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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1月 11日下午，市十六届
人大二次会议举行第三次全体会议，圆
满完成大会各项议程，在淮北矿业会议
中心胜利闭幕。

会议应到代表 300人，因事因病请
假 28人，实到代表 272人，出席代表符
合法定人数。

本次大会执行主席黄晓武、 李明、
方宗泽、宰学明、顾文、钱界殊、任东、李
加玉、孙军、张力、李晓光、戎培阜、金
文、张香娥、徐福信在主席台前排就座。

市领导戴启远、谌伟和大会主席团
成员、是代表的厅级领导及应邀人员在
主席台就座。

会议由市人大常委会常务副主任
方宗泽主持。

大会议案审查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盛
林作关于市十六届人大二次会议代表议
案及质询案审查和处理意见的报告。

大会表决通过了关于市人大常委
会工作报告、市人民政府工作报告等六
项工作报告的决议和《淮北市人民代表
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立法程序规定》。

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黄晓
武在会上讲话。 他指出， 刚刚过去的
2018年， 是极不平凡、 非比寻常的一
年。 这一年，面对宏观经济下行压力加

大、百年不遇暴雨洪灾影响、环境约束
日益趋紧等复杂形势，市委、市政府深
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坚定实

施中国碳谷·绿金淮北战略， 认真落实
“一二三四五”总体发展思路，团结带领
全市干部群众，始终保持永不懈怠的精
神状态和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 破难攻

坚，砥砺前行，推动各项工作取得新的明
显成效，经济发展跨上新台阶，三大攻坚
战取得新进展， 改革开放激发新活力，
“美城”形象得到新彰显，民生福祉有了

新改善，政治生态呈现新气象，高质量转
型发展起步坚实。 特别是我市城市转型
深度推进并取得丰硕成果。 成绩来之不
易， 根本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在于省委、省政
府的坚强领导， 是全市干部群众同心同
德、顽强拼搏的结果，也饱含着各级人大
代表的辛勤劳动和无私奉献。

黄晓武说，淮北近年来特别是市第
八次党代会确定中国碳谷·绿金淮北战
略以来的发展历程充分证明， 中国碳
谷·绿金淮北战略和“一二三四五”总体
发展思路紧跟新时代节拍，践行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贯彻新
发展理念，符合中央省委要求、符合资
源型城市转型客观规律，是推动淮北转
型崛起的科学选择和正确路径，必须坚
定不移地实施下去。今年是新中国成立
70周年， 也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
65周年。 立足新的历史方位和时代背
景， 全市上下必须进一步统一思想、振
奋精神， 始终保持战略定力和历史耐
心， 坚定信心加快建设中国碳谷·绿金
淮北， 坚定不移地走好转型崛起之路，
促进经济社会实现更好发展、迈上更高
台阶。

黄晓武指出，坚定信心加快建设中
国碳谷·绿金淮北， 必须始终坚持正确
政治方向。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在武装头
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上见新成效。要
坚决忠诚维护看齐习近平总书记这个
当之无愧的党的核心、军队统帅、人民
领袖， 坚决做到 “两个维护”“五个纯
粹”。 要自觉把本职工作放在大局中思
考谋划，切实把中央和省委、市委决策
部署转化为推动工作的具体思路、破解
难题的方法举措、 促进发展的实际成
效。

黄晓武强调，坚定信心加快建设中
国碳谷·绿金淮北， 必须推动高质量转
型发展。 要坚持“两动并进”，汇聚高质
量转型发展的强大动能。要坚持改革开
放， 激活高质量转型发展的动力引擎。
要坚持城乡统筹，进一步筑牢高质量转
型发展的平台载体。 持续推动质量变
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坚决去产能、
主动调结构、着力转方式，勇闯资源型
城市高质量转型发展新路。

黄晓武指出，坚定信心加快建设中
国碳谷·绿金淮北， 必须不断增进民生
福祉。 要着力打造幸福家园，让全体市
民共同奔上小康之路。要着力打造美丽
家园，进一步彰显“创新之美、生态之
美、发展之美”。 要着力打造和谐家园，
让法治阳光照亮淮北大地每一个角落，
不断满足全市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加快建设中国碳谷·绿金淮北 紧跟新时代节拍奔跑追梦

市十六届人大二次会议胜利闭幕
黄晓武在会上讲话

表决通过关于六项工作报告的决议和《淮北市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立法程序规定》

各位代表，同志们：
市第十六届人大第二次会议，是

在全市上下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全面贯彻落实中央、省
委经济工作会议和市委八
届八次全会精神， 加快建
设中国碳谷·绿金淮北、加
速推进转型崛起的关键时
期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
在全体代表和与会同志的
共同努力下，会议圆满完
成各项议程，即将胜利闭
幕。 会议期间，代表们肩
负全市人民重托，始终以
饱满的政治热情和高度
的政治责任感，认真履行
职责， 积极建言献策，共
商发展大计，体现了强烈
的政治担当和良好的精
神风貌。 会议审议批准了
政府工作报告和其他报
告，确定了 2019年的奋斗
目标与主要任务， 是一次
高举旗帜、 维护核心的大

会，是一次凝心聚力、坚定信心的大
会，是一次民主团结、创新求实的大
会。

刚刚过去的 2018 年， 是极不平
凡、非比寻常的一年。 这一年，面对宏
观经济下行压力加大、 百年不遇暴雨
洪灾影响、 环境约束日益趋紧等复杂
形势，市委、市政府深入学习贯彻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
的十九大精神，坚定实施中国碳谷·绿
金淮北战略，认真落实“一二三四五”
总体发展思路【坚持满足人民美好生
活需要的一个工作中心，激活招商带

