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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市和平区第十八届
人民代表大会公告

第一号

天津市和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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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市和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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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桂峰
副主任：李桂强 华长虹（女） 张 镇 魏 震 于春水
委 员：（按姓名笔画排列）

于文俊（女） 马 瑞（女） 王九生 王志刚 刘棣茜（女） 闫 娟（女）
孙建良 李 伟 李 军 李国胜 杨 熠 沈 杰（女） 张仲智
张洪山 张恩成 张 涛 张 浩 张 爽 陈志红（女） 罗 琳（女）
姜 楠 宫红芬（女） 袁树同 郭秀华（女） 董可亮 韩转军
穆瑞忠（回族） 魏务广
现予公告。

天津市和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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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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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市和平区第十八届
人民代表大会公告

第二号

天津市和平区人民政府区长、副区长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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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日选出：
区 长：郑伟铭
副区长：李 浩 沙 红（女） 邵 将 徐志强 张锡顺 康 一

现予公告。
天津市和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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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市和平区第十八届
人民代表大会公告

第三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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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日选
举胡敬群（女）为天津市和平区监察委员会主任。
现予公告。

天津市和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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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市和平区第十八届
人民代表大会公告

第四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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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日选
举赵文艳(女)为天津市和平区人民法院院长。
现予公告。

天津市和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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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市和平区第十八届
人民代表大会公告

第五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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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日选
举贾志杰为天津市和平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须报经天津市人民检察院检察
长提请天津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
现予公告。

天津市和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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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平区第十八届人民代表大会第
一次会议，听取和审议了郑伟铭区长所
作的和平区人民政府工作报告。会议
充分肯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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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工作部署，会议决定批准
这个报告。

会议要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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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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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认真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坚
决落实“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
面”战略布局，以习近平总书记对天津
工作提出的“三个着力”重要要求为元
为纲，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

理念，融入新发展格局，抢抓京津冀
协同发展战略机遇，全力助推天津实
现“一基地三区”目标定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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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新篇章。

会议号召，全区人民要更加紧密团
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

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在市委、市政府和区委的坚强领导下，
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紧握历史接力棒，
以坚如磐石的决心、坚韧不拔的毅力，
埋头苦干、勇毅前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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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新和平而
努力奋斗！

和平区第十八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关于和平区人民政府工作报告的决议
（2021年12月14日和平区第十八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

和平区第十八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审查了《关于和平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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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案的报告》。会议同
意这个报告，决定批准和平区2022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

和平区第十八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关于和平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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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案的决议

（2021年12月14日和平区第十八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

和平区第十八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审查了《关于和平区2021年预算执行情况和2022年预算草案的报告》。会议同意这个报告，决定批准和平区2022年区级
预算。

和平区第十八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关于和平区2021年预算执行情况和2022年预算草案的决议
（2021年12月14日和平区第十八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

和平区第十八届人民代表大会第
一次会议，听取和审议了廉桂峰同志所
作的和平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工作报告。会议对和平区第十七届人
大常委会的工作表示满意，同意报告对
今后五年工作的建议。会议决定批准

这个报告。
会议要求，新一届人大常委会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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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和
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

会精神，认真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
大精神，贯彻落实中央人大工作会议
精神，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
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深刻领会“两个确
立”的决定性意义，进一步增强“四个
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

护”，在区委的坚强领导下，弘扬伟大
建党精神，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依法
履职、务实奋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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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新和平而努力
奋斗！

和平区第十八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关于和平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
（2021年12月14日和平区第十八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

和平区第十八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听取和审议了张景良院长所作的和平区人民法院工作报告。会议对区人民法院过去五年的工作表示满意，同意报告对
2022年工作所作的安排。会议决定批准这个报告。

和平区第十八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关于和平区人民法院工作报告的决议
（2021年12月14日和平区第十八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

和平区第十八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听取和审议了贾志杰检察长所作的和平区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会议对区人民检察院过去五年的工作表示满意，同
意报告对2022年工作所作的安排。会议决定批准这个报告。

和平区第十八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关于和平区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的决议
（2021年12月14日和平区第十八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

天津市和平区第十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公告
第六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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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日
投票表决，确定和平区2022年20项民
心工程项目。分别是：

