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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思想引领新时代，新使命开启新征程。
重庆市五届人大一次会议完成各项议程，昨日
胜利闭幕了。全体与会代表以高度的政治责
任感和良好的精神状态，发扬民主、集思广益，
依法履职、为民代言，将民主、团结、求实、奋进
写在了波澜壮阔的新时代画卷上。我们对大
会的圆满成功表示热烈祝贺！

这是一次汇众智、聚人心的大会，是一次
风清气正、务实高效的大会。大会审议通过了
唐良智同志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一致认为报
告通篇贯穿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对标对表党的十九大精神，全面总结了
过去五年的工作，系统部署了今后五年的发
展，体现了政治站位、战略定位和措施精准到
位，是一个维护核心、不忘初心、鼓舞人心的好
报告。会议选举产生了我市新一届国家机构
领导人员，选举出了重庆出席第十三届全国人
民代表大会代表。贯彻落实好会议精神，对于
促进重庆经济社会发展和民主法治建设、决胜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新征程、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具有重
要意义。

思深方益远，谋定而后动。今后五年，

是“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是
我市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的关键
期。推动新时代重庆高质量发展，必须把维
护习近平总书记的核心地位，维护党中央权
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学懂弄通做实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把握全局、
谋划一域的政治前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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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高质量发展，发力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推动大数据智能化，不断激发新
时代重庆发展的动力活力。坚定贯彻新发
展理念，把发展的重心由主要解决“有没有”
向着力解决“好不好”转变。以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为主线，全力推动质量变革、效率变
革、动力变革。推动大数据智能化取得新突
破，为重庆经济社会发展“赋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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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进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
险各项工作，切实把党的十九大精神和习近
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全面落实在重庆大地
上。

2018 年是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的开局
之年，是改革开放 40 周年，是决胜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实施“十三五”规划承上启下的关
键一年，做好各项工作意义重大。要积极适
应新时代、聚焦新目标、落实新部署，坚决打
好“三大攻坚战”，大力实施“八项行动计
划”，为实现长远目标打下坚实基础。要在
加快产业升级、深化重点改革、推进城市建

设、提升开放水平、加强“三农”工作、改善生
态环境、推进文化建设、改善社会民生方面
真抓实干，努力使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
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
要切实加强政治建设、提升施政本领、依法
履行职责、持续正风肃纪、优化营商环境，做
政治上的明白人，当工作中的实干家，做政
治生态的“护林员”。

新时代新征程，地方人大要有新气象新
作为。开创改革发展各项事业新局面，离不
开全市各级人大代表尽职尽责、担当作为，
离不开全市广大人民群众的参与贡献、共同
努力。新一届市人大常委会要高举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始终坚持党的领导，
坚定人大工作正确的政治方向，坚决肃清孙
政才恶劣影响和“薄、王”思想遗毒，不断提
高立法质量、增强监督实效、促进代表履职
尽责。

时代是出卷人，我们是答卷人，人民是阅
卷人。拥抱新时代、践行新思想、实现新作为，
让我们更加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周围，在市委领导下，在战略部署上

“扣扣子”，在责任履行上“担担子”，在任务落
实上“钉钉子”，团结全市人民发扬重庆人特有
的耿直坚毅、大气包容、自强不息的精神，不驰
于空想、不骛于虚声，扬鞭奋蹄、埋头苦干，奋
力推动新时代重庆高质量发展，向着决胜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开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征
程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交上新时代高质量发
展的重庆答卷！

不负新时代 做好答卷人
——热烈祝贺市五届人大一次会议胜利闭幕

重庆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
会议听取和审议了市人民政府代理市长
唐良智所作的重庆市人民政府工作报
告。会议充分肯定市人民政府过去五年
及2017年的工作，同意报告提出的今后
五年工作的总体部署及2018年工作建
议，决定批准这个报告。

会议号召，全市各族人民要更加紧密
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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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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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认真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我市提出的“两点”
“两地”定位和“四个扎实”要求，在中共重
庆市委坚强领导下，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
基调，坚定贯彻新发展理念，紧扣社会主
要矛盾变化，按照高质量发展的要求，统
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坚决打好“三大攻
坚战”，大力实施“八项行动计划”，拥抱新
时代、践行新思想、实现新作为，扬鞭奋
蹄，埋头苦干，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开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征程、实现人
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而努力奋斗。

关于重庆市人民政府工作报告的决议

重庆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于2018年1月31日通过重庆市第五届人民代
表大会各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副主任委员和
委员分别按姓名笔划排列）。

