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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昨天上午，中国人民政
治协商会议常州市第十四届委员会
第五次会议在行政中心龙城大厅隆
重开幕。来自全市各条战线的市政
协委员将在 3 天会期中，紧紧围绕中
共常州市委十二届十一次会议决策
部署，紧扣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高
质量发展、开启现代化建设新征程的
目标任务和中心工作，深入协商议
政，积极建言资政。

大会应到委员 407 名，因疫情防
控等情况，实到委员 365 名，符合开
会规定人数。

中共常州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
会主任齐家滨，市委副书记、市长陈
金虎，市政协主席白云萍，市政协副
主席蒋必彪、卢明康、何玉清、吴新
法、徐伟南、赵正斌，党组成员韩筱筠
和秘书长周效华在主席台前排就座。

中共常州市委、市人大、市政府
领导，常州军分区、市中级人民法院、
市人民检察院主要领导出席大会开
幕会。

会议审议通过市政协十四届五
次会议议程。

齐家滨作题为《凝心聚力启新
程，奋发有为谱新篇》的讲话。

齐家滨指出，今年是中国共产党
成立 100 周年，是“十四五”规划开局
之年，开局关系全局，起跑就要冲刺。
全市上下要把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总
书记视察江苏重要讲话指示精神作为
谋划一切工作的总目标、总纲领、总要
求，对标对表省委最新要求，大力弘扬

“勇争一流、耻为二手”的常州精神，早
日把习近平总书记擘画的宏伟蓝图在
常州变为美好现实。新形势、新任务，
既为政协工作提供了广阔舞台，也对
政协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全市
各级政协组织、广大政协委员要继往
开来、再接再厉，聚焦全市大局、把准
协商要点、集聚各方合力，为常州的美
好明天接续奋斗。要在加强思想政治
引领、广泛凝聚共识上展现新作为；在
服务全市大局、助推高质量发展上展
现新作为；在坚持人民至上、增进民生
福祉上展现新作为；在增强履职本领、
提升能力水平上展现新作为，发扬为
民服务孺子牛、创新发展拓荒牛、艰苦
奋斗老黄牛的精神，只争朝夕、不负韶
华，同心同德、群策群力，在全面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征程中阔步前进、
再立新功。

白云萍代表市政协十四届常委

会向大会作工作报告。
白云萍指出，市政协将坚持以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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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中全会精
神，贯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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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把握“三个新发展”历史方
位，切实担当“争当表率、争做示范、
走在前列”崇高使命，精准聚焦“国
际化智造名城、长三角中轴枢纽”城
市定位，以更大担当作为服务中心
大局，以更实工作举措践行协商民
主，以更宽视野胸怀广泛凝聚共识，
以更高标准要求加强自身建设，精
心组织协商议政活动，着力提高建
言资政和凝聚共识水平，以优异成
绩庆祝建党 100 周年。

吴新法向大会作市政协十四届
四次会议以来提案工作情况报告。

何玉清主持开幕会。
列席大会开幕会的有在常的省

政协委员，各辖市、区党政主要负责
同志，常州经开区党工委、管委会主
要负责同志，市有关部委办局、直属
单位的负责同志等。
（周瑾亮 朱雅萍 文 朱臻 高岷 摄）

齐家滨讲话 白云萍作常委会工作报告

同心同德启新程 群策群力谱新篇

市政协十四届五次会议隆重开幕

本报讯 昨天下午，市政协委员分组讨论
中共常州市委书记齐家滨在市政协十四届五
次会议开幕会上的讲话。

齐家滨在讲话中对去年市政协聚焦“五大
明星城”建设，主动谋事、用心干事、协力成事，
围绕“十四五”规划编制、提升产业集群核心竞
争力、培养高素质专业技能人才、工业互联网
赋能创新等专题，深入调研、广泛协商、积极建
言，给予了充分肯定，让委员们备受鼓舞。大
家认为，讲话精炼实在，指导性强，描绘的蓝图
高远，书写的路径清晰，为我市“十四五”发展
奠定了奋进的主基调。大家表示，将继续弘扬

“勇争一流、耻为二手”的常州精神，围绕全市
大局，同心同德、群策群力，为我市“十四五”发
展开好局起好步、开启现代化建设新征程再立
新功。

祝正庆委员表示，讲话用“强富美高”总结
我市“十三五”期间的发展业绩，用 3 个“一年
来”概括了2020年常州走过的不平凡道路，明
确下一步全市发展的总目标、总定位、总抓手，
鼓舞人心，催人奋进。作为武进国家高新区管
委会副主任，祝正庆对讲话中提出的“坚持不
懈抓创新抓环境抓项目”尤感振奋，“下一步，
我们还将投入更多的真金白银促创新、优环
境，真抓实干服务项目建设，全面提升园区综
合竞争力。”

讲话中强调，我市要锚定“国际化智造名
城、长三角中轴枢纽”攻坚发力，加快“常州制
造”向“常州智造”跃升，全面提升城市能级和
综合竞争力。邹凌委员表示，我市拥有扎实的
智能制造基础，但在交叉学科融合发展上还有
较大提升空间，希望我市立足自身产业、技术、
人才、平台优势，以政策引领推动多学科交叉
融合，助力智能制造在更高平台上实现飞跃。
宋子平委员表示，当前我市已位列国家创新型
城市创新能力指数第16位，期待我市在“十四

