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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杨帆 戴娟 张珺）
传承初心之志，恪尽兴渝之责。1月25日，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重庆市第五届委员
会第一次会议在市人民大礼堂隆重开幕。

大会执行主席王炯、宋爱荣、陈贵云、
吴刚、谭家玲、张玲、周克勤、徐代银、王新
强、秦敏在主席台前排就座。开幕会由王
炯主持。

市委书记陈敏尔出席大会并讲话。唐
良智、张轩、王鸿举、陈光国、邢元敏、黄奇
帆、徐敬业、徐松南、吴存荣、张鸣、陈雍、刘
强、王赋、李静、胡文容、莫恭明、韩志凯等
在主席台就座，祝贺大会召开。

市政协五届一次会议应出席委员838
人，实到817人，符合规定人数。

上午9时30分，王炯宣布大会开幕，全
体起立，奏唱国歌。

会议的总体要求是：更加紧密地团结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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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在中共重
庆市委坚强领导下，贯彻落实市委五届三
次全会精神，聚焦全市中心工作，围绕团结
和民主两大主题，以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
和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认真履行职能，着
力增进共识、促进团结，拥抱新时代、践行
新思想、实现新作为，为把中共十九大精神
全面落实在重庆大地上积极贡献智慧力
量，谱写新时代人民政协事业发展新篇章。

陈敏尔在讲话中代表中共重庆市委，
向大会召开表示热烈祝贺，向全市各级政
协组织和广大政协委员，各民主党派、工商
联、无党派人士、各人民团体和各族各界人
士表示感谢和敬意。陈敏尔说，2017年是
党和国家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一年，是

重庆发展进程中很不平凡的一年。在以习
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
们以迎接和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
为主线，以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重庆重要讲
话和关于做好重庆当前工作的重要指示精
神为指导，把思想统一起来、把力量凝聚起
来、把责任担当起来，拥抱新时代、践行新
思想、实现新作为，全市政治大局稳定、干
群思想稳定、社会和谐稳定，改革发展稳定

各项事业扎实推进。这一年，全市各级政
协组织和广大委员坚持不忘初心、跟党前
行，立足大局、服务大局，履职为民、关注民
生，为全市改革发展作出重要贡献。市委
对全市政协工作是满意的，对政协参加单
位取得的成绩是充分肯定的。

陈敏尔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
新时代，新时代要有新气象、新作为。全市
上下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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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
习近平总书记对重庆提出的“两点”“两地”
定位和“四个扎实”要求，坚持稳中求进工
作总基调，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
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统筹抓好
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各
项工作，切实增强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
安全感，努力开创重庆各项事业发展新局
面。 （下转4版）

市政协五届一次会议隆重开幕
陈敏尔讲话 唐良智张轩等到会祝贺 王炯主持
刘光磊作常委会工作报告 吴刚作提案工作情况的报告

新时代催人奋进，新使命激荡人心。
昨日，承载着社会各界的期盼，肩负

着全市人民的重托，市政协五届一次会
议隆重开幕了。这是全市人民政治生活
中的一件大事。我们对大会的召开表示
热烈祝贺，并向与会的市政协委员致以
崇高的敬意！

这次会议的召开，对于深入学习贯
彻中共十九大精神，深入落实习近平总
书记对重庆提出的“两点”“两地”定位和

“四个扎实”要求，聚焦落实市委五届三
次全会的决策部署，坚决打好“三大攻坚
战”，大力实施“八项行动计划”，加快推
动重庆改革发展各项事业，具有十分重
大的意义。

中共十八大以来的五年，是党和国
家发展进程中极不平凡的五年。党和国
家事业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实现了历史
性变革，统一战线和人民政协事业也取
得了重大进展。过去一年，特别是7月中
共中央作出调整重庆市委主要负责人的
决定以来，中共重庆市委认真落实中共中
央决策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重
庆当前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视察重庆重
要讲话精神，团结带领和紧紧依靠全市广
大干部群众，全力以赴迎接中共十九大和
学习宣传贯彻中共十九大精神，