一、多措并举保障就业

强化就业优先政策，做好高校毕
业生、退役军人、失业人员、农民工等
重点群体就业工作，拓展就业渠道和
岗位，全年新增就业2万人。

二、推进教育事业发展

完成天津市第六十一中学泰安道
校区维修提升，增加675个学位。

完成天津市第二十中学唐山道校
区维修提升，增加1035个学位。

启动实施岳阳道小学汉阳道校区
改扩建项目。

三、完善社区居家养老

推广“嵌入式”社区养老模式，新
建1家“嵌入式”社区养老机构。

大力推进家庭养老床位建设，新
增家庭养老床位100张。

加快实施老年人居家适老化改造
工程，安装适老化扶手达到1800个，
对符合条件的100户重度失能半失能
老人家庭进行居家适老化改造。

四、精准帮扶困难群体

完善长效救助机制，全年开展8
项专题救助活动，提高低保、低收入困
难家庭以及困难老人、困难儿童等群
体的生活水平。

五、创建安全社会环境

推动智慧平安社区项目建设，安
装具备采集人车抓拍图片信息设施，
至2022年底实现智慧平安社区全覆
盖，不断提高居民安全感。

六、提升社区服务水平

开展“双十佳”评选表彰，评选出
“群众信任的好书记好主任”“群众满
意的好社工”各10名。

开展季度“最美社工”评选，全年
评选出24名“最美社工”，提高服务居
民的能力和水平。

深化“社区金牌讲师话方法”活动
成果，通过现场教学，提升社区工作者
为民服务能力和水平。

七、加强社区长效管理

打造100个“标杆示范楼门”，推
动楼门管理有序、干净整洁、设施齐
全、特色鲜明、文明和谐、活力多元。

八、完善医疗卫生服务

实施重大慢性非传染性疾病筛查
干预，开展百场健康宣教活动，推广全
民健康生活方式。

九、丰富群众文化生活

组织第六届民园广场“城市记忆”
音乐会，提升民园广场的高雅艺术氛
围和文化品位，培育打造国际消费中
心城市和五大道市级夜间经济示范街
区建设，推动五大道文化旅游区高质
量发展。

举办第36届和平纳凉晚会。举
办第十六届“和平杯”京剧票友邀请赛
系列活动。举办书香满和平——“第
五届”文化阅读之旅系列活动。

十、加强健身场所建设

更换室外健身器材24处164件，
提升“十五分钟健身圈”质量，确保健
身群众使用安全。

十一、强化食品安全监管

创建区级食品安全管理示范店
20家，压实企业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
任，提升食品安全管理水平。

十二、改善群众居住条件

改造提升19个老旧小区。开展
绿色社区创建行动，改善人居环境。

十三、提升燃气管网质量

对老旧供热和燃气管网进行改
造，消除安全隐患，提高服务水平。

十四、提升防灾减灾能力

在二十一中学新建一处应急避
难场所，提高紧急疏散和临时避难的
能力。

十五、拓展居民休闲场所

启动建设五大道公园，提升我区
园林品质，对部分公园进行提升，拓展
居民休闲健身场所。

十六、关心关爱退役军人

为160名重点优抚对象开展春、
秋两次大重病救助及医疗补助。

为400名重点优抚对象、烈属（烈

士证明书持证人）、立二等功以上退役
军人购买人身意外伤害保险。

为 60 岁以下无工作退役军人
体检。

十七、加强社会治理服务

开展百场社会组织服务民生活
动，更好发挥社会组织在促进社会
和谐稳定、协同社会治理方面的积
极作用。

孵化培育 10 家公益型社会组
织，更好满足居民需求，促进社会和
谐稳定。

十八、推进通信设施建设

大力推进5G基站建设，实现公共
资源需求免费开放覆盖率100%，夯实
数字经济发展根基。

十九、改造提升给排水设施

加固12处自来水支管。
改善19个片区排水管网，掏挖养

护区属支线道路及里巷，对小区地下
管网错接混接、雨污水管网不健全等
情况排查，综合整治区域内管网，逐步
提升智慧型城市管网建设水平。

二十、关爱困难职工健康

免费为困难企业职工、困难职工
和农民工进行身体检查。

现予公告。
天津市和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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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月12日，和平区第十八届人民
代表大会计划和预算审查委员会召开
会议。会议根据代表们的意见，对《关
于和平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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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发展计划草案的报告》《关于和平区
2021年预算执行情况和2022年预算草
案的报告》作进一步审查，向大会主席
团提交了《关于和平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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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案的审查
结果报告（草案）》《关于和平区2021年
预算执行情况和2022年预算草案的审
查结果报告（草案）》。

会议认为，区人民政府提出的
2022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
的报告，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贯彻落实了党中央
决策部署和市、区委工作要求，符合我
区经济社会发展实际，总体可行。建议
批准区人民政府提出的《关于和平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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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划草案的报告》。
会议认为，区人民政府提出的

2022年区级预算草案，符合预算法和
预算审查监督条例的有关规定，符合我
区实际，总体可行。建议批准区人民政
府提出的《关于和平区2021年预算执
行情况和2022年预算草案的报告》，批
准和平区2022年区级预算草案。

为更好地完成2022年国民经济和
社会发展计划，根据各代表团的审议意
见，会议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围绕“两高
三化”发展策略，构建经济社会高质量
发展新格局；二是坚持创新驱动发展，
实现经济发展新突破；三是着力扩大内
需，培育经济增长新动力；四是坚持人
民至上，推动民生福祉达到新水平。

为更好地完成2022年财政预算，
根据各代表团的审议意见，会议提出四
点建议，一是加强财源建设，助推高质
量发展；二是优化支出结构,保障重点
领域资金需要；三是加强财政预算管
理，推动财政资金聚力增效；四是加强
财政和审计监督，确保财政资金安全。

和平区第十八届人民代表大会
计划和预算审查委员会召开会议

审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
及财政预算报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