五”的发展中，能进一步擦亮科技创新名片，充
分激发科教城作为创新之“核”的能量，加快培
育产业基金，成为撬动科技创新的杠杆，同时
要全面提升科技创新的社会关注度，大力弘扬
创新之风。孙继胜委员特别关注到了讲话中
有关布局发展集成电路产业的内容，从“常州
制造”到“常州智造”，常州正在继续走向“常州
创造”。他认为，常州的产业布局正在越来越
具有前瞻性，在主导产业壮大与新兴产业培
育、传统产业升级与未来产业布局这些方面，
他看到了常州更大的决心和更实的举措。

讲话高度肯定了2020年我市疫情防控取
得的重大战略成果，来自医疗卫生战线的徐仁
芳委员既深受鼓舞，又感责任重大。“目前国内
部分省市出现多点散发病例，全市医务工作者
一定会全力以赴，一方面保障好人民群众健
康，一方面服务好发展大局。”徐仁芳说，这次
会议的各项防疫措施扎实到位，让他对全市疫
情防控大局充满信心。

讲话中多次提及的长江大保护工作，是推
进我市高质量发展走在前列、维护群众生态环
境切身利益的重大举措。张翠娥委员希望，我
市要与沿江上下游的省市加强沟通，建立起覆
盖全流域的长江大保护体制机制，协同推进

“水、气、土”污染防治综合攻坚战，构建绿色发
展共同体，共同守护好长江“母亲河”。

“老城厢复兴”也是备受关注的热点之
一。贺新页委员、丰月琦委员立足餐饮行业建
议，挖掘常州美食的文化内涵，结合常州深厚
的历史文化资源，尤其是名人资源，打造特色
餐饮品牌，形成别具一格的餐饮文化，同时发
挥好“一点居中、两带联动、十字交叉、米字交
汇”的区位优势，将特色餐饮产品转化为旅游
商品，吸引更多游客来常，传承“文气”、集聚

“人气”、汇集“财气”。
（唐文竹 朱雅萍 黄钰 郑雨露）

市政协委员分组讨论齐家滨讲话

同心同德群策群力 阔步前进再立新功

本报讯 昨天下午，参加市政
协十四届五次会议的政协委员们
分成 19 个界别小组，讨论审议政
协常州市第十四届委员会常务委
员会工作报告和四次会议以来提
案工作情况的报告。

大家一致认为，市政协主席
白云萍所作的常委会工作报告，
总结工作全面客观、令人振奋，对
今年的工作安排举措务实、可行
性强，是新一年政协工作的“路线
图”“行军图”。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 100
周年，是我市奋力开启全面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征程起步之
年，也是十四届市政协工作收官
之年。委员们纷纷表示，要以更
大担当作为，服务中心大局，进一
步提高建言资政的前瞻性、精准
性和实效性，为推动“十四五”时
期高质量发展，现代化建设新征
程开好局、起好步贡献更多政协
智慧。

王茜委员说，常委会工作报
告具有很强的凝聚力和感召力。
她 表 示 ，作 为 委 员 更 感 责 任 重
大 ，面对新使命新要求，要不断
提升履职能力，坚持围绕中心大
局、民生热点深入调研、积极建
言，发挥委员的主体作用。

于昌林委员认为，常委会工
作报告体现了 2020 年政协工作
的一个“新”字，即打造“有事好商
量”协商议事新平台、探索政协民

主监督新途径、完善提案和社情
民意信息工作新机制；并在此基
础上，形成了高质量的民主协商
成果，也实实在在助力党委政府
解决了许多百姓关切的难题，凝
聚着政协组织和政协委员的智慧
和心血。

胡海华委员说，常委会工作
报告对委员的政治站位和政治素
养提出了更高要求，政协委员要
充分利用政协各种平台载体，不
断学习提升，实现高质量履职。
吴海泳委员表示，白云萍主席的
报告让他深感振奋，将继续发挥
专业优势，围绕民生保障多建睿
智之言，多献务实之策。

讨论中，委员们对市政协十
四届四次会议以来的提案办理情
况表示满意。委员们认为，去年
以来的提案工作扎实有力、成效
明显，发挥了提案在助推我市高
质量发展走在前列的积极作用。

王寅委员说，2020 年，市委、
市政府对政协提案工作高度重
视，委员们备受鼓舞。他表示，新
的一年，将继续提高参政议政积
极性，运用好提案、社情民意信息
等，更好为常州经济社会高质量
发展建言献策。

孙泽新委员表示，新一年提
案工作，反映问题要更准确，分析
问题要更深入，提出建议要更实
在，进一步提高提案质量。
（黄钰 唐文竹 郑雨露 朱雅萍）

市政协委员讨论审议
政协常委会工作报告和
提案工作报告

中共常州
市委书记齐家
滨在市政协十
四届五次会议
上讲话

市政协主
席白云萍在市
政协十四届五
次会议上作政
协常委会工作
报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