（下转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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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杨帆 张珺）1月25日，市委书记陈敏尔，
市政协党组书记王炯会见了出席市政协五届一次会议的港澳委
员及港澳台侨特邀人士。市领导王赋、李静、刘桂平、张玲参加。

陈敏尔、王炯对港澳委员及港澳台侨特邀人士来渝出席会
议表示欢迎，向大家长期以来对重庆经济社会发展作出的贡献
表示感谢。陈敏尔说，我们正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
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对重庆提出的“两点”“两地”定位要求，坚定
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高质量发展。着力打造内陆开放高地，
充分发挥中国（重庆）自贸区、中欧班列（重庆）、中新互联互通
项目等的作用，在西部带头开放、带动开放。加快建设山清水
秀美丽之地，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把好山好水
保护好，筑牢长江上游重要生态屏障。大力推进以大数据智能
化为引领的创新发展，加强大数据智能化在产业转型升级、政
府管理和民生保障等领域应用，为重庆经济社会发展“赋能”。
港澳台是重庆开放发展的重要桥梁和纽带。希望大家进一步
发挥自身优势，积极参政议政、建言献策，用心用情用力助推重
庆经济社会发展。

黄祖仕、刘雅煌、李文勋、罗韶颖、张祖荣、邓飞、冯星航代
表市政协港澳委员及港澳台侨特邀人士发言，就加强渝港、渝
澳、渝台合作，深化产业、金融、青年、教育、旅游等领域交流合
作提出意见和建议。大家表示，将认真履职尽责，更加积极参
与重庆经济社会发展，加强投资兴业、宣传推介，为重庆高质量
发展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市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活动。

陈敏尔王炯会见市政协港澳
委员及港澳台侨特邀人士

本报讯 市五届人大一次会议将于1
月26日上午9时30分在市人民大礼堂开
幕。届时，重庆电视台、华龙网、上游新闻等
9家媒体将现场直播，敬请关注。

市五届人大一次会议今日上午开幕
重庆电视台华龙网上游新闻等9家媒体将现场直播开幕会

市五届人大一次会议

一、主席团成员（86人，按姓名笔划排列）
丁中平（女） 于圣臣 马 春 马培生 王 勇
王东哲 王合清 王志飞 王前元 邓巨波
邓信德 艾亚军（土家族） 石诗龙 龙 华 叶永海
田承毅 付子堂 皮晓青（女） 吕 英（女，土家族） 朱 维
向先全 刘学普（土家族） 刘渝平 米绍林 杜黎明
李 东 李世云 李庆利（女） 李明清 李联铁
李景耀 李燕明 杨 竹（女） 杨国权 杨临萍（女）
吴桂英（女） 邹 钢 辛国荣 汪玉平 沈金强
张 轩（女） 张 敏 张丁非 张有力 张自力
张明生 张宗清 张定宇 张继军 陈 强
陈 雍（满族） 陈志猛 陈敏尔 林育均 易大斌
周治平 周德勋 郑 洪 郑云山 胡文容
胡奇明 胡继明 胡勤俭 南小冈 赵 勇
赵远坤 姚 红（土家族） 贺学均 贺恒扬 敖 翔
袁天长 夏祖相 徐迪雄 郭 巍 唐良智
黄 伟 黄朝忠（土家族） 崔巧玉（女） 梁正华（土家族） 彭 烨（女）
鲁 磊 游洪涛 赖明才 谭观银 魏沙平
魏福生
二、秘书长
刘学普（土家族）

一、听取和审议市人民政府工作
报告；

二、审查和批准市2017年国民
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
2018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
案的报告，批准市2018年国民经济
和社会发展计划；