动、创新驱动两大动力引擎，打造政治

生态、经济生态、自然生态三个“绿水

青山”，推进新型工业化、信息化、新

型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四化”同步，

实现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

发展】，团结带领全市干部群众，始终
保持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和一往无前
的奋斗姿态，破难攻坚，砥砺前行，推
动各项工作取得新的明显成效， 经济
发展跨上新台阶， 三大攻坚战取得新
进展，改革开放激发新活力，“美城”形
象得到新彰显，民生福祉有了新改善，
政治生态呈现新气象， 高质量转型发
展起步坚实。

在市十六届人大二次会议闭幕式上的讲话
（2019年 1月 11日）

黄晓武 本报讯 1月 11日上午， 市十六
届人大二次会议主席团在淮北矿业会
议中心举行第二次会议。 市委书记、市
人大常委会主任黄晓武参加会议，市
人大常委会常务副主任方宗泽主持会
议。

会议听取了各代表团关于审议市
人民政府、 市人大常委会、 市中级人

民法院、 市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和计
划报告、 预算报告、 议案及建议办理
情况的报告的意见； 听取了财经委员
会关于计划和预算报告的审查意见，
通过关于计划、 预算的审查报告，将
报告印发代表； 听取了议案审查委员
会关于代表议案、 质询案审查和处理
的意见， 通过关于代表议案、 质询案
审查和处理意见的报告， 将报告提交
大会听取； 听取了法制委员会关于

《淮北市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
会立法程序规定（草案）》审议结果的
报告，通过《淮北市人民代表大会及其
常务委员会立法程序规定 （表决
稿）》，将表决稿提交大会表决；讨论
提出关于大会六项工作报告的决议
（草案），提交代表审议。

市十六届人大二次会议主席团成
员，大会秘书处副秘书长、秘书处和各
组组长参加会议。

市十六届人大二次会议主席团举行第二次会议
■首席记者 肖干

本报讯 1月 11 日下午， 市十六
届人大二次会议主席团在淮北矿业会
议中心举行第三次会议。 市委书记、

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黄晓武参加会议。
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李晓光主持会
议。

会议听取了各代表团关于审议市
人大各专门委员会工作报告和大会六

项工作报告决议（草案）情况的汇报。
通过了大会六项工作报告决议 （草
案），提交大会表决。

大会主席团成员， 大会秘书处副
秘书长、秘书处各组组长参加会议。

市十六届人大二次会议主席团举行第三次会议

本报讯 1月 11日上午，市十六届
人大二次会议议案审查委员会在淮北

矿业会议中心举行第二次会议。市人大
常委会常务副主任、本次大会议案审查
委员会主任委员方宗泽主持会议。

会议讨论通过了大会代表议案、

质询案审查和处理意见的报告 （草
案），决定提交主席团会议通过。

议案审查委员会成员、 议案组工
作人员参加会议。

市十六届人大二次会议议案审查委员会举行第二次会议
■首席记者 王守明

习近平在十九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取得全面从严治党更大战略性成果
巩固发展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利

新华社北京1月11日电 中共中
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
近平 11 日上午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
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
议上发表重要讲话。 他强调，要以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增
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
“两个维护”， 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

全面推进党的建设， 取得全面从严治
党更大战略性成果， 巩固发展反腐败
斗争压倒性胜利，一体推进不敢腐、不
能腐、 不想腐， 健全党和国家监督体
系， 确保党的十九大精神和党中央重
大决策部署坚决贯彻落实到位， 以优
异成绩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克强、栗战
书、汪洋、王沪宁、韩正出席会议。 中共
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
书记赵乐际主持会议。
习近平强调， 党的十九大以来，我

们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坚
持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深化运用
监督执纪“四种形态”，夺取反腐败斗争

压倒性胜利， 着力惩治群众身边的腐
败问题，完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取得
了新的重大成果， 为实现党和国家事
业新发展提供了坚强保障。 一年多来，
经过全党共同努力， 党的集中统一领
导更加坚强有力， 党的建设新的伟大
工程全方位加强， 全面从严治党实效
性不断提高， 党内政治生态进一步改

善，党在新时代新征程中焕发出更加强
大的生机活力。
习近平指出，改革开放 40年来，在

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级纪检监察机关
坚持党的领导、从严管党治党，探索积
累了宝贵经验。 这就是，必须坚决维护
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确保全党
步调一致、行动统一；必须坚持治国必

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确保党成为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中流砥柱；必须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确保立党为公、执
政为民；必须坚持改革创新、艰苦奋斗
作风，确保党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必须
坚决同消极腐败现象作斗争，确保党永
葆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

淮北市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胜利闭幕。 ■首席摄影记者 岳建文

本报讯 1月 11日上午，淮北军分
区党委全体（扩大）会议召开。 市委书
记、淮北军分区党委第一书记黄晓武参
加会议并讲话。 市委常委、淮北军分区
政委孙军主持会议并作党委工作报告。

会议传达学习了中央军委扩大会
议和军委国防动员部、东部战区、省军
区党委扩大会议精神，总结工作，表彰
先进，分析形势，部署任务。 淮北军分
区党委常委、委员等参加会议。

黄晓武在讲话中简要概括 2018
年中国碳谷·绿金淮北建设的丰硕成

果，充分肯定淮北军分区部队建设和
我市国防动员建设取得的成绩。

黄晓武指出，今年是新中国成立
70周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一
年， 也是决胜实现国防和军队建设
2020年目标任务的攻坚之年。

淮北军分区党委全体（扩大）会议召开
黄晓武讲话 孙军作报告

■记者 黄顺

■记者 黄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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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黄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