一、法制委员会（14人）
主任委员：邹钢
副主任委员：付子堂、但彦铮、张晓涛、陈

强、胡奇明、黄源彪、曾礼
委员：李燕明、张涛（女）、侯东德、敖翔、黄

文、游洪涛
二、财政经济委员会（14人）
主任委员：袁天长
副主任委员：毛玉树、叶永海、代伟华、刘

亚干、李景耀、张有力、喻杨
委员：邓巨波、李怡滨（女）、何镇初、张建

华、易大斌、徐韬
三、内务司法委员会（14人）
主任委员：林育均

副主任委员：丁中平（女）、艾亚军（土家
族）、刘春焱、米绍林、李燕（女）、郑云山、彭烨
（女）

委员：吴大兵（苗族）、袁林（女）、高绍贵、
郭巍、黄杰、韩鸣

四、农业与农村委员会（14人）
主任委员：张敏
副主任委员：李联铁、张明生、周德勋、贾

天平、梁国鲁（土家族）、屠锐、韩国强
委员：付利芝（女）、刘永文、吴玉书、汪玉

平、周斌全、黄朝忠（土家族）
五、城乡建设环境保护委员会（14人）
主任委员：张宗清
副主任委员：马春、王志飞、朱维、李天安、

杨国权、简杰（土家族）、魏福生
委员：王峙、尤莉莉（女）、刘放、郑武生、赵

芾、谭观银
六、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14人）

主任委员：皮晓青（女）
副主任委员：王合清、李庆利（女）、陆多

祥、赵远坤、喻体金、赖明才、管洪
委员：田承毅、杨竹（女）、林必忠、赵勇、高

文宝、唐宏宇
七、民族宗教侨务外事委员会（14人）
主任委员：王勇
副主任委员：丁丽柏（女，壮族）、王前元、

邓明鉴、白庭学（土家族）、贺学均、梁正华（土
家族）、戴科

委员：吕军（女，高山族）、吕英（女，土家
族）、张维淑（女，土家族）、胡勤俭、秦少容
（女）、黄贤全

现予公告
重庆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主席团
2018年1月31日

重庆市人民代表大会公告
〔2018〕第7号 重庆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

次会议审查了市人民政府提出的《关于
重庆市2017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
划执行情况及 2018 年计划草案的报
告》及 2018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
划草案，同意重庆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

会第一次会议计划预算审查委员会的
审查结果报告。会议决定，批准《关于
重庆市2017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
划执行情况及 2018 年计划草案的报
告》，批准重庆市2018年国民经济和社
会发展计划。

关于重庆市2017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
执行情况及2018年计划的决议

重庆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
会议审查了市人民政府提出的《关于重
庆市2017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和2018
年财政预算草案的报告》及2018年市级
财政预算草案，同意重庆市第五届人民

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计划预算审查委员
会的审查结果报告。会议决定，批准《关
于重庆市2017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和
2018年财政预算草案的报告》，批准重庆
市2018年市级财政预算。

关于重庆市2017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
和2018年财政预算的决议

重庆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
次会议听取和审议了张轩主任受重庆
市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
托所作的工作报告。会议充分肯定市
人大常委会过去五年及 2017 年的工
作，同意报告提出的今后五年及 2018
年工作建议，决定批准这个报告。

会议要求，市人大常委会要更加紧
密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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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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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

紧紧围绕习近平总书记对我市提出的
“两点”“两地”定位和“四个扎实”要求，
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
有机统一，在中共重庆市委坚强领导下，
切实履行宪法法律赋予的立法、监督、决
定和任免等各项职责，保持同人民群众
的密切联系，更好发挥人大代表主体作
用，着力推动中央和市委决策部署贯彻
落实，锐意进取，奋发有为，为决胜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开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
设新征程、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作出更大的贡献。

关于重庆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工作报告的决议

重庆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
会议听取和审议了市高级人民法院代理
院长杨临萍所作的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
工作报告。会议充分肯定市高级人民法
院过去五年及2017年的工作，同意报告
提出的今后五年的工作思路及2018年
工作安排，决定批准这个报告。

会议要求，市高级人民法院要更加
紧密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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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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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神，紧紧围绕习近平总书记对我市提
出的“两点”“两地”定位和“四个扎实”
要求，在中共重庆市委坚强领导下，全
面深化司法体制改革，不断加强队伍建
设，着力提升司法公信力，充分发挥审
判机关的职能作用，切实履行好维护国
家政治安全、确保社会大局稳定、促进
社会公平正义、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的职
责使命，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
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征程、实现人
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提供有力的司法
保障。

关于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工作报告的决议

重庆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
次会议听取和审议了市人民检察院检
察长贺恒扬所作的重庆市人民检察院
工作报告。会议充分肯定市人民检察
院过去五年及 2017年的工作，同意报
告提出的今后五年的工作思路及2018
年工作安排，决定批准这个报告。

会议要求，市人民检察院要更加紧
密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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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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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

神，紧紧围绕习近平总书记对我市提出
的“两点”“两地”定位和“四个扎实”要
求，在中共重庆市委坚强领导下，全面
深化司法体制改革，不断加强队伍建
设，着力提升司法公信力，充分发挥检
察机关的职能作用，切实履行好维护国
家政治安全、确保社会大局稳定、促进
社会公平正义、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的职
责使命，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
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征程、实现人
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提供有力的司法
保障。

