬优良传统，忠
实履职尽责，提出了殷切希望和重要要
求，为新一届政协高起点开局指明了方
向。全区政协组织、全体委员和政协机
关工作人员，要进一步把思想意志行动
统一到中央、市委、区委决策部署上来，
统一到区第十二次党代会确定的各项任
务目标上来，按照李清书记对政协工作
提出的具体要求，充分发挥人民政协协
商民主重要渠道和专门协商机构作用，
认真履行政协基本职能，不断推进各项
工作迈上新台阶。

于强表示，站在新起点，展望新征
程，人民政协事业前景广阔、工作大有可
为。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在中共西
青区委的坚强领导下，围绕区第十二次
党代会描绘的开创高质量发展的宏伟蓝
图，砥砺奋进、开拓创新、履职尽责、奋发
有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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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章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应邀出席大会并在主席台前就座的
还有：各位区委常委，区人民法院党组书
记，区人民法院院长，区人民检察院代理
检察长。
会议在雄壮的国歌声中闭幕。

政协西青区十届一次会议举行

（上接第13版）

区领导韩琳、王辉、卢盈、刘晓荣、
陈力予、马杰、张建凤、柴树芳、庞铁强、
李卫东以及区委、区人大常委会、区政
府有关部门负责同志、有关街镇负责同
志和出席政协西青区第十届委员会第
一次会议的全体政协委员列席会议。

会议期间，代表们还观看了区委、区
人大常委会、区政协五年工作纪实专题
片《在高质量发展中砥砺前行》《行稳致
远 凝心聚力 继续奋勇向前！——西青
区人大政协五年工作纪实》和换届选举
警示教育片《警钟长鸣》。

又讯 13日上午9时，西青区第十八
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举行第二次
全体会议。会议听取了区人大常委会党
组书记王志平作的西青区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听取了区人民法院
院长李卫东作的西青区人民法院工作报
告；听取了区人民检察院代理检察长张云
琦作的西青区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以
举手表决的方式，通过了天津市西青区第
十八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选举办
法；通过了西青区2022年民心工程项目人
大代表票决办法；通过了关于设立天津市
西青区第十八届人民代表大会专门委员
会的决定；通过了天津市西青区第十八届
人民代表大会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人选
办法；通过了天津市西青区第十八届人民
代表大会专门委员会主任委员、副主任委
员、委员名单。

大会期间，各代表团分团票决了西
青区2022年民心工程项目。

又讯 14日上午9时，西青区第十八
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举行第三
次全体会议。

大会执行主席李清、殷学武、于强、

齐中波在主席台前排就座。
大会主席团常务主席、执行主席王

志平主持会议。
市委督导组到会现场督导。
会议公布了西青区2022年民心工程项目。
会议以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王志

平为西青区第十八届人大常委会主任。
选举王占勤、张忠芬、谢华生、张一谋、王
青为西青区第十八届人大常委会副主
任。选举于传子等29人为西青区第十八
届人大常委会委员。选举殷学武为西
青区人民政府区长。选举梁军、方伟、
陈力予、马杰、张建凤、柴树芳、庞铁强
为西青区人民政府副区长。选举张楠
为西青区监察委员会主任。选举董照
南为西青区人民法院院长。选举张云
琦为西青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报市人
民检察院检察长提请市人大常委会批
准。随后举行了庄严的宪法宣誓。

会议以举手表决的方式，通过了天
津市西青区第十八届人民代表大会第
一次会议关于西青区人民政府工作报
告的决议；通过了关于西青区2021年国
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
2022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的决
议；通过了关于西青区2021年预算执行
情况及2022年预算的决议；通过了关于
西青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
报告的决议；通过了关于西青区人民法
院工作报告的决议；通过了关于西青区
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的决议。

完成各项议程后，李清代表中共天津
市西青区委对大会的圆满成功和新当选的

同志表示热烈的祝贺。她说，会议期间，来
自各条战线的人大代表，肩负全区人民重
托，以对党、对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认真
履行职责，依法行使权利，共商发展大计，
严守会风会纪，充分体现了胸怀大局、忠
于人民的责任担当，充分展示了奋发有
为、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会议开得很成
功，必将鼓舞和激励全区人民以更加坚定
的信心、更加昂扬的斗志，干在实处、走在
前列，奋力开创西青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李清说，五年来，区十七届人大及其
常委会带领全体代表，坚决贯彻落实党中
央、市委和区委的决策部署，始终坚持正
确政治方向，紧紧围绕改革发展稳定大局
和区委中心工作，依法履行职责、主动担
当作为，监督实效明显提高，代表活力充
分激发，自身建设不断加强，推动民主法
治建设步伐加快、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优势
愈加彰显，为促进全区高质量发展汇聚了
强大合力、作出了重要贡献。

过往可鉴，当下可为，未来可期。
李清代表区委提了四点期望：要旗帜鲜
明讲政治，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锚
定新目标新任务，奋力推动西青高质量
发展；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持续提高
人民生活品质；要全面加强自身建设，
不断增强依法履职能力，为加快打造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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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出
新的更大贡献。

李清强调，各级党委要充分发挥领
导核心作用，支持和保证人大及其常委
会依照宪法法律积极主动开展工作。

各级人大组织要依法充分有效行使职
权，着力构建更具时代特色、充满生机
活力、富有效率的制度机制。“一府一委
两院”要自觉接受人大监督，认真执行
人大决议决定，主动向人大及其常委会
报告工作。各单位各部门要积极支持
人大依法行使职权，努力营造全社会尊
重和支持人大工作的良好氛围。

新当选的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王志平
也作了讲话。他说，西青区第十八届人民
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区委和大会临时
党委的正确领导下，经过全体代表及大会
工作人员的共同努力，完成了预定任务，
取得了圆满成功。李清书记的讲话，对过
去五年区十七届人大及其常委会带领全
体人大代表依法履职、担当作为，为全区
经济社会发展所付出的努力、作出的贡
献给予了充分肯定。对新一届人大贯彻
落实好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市委、
区委决策部署和区第十二次党代会精
神，提出了明确而具体的四个方面要
求。全区各级人大代表、区人大常委会组
成人员和人大机关工作人员，一定要认真
学习，深刻领会，牢记使命、勇于担当、忠
实履职，努力开创人大工作新局面。

王志平说，区第十二次党代会和本
次大会明确了未来五年西青发展的宏
伟蓝图和目标任务，全区800多名各级
人大代表是打造大运河闪亮明珠、建设
现代化活力新城的重要力量。让我们
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周围，在区委的坚强领导下，进一
步解放思想、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团结
动员广大人民群众积极投身奋力谱写
西青高质量发展新篇章中来，共同创造
西青更加美好的未来。

会议在雄壮的国歌声中闭幕。

西青区十八届人大一次会议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