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 楼宇

本报讯 昨日上午，区十七届人大一次会议

闭幕式结束后，举行了宪法宣誓仪式。本次大会

选举产生的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委员，区人民

政府副区长，区监察委员会主任，区人民法院院

长，区人大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集体向宪法庄

重宣誓。

宣誓现场国徽高悬,国旗庄严,气氛庄重。宣

誓仪式开始，全体起立，奏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

歌。国歌奏唱完毕，区委常委、副区长王翔作为领

誓人走到宣誓台前，左手抚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宪

法》，右手举拳,领诵誓词。其他宣誓人列队站立，

举起右拳，跟诵誓词。铿锵有力的誓词响彻会场，

这是对国家、对人民的郑重承诺。

钱美仙在主持宣誓仪式时强调，要切实树立

宪法意识，恪守宪法原则，弘扬宪法精神，履行宪

法使命，带头尊法学法守法用法，做宪法的忠实崇

尚者、自觉遵守者和坚定捍卫者，切实在宪法和法

律框架内行权履职，努力营造良好的法治环境。

区十七届人大一次会议
举行宪法宣誓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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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昨日上午，杭州市临安区第十

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圆满完成各

项议程，在职工活动中心胜利闭幕。

本次大会执行主席杨国正、杨泽伟、

钱美仙、李莲萍、俞琳波、高吉亚、吴云海、

鲁一成、周杰、张勤和大会主席团成员在主席

台就座。钱美仙主持会议并宣布大会闭幕。

在主席台上就座的还有：区委、区政府、

区政协的领导同志，监委主任，法检两长，正

副区（长）级领导，人武部部长。

本次会议应到代表 256 人，实到代表

251 人，符合法定人数。

会议表决通过了临安区十七届人大专

门委员会组成人员名单、临安区 2022 年民

生实事项目、关于临安区人民政府工作报告

的决议、关于临安区 2021 年国民经济和社

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 2022 年国民经济

和社会发展计划的决议、关于临安区 2021

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与 2022 年财政预算

的决议、关于临安区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的

决议、关于临安区人民法院工作报告的决

议、关于临安区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的决

议。

区委书记杨国正对会议的圆满成功表

示祝贺。他说，会议期间，各位代表以饱满的

政治热情和强烈的使命担当，认真履行宪法

和法律赋予的职责，审议通过了区十六届人

大常委会和“一府两院”工作报告，依法选举

产生了新一届区人大常委会、区政府领导班

子和“一委两院”主要负责人，展现了风清气

正的良好政治生态。这次大会是一次承前启

后、继往开来的大会，是一次凝心聚力、开拓

奋进的大会。

杨国正表示，过去的五年，全区上下高

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伟

大旗帜，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省市决策部署，

全面抢抓撤市设区的历史性机遇，有力推动

全区经济高质量发展，城乡面貌日新月异，

民生福祉持续增进，有效应对抗灾抢险、疫

情防控等一系列大战大考，实现了“十三五”