关于重庆市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的决议

市五届人大一次会议决议
（2018年1月31日重庆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一次会议通过）

（上接1版）我们建设的现代化经济体系，要
借鉴发达国家有益做法，更要符合中国国情、
具有中国特色。

习近平指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需
要扎实管用的政策举措和行动。要突出抓
好以下几方面工作。一是要大力发展实体
经济，筑牢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坚实基础。实
体经济是一国经济的立身之本，是财富创造
的根本源泉，是国家强盛的重要支柱。要深
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发展先进制造
业，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同实体经
济深度融合，推动资源要素向实体经济集
聚、政策措施向实体经济倾斜、工作力量向
实体经济加强，营造脚踏实地、勤劳创业、实
业致富的发展环境和社会氛围。二是要加
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强化现代化经济

体系的战略支撑，加强国家创新体系建设，
强化战略科技力量，推动科技创新和经济社
会发展深度融合，塑造更多依靠创新驱动、
更多发挥先发优势的引领型发展。三是要
积极推动城乡区域协调发展，优化现代化经
济体系的空间布局，实施好区域协调发展战
略，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和长江经济带发
展，同时协调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发展。乡村
振兴是一盘大棋，要把这盘大棋走好。四是
要着力发展开放型经济，提高现代化经济体
系的国际竞争力，更好利用全球资源和市
场，继续积极推进“一带一路”框架下的国际
交流合作。五是要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完善
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制度保障，加快完善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坚决破除各方面体制机
制弊端，激发全社会创新创业活力。

深刻认识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重要性
推动我国经济发展焕发新活力迈上新台阶 （上接1版）

陈敏尔强调，时代是出卷人，我们是答卷人，人
民是阅卷人。当前，前进方向已明，大政方针已定，
目标任务已清，关键是抓落实。要加强领导抓落实，
坚决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和集中
统一领导，坚决肃清孙政才恶劣影响和“薄、王”思想
遗毒。深化学习抓落实，做到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
一，依靠学习做好今天、走向未来。振奋精神抓落
实，始终保持干事创业的精气神，努力开创各项事业
新局面。改进方法抓落实，坚持稳中求进，注重精准
施策，抓住关键环节，创新工作手段，减少盲目性、增
强针对性、确保实效性。转变作风抓落实，贯彻以人
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驰而不息纠正“四风”，把为人
民造福的事情办实办好。凝聚合力抓落实，团结一
心、和衷共济，奏响干事最强音，形成发展大合唱。

陈敏尔强调，党的领导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
本质特征和最大优势。各级党委要切实加强和改
进对人大工作的领导，为人大工作创造良好条件。

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要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
依法认真履职，着力加强自身建设，推动人大工作
与时俱进。各位代表要带头学习宣传贯彻大会精
神，为新时代重庆发展再立新功、再创佳绩。

新当选市长唐良智在讲话中说，感谢各位代表
和全市人民对我的信任和鼓励。接过市长这副重
担，我深感责任重大、使命光荣。我和市政府班子
的同志们，坚决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自觉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不
折不扣贯彻执行中央决策部署和市委工作要求，以
实际行动时时处处事事体现对党绝对忠诚；践行新
发展理念，务实推动高质量发展；担当作为实干，狠
抓目标任务落实；严格依法履职，推进法治政府建
设；永葆清廉本色，营造风清气正、正气充盈的政治
生态，拥抱新时代、践行新思想、实现新作为，向中
央和全市人民交出满意答卷。

新当选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轩在讲话中说，大会

选举产生了新一届市人大常委会，选举我再次担任市
人大常委会主任。我们深感使命光荣、责任重大。我
们将坚定信心，切实提高政治站位，始终不渝地坚定
党对人大工作的领导；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依法履行
好人大各项职责；求真务实、为民尽责，更好发挥人大
代表作用；努力提升能力、廉洁奉公，坚持不懈地抓好
自身建设，为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推动重
庆经济社会发展和民主法治建设而努力奋斗。

在渝第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市人大常委会有
关部门负责人，市人民政府组成部门负责人，市高
级人民法院及各中级人民法院、市人民检察院及各
分院负责人，市级有关部门负责人，市人民政府参
事，中央在渝有关单位负责人，有关区人大常委会、
区人民政府主要负责人列席会议。

有关市领导，部分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常委
会委员及全国人大有关专委会负责人，部分全国政
协委员、全国政协常委及全国政协有关专委会负责
人，驻渝部队副军级及以上单位主要负责人，重庆大
学主要负责人，市人民政府秘书长，市政协秘书长，市
工商联主要负责人，部分老同志应邀在主席台就座。

大会在雄壮的国歌声中闭幕。

市五届人大一次会议胜利闭幕

1 月 31
日，市人民大
厦，代表们正
在投票。当
日，市五届人
大一次会议
胜利闭幕。

记 者
罗斌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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