三、审查和批准市2017年财政预
算执行情况和2018年财政预算草案
的报告，批准2018年市级财政预算；

四、听取和审议市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

五、听取和审议市高级人民法院
工作报告；

六、听取和审议市人民检察院工
作报告；

七、选举；
八、决定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

专门委员会的设立及其组成人员的
人选。

陈敏尔 张 轩（女） 唐良智 陈 雍（满族）
胡文容 刘学普（土家族） 郑 洪 杜黎明
沈金强 张定宇 夏祖相 龙 华

开幕式暨第一次全体会议、第三次全体会议、闭幕式
执行主席由主席团常务主席12人担任
陈敏尔 张 轩（女） 唐良智 陈 雍（满族）
胡文容 刘学普（土家族） 郑 洪 杜黎明
沈金强 张定宇 夏祖相 龙 华

第二次全体会议执行主席由刘学普等15人担任
刘学普（土家族） 南小冈 马 春 王 勇
皮晓青（女） 李世云 李庆利（女） 李联铁
汪玉平 张有力 张继军 胡继明
胡勤俭 黄 伟 魏福生

执行主席分组名单
（2018年1月25日重庆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

会议主席团第一次会议推定）

本报讯 （记者 颜若雯）1月25日，市
五届人大一次会议主席团在人民大厦举行
第一次会议。

会议推定陈敏尔、张轩、唐良智、陈雍、
胡文容、刘学普、郑洪、杜黎明、沈金强、张定
宇、夏祖相、龙华为主席团常务主席。

在主席团常务主席张轩的主持下，会议推
定了大会执行主席分组名单；通过了大会副秘
书长名单；通过了大会日程和主席团会议日
程；通过了关于代表提出议案截止时间的决

定；通过了大会议案审查委员会组成人员名
单；通过了大会计划预算审查委员会组成人员
名单；通过了关于设立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
专门委员会的决定草案，决定提交各代表团审
议；通过了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专门委员会
组成人员人选通过办法草案，决定提交各代表
团审议；通过了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
会议选举办法草案，决定提交各代表团审议。

市五届人大一次会议代表提出议案的
截止时间为2018年1月29日12时。

市五届人大一次会议
举行主席团第一次会议

本报讯 （记者 颜若雯）1月25日，市五
届人大一次会议在人民大厦举行预备会议。

市四届人大常委会主持会议，张轩、刘
学普、郑洪、杜黎明、沈金强、张定宇、夏祖
相、龙华等出席会议。

会议选举产生了市五届人大一次会议
主席团成员和秘书长，并通过了市五届人大
一次会议议程。

市五届人大一次会议的议程是：听取和
审议市人民政府工作报告；审查和批准市

2017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
与2018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的
报告，批准市2018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计划；审查和批准市2017年财政预算执行情
况和2018年财政预算草案的报告，批准2018
年市级财政预算；听取和审议市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听取和审议市高级
人民法院工作报告；听取和审议市人民检察
院工作报告；选举；决定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
会专门委员会的设立及其组成人员的人选。

市五届人大一次会议
举行预备会议

本报讯 （记者 陈国栋）1月25日，我市召开安全生产电
视电话会议，全面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
思想，传达落实李克强总理重要批示精神和全国安全生产电视
电话会议精神。市委副书记、代市长唐良智出席会议并讲话。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思想，是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推进安
全生产工作的根本遵循。全市各级各部门要深入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思想，认真落实李克强总理重要批
示精神和全国安全生产电视电话会议精神，按照陈敏尔书记批
示要求，扎实做好安全生产工作，全面提升安全生产水平，使全
市人民的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下转4版）

我市召开安全生产电视电话会议
唐良智出席并讲话

1月25日，市人民大礼堂，重庆市政协五届一次会议开幕。图为会议现场。 记者 万难 摄

主席团成员和秘书长名单
（2018年1月25日重庆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预备会议选举）

议程
（2018年1月25日重庆市第五届人民

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预备会议通过）

主席团常务主席名单
（2018年1月25日重庆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

会议主席团第一次会议推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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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届新春美食购物节人保迎春惠民大型车展年猪节

2月8日-2月14日 2月18日-2月23日

1月27日-1月28日 1月25日-2月7日1月25日-1月2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