圆满收官和“十四五”精彩开局。区十六届人

大及其常委会认真履行职责，积极服务大

局，为全区改革发展稳定做出了重要贡献，

也为新一届区人大及其常委会开展工作打

下了坚实基础。

杨国正指出，今年是新一届区四套班子

全面履职的起步之年，希望新一届人大及其

常委会、政府领导班子和全体代表始终牢记

人民的重托和期望，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

到大会确定的各项目标任务上来，勇扛新使

命、实干开新局，全力推动美好愿景变为生

动现实。

杨国正强调，要衷心拥护“两个确立”，

忠诚践行“两个维护”。强化思想引领，坚持

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

工作，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

治执行力。提高政治站位，自觉站在国家和

省市发展大局中研究思考、谋划部署推动各

项工作，努力做到以一域之光为全局添彩。

确保政令畅通，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

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

一致，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省市委的重大决

策部署，确保上级各项政令要求在临安不折

不扣落实落地。

杨国正指出，要坚决扛起使命担当，推

动临安跨越赶超。提升产业能级，深入参与

杭州城西科创大走廊建设，做大做强青山湖

科技城主引擎，全面打好“腾、拓、转、引、育、

落”组合拳，集中精力推进“六大产业园”建

设，为未来发展积蓄更强劲动能。提升城市

能级，借势亚运东风，精心优化城市风貌管

控，全方位展示文化名城韵味、山水园林特

色。提升服务能级，全面开展“开门红·亚运

红”双线“三服务”活动，充分释放数字化改

革的放大、叠加、倍增效应，赋能营商环境再

提升。

杨国正强调，要始终坚持人民至上，全

力推动共同富裕。让群众更有获得感，深入

基层一线调研，完善信访工作机制，切实解

决好人民群众牵肠挂肚的关键小事。让群众

更有幸福感，大力推动教育、医疗等公共服

务优质均衡，扎实推进“扩中”“提低”改革，

精心打造“一廊三圈十八景”，推动区域协

同、产业融合发展。让群众更有安全感，慎终

如始抓好常态化疫情防控，扎实做好安全生

产工作，有效防范化解各类风险，确保全区

社会大局始终保持和谐稳定。

杨国正指出，要激发干事创业热情，着

力打造一流队伍。拉高标杆，把工作做得更

加出色、出彩、出众，努力实现争先创优。务

求实效，建立健全清单化、闭环式工作机制，

推动关键改革、重点项目、重大工程真落实、

大突破，确保定一件干一件，干一件成一件。

树好导向，大力选拔重用重实干、肯担当、出

实效的干部，健全干部担当作为的激励和保

护机制，形成“组织为干部担当、干部为事业

担当”的良性循环。

杨国正强调，要弘扬团结奋斗精神，凝聚

强大工作合力。上下同欲，真正把难办的事办

成、把能办的事办好、把该办的事办出色。党

群同心，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

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广泛动员群众、组织群

众、凝聚群众，建功发展新征程。内外同向，汇

聚所有在临和临安在外人士的力量，共同讲

好临安新故事、传播临安好声音。

杨国正指出，区委将不断加强和改进对

人大工作的领导，支持区人大及其常委会依

法行使职责。人大及其常委会要全面加强自

身建设，不断提升人大工作质量和水平。“一

府一委两院”要自觉接受人大监督，各地各

单位要积极支持配合人大开展工作，认真办

理人大代表提出的议案和建议，为人大依法

履职创优环境。

会上，钱美仙代表新一届区人大常委

会，对组织的关怀、代表的信任和全体工作

人员为大会付出的辛勤劳动表示感谢。她指

出，全区人大系统和各级人大代表要迅速把

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区委决策部署上来，把力

量和智慧凝聚到大会确定的目标任务上来，

勇扛新使命、实干开新局、再创新业绩，不断

开辟人大工作新境界，共同把美好愿景变成

生动现实。她表示，我们将坚定捍卫“两个确

立”，在绝对忠诚上做表率；主动服务发展大

局，在担当有为上做表率；全力助推共同富

裕，在为民惠民上做表率；致力助推改革创

新，在克难攻坚上做表率；不断加强自身建

设，在求真务实上做表率。继续传承好历届

人大常委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忠实履行宪

法法律赋予的职责，努力开创新时代人大工

作新局面。

区政府组成人员和有关领导同志列席

闭幕式。

大会在雄壮的国歌声中胜利闭幕。

勇扛新使命 实干开新局

区十七届人大一次会议胜利闭幕
杨国正讲话 杨泽伟李赛文李莲萍等在主席台就座 钱美仙主持

记者 吴忠民

本报讯 昨日上午，区十七届人大一次会议

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进行选举。

会议由大会执行主席、主席团常务主席杨国正

主持。本次大会应到代表256人，实到代表 251

人，符合法定人数。大会执行主席杨国正、杨泽伟、

钱美仙、李莲萍、俞琳波、高吉亚、吴云海、鲁一成、

周杰、张勤、阮生烈、汪正亮、董勇、冯卫强、邵军、

郑卫东、程国文、鲍浩亮、周雪松、邵佳路、黄真和

大会主席团全体成员在主席台就座。

大会表决通过了总监票人、副总监票人、监

票人名单。

大会以无记名投票方式进行选举。钱美仙当

选为杭州市临安区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主任，俞琳波、高吉亚、吴云海、鲁一成、

周杰、张勤当选为杭州市临安区第十七届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主任；杨泽伟当选为杭州市

临安区人民政府区长，王翔、陈立群、王忠敏、

洪亮、田江波、罗爱芬、张凯当选为杭州市临安区

人民政府副区长；斯晓健当选为杭州市临安区监

察委员会主任；夏强当选为杭州市临安区人民法

院院长；李军当选为杭州市临安区人民检察院检

察长（须报经杭州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提请杭州

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

大会还选举产生了杭州市临安区第十七届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和出席杭州市第

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会上，本次大会选举产生的区长、区人大常

委会主任分别向宪法庄严宣誓。

区十七届人大一次会议
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

杨泽伟当选区长 钱美仙当选区人大常委会主任

记者 金凯华 通讯员 王文杰 陈冬操 摄

杭州市临安区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于 2022 年 2 月 15 日，依法选举产生了杭州市临安区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主任、副主任、委员。名单如下：

主 任：钱美仙（女）

副主任：俞琳波 高吉亚（女） 吴云海 鲁一成（女） 周 杰 张 勤

委 员：（按姓氏笔画为序）

方英儿 叶志伟 叶浩然 田 泉 冯卫强 朱新虎 刘 明 刘文超 阮生烈 邱建国 汪正亮 邵 军 邵佳路（女）

邵鹏飞 周雪松 郑卫东 胡志坚 凌富春 黄真（女）董 勇 董一兵 程国文 程爱兴 鲍浩亮 蔡晓玉（女） 管浩峰

潘张红（女） 潘曙龙

杭州市临安区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公告
（第 1号）

杭州市临安区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于 2022 年 2 月 15 日，依法选举产生了杭州市临安区人民政府区长、副区

长。名单如下：

区 长：杨泽伟

副区长：王 翔 陈立群 王忠敏 洪 亮 田江波 罗爱芬（女）张 凯

杭州市临安区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公告
（第 2号）

杭州市临安区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于 2022 年 2月 15日，依法选举斯晓健同志为杭州市临安区监察委员会

主任。

杭州市临安区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公告
（第 3号）

特此公告。
杭州市临安区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主席团

2022年 2月 15日

特此公告。
杭州市临安区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主席团

2022年 2月 15日

特此公告。
杭州市临安区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主席团

2022年 2月 1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