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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1 月 13 日政协启东市第十六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通过）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启东市第十
六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于 2022 年 1 月
10 日至 13 日举行。会议听取了中共启东
市委书记李玲同志的讲话；听取并审议
了十五届市政协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和
提案工作情况报告；列席了市十八届人
大一次会议，听取并讨论了政府工作报
告和其他有关报告；选举产生了政协启
东市第十六届委员会主席、副主席、秘书
长、常务委员。会议充满了民主、求实、团
结、鼓劲的气氛，是一次承前启后、继往
开来、
凝心聚力、催人奋进的大会。
中共启东市委书记李玲同志在讲话
中充分肯定了十五届市政协的工作。
五年
来，
市政协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始终保持与市委同
频共振，主动谋事、倾心干事、协力成事，
资政建言有高度，履职为民有温度，协商
议事有深度，民主监督有力度，为服务启
东经济和社会高质量发展作出了重要贡
献。
李玲要求十六届市政协和广大政协委

员深刻把握人民政协新使命，
紧紧围绕市
十四次党代会和十四届二次全会提出的
目标任务，增强履职尽责的政治自觉、思
想自觉和行动自觉，捍卫“两个确立”，在
坚持党的领导中提高政治站位；
聚焦重点
任务，在服务发展大局中体现政协担当；
坚持为民立言，
在增进民生福祉中彰显政
协情怀；加强自身建设，在提升履职能力
中展现政协风采，为向海发展、接轨上海
竭智尽力、
献计出力。
会议赞同杨中坚同志所作的政府工
作报告。会议认为，2021 年市人民政府积
极应对复杂多变的外部形势，坚持稳中
求进工作总基调，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
发展，全市经济社会保持良好发展态势，
实现了“十四五”和“强富美高”新启东现
代化建设的良好开局。过去的五年，全市
上下团结拼搏、攻坚克难、奋勇争先，高
质量创成全国文明城市，高水平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高能级启航吕四东方大港，
一批事关启东长远发展的大事要事取得

历史性突破，交出了一份厚重提气的精
彩答卷，谱写了属于启东人民的时代篇
章。报告提出的今后五年总体思路、奋斗
目标，定位精准、任务明确。对 2022 年政
府工作的总体安排，科学具体、切实可
行。委员们对做好今后政府工作充满信
心。
会议同意孙建忠同志所作的常委会
工作报告和蔡建平同志所作的提案工作
情况报告。五年来，十五届市政协坚持党
的全面领导，始终把强化政治引领的使
命摆在首位；围绕核心建言资政，始终把
服务中心大局的责任扛在肩上；发挥协
商机构作用，始终把坚持协商为民的理
念放在心中；改革创新变中求进，始终把
忠诚履职尽责的担当落在实处；广泛凝
聚思想共识，始终把大团结大联合的主
题握在手里，开创了新时代人民政协工
作新局面。政协工作在南通市党建两年
考核中均列一等，市政协牵头对接上海
工作连续三年获南通市考核第一，党建

工作和“有事好商量”协商议事室工作
走在南通市、江苏省前列，2021 年获评
江苏省政协系统首批先进集体。
会议指出，今后五年是我市打造“五
个城市”、建设沪苏一体融合发展窗口城
市的关键时期。市政协要紧扣市委、市政
府工作主题，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
用，积极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探索
实践。坚持党的领导，强化政治引领；坚
持围绕中心，服务改革发展；坚持履职为
民，增进民生福祉；坚持团结民主，汇聚
发展合力；坚持传承创新，打造特色亮
点；坚持强基固本，加强自身建设，推动
人民政协事业再上新台阶。
会议号召，政协各参加单位和全体
政协委员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在中共启
东市委的坚强领导下，开拓创新，求真务
实，履职尽责，为干出新时代人民政协新
样子，加快建设沪苏一体融合发展窗口
城市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政协启东市第十六届委员会
主席、副主席、秘书长、常务委员名单
一、主席
邵茂华
二、副主席
袁圣菊（女） 龚建涛
徐永辉
张海荣
龚海燕（女）
三、秘书长
郁豪杰

四、常务委员（按姓氏笔画为序）
丁祖耀 王 忠 王幸运 朱志亮
朱海勇 朱海燕 严隽逸 李 斌 李 磊
李红燕（女） 李凯贤 李峰伟 吴苏豫
沈红华（女） 张 泳 张风雷 张旦前
陆 霞（女） 陆红琴（女） 陆海荣 陆燕飞
陈 卫 陈 飞 陈 樊 陈 德 陈风华

陈建军 陈晓燕（女） 陈燕飞 茅东华
林焱尧 周 兵 周 辉 周晓宇
赵雨玉（女） 赵凯旋 施 超 施黄捷
姜莉莉（女） 姚 亮 秦施豪 顾海健
顾悦捷 钱 剑 倪蔡辉 徐 健 徐 霞（女）
徐建军 郭 熹 唐 俊（女） 陶 郁（女）
黄 新 曹 亮 曹永华 蔡开成 潘小军

市十八届人大一次会议召开议案审查工作会议
本报讯 1 月 13 日上午，启东市第十八届人民代表
大会第一次会议议案审查委员会召开议案审查工作会
议，
审议大会议案，
形成议案审查报告（草案）。
截至 2022 年 1 月 13 日上午 10 时，共收到代表 10
人以上联名提出的议案 4 件，内容涉及发展先进制造
业、推进数字经济规划发展、加强新时代老龄工作、推动
南通大学杏林学院高质量发展等方面。
议案审查委员会认为，邓卫星等 16 位代表提出的
《关于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的议案》，贯彻市十四次党代

会、市委十四届二次全会精神，紧扣深入实施向海发展
战略、接轨上海战略，加快建设沪苏一体融合发展窗口
城市的这一目标定位，有助于加快建设先进制造业集聚
新高地、对于进一步做大我市经济总量、优化产业结构、
提升发展质量等具有重要意义。建议将该议案立为大会
议案，直接交市人民政府办理。其余 3 件议案转为建议
办理。
本次会议到目前为止，收到代表提出的建议、批
评和意见 379 件。这些建议、批评和意见涵盖全市经济

日出江海
美丽启东

发展、城市建设管理、农业农村工作、教科文卫、社会
事业和民生保障、社会稳定和治理、依法行政等方面，
连同转为建议办理的议案，共收到建议、批评和意见
382 件。
市人大常委会将对事关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
群众普遍关注的建议进行重点督办，通过检查、督促，使
代表的建议、批评和意见得到及时、认真的办理，真正让
人大代表满意，
让人民群众满意。
（融媒体记者 施媛媛 施彦佟）

——市人大代表审议人大常委会和﹃两院﹄工作报告侧记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启东市
第十六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融媒体记者 黄欣美 鲍俊杰
高 雅 周 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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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13 日，
出席市第十八届人大
一次会议的代表分组审议市人大常
委会和
“两院”
工作报告。
大家普遍认
为市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政治站位
高、报告内容实、创新亮点多，
充分体
现了新时代人大工作新气象新作为
新要求。
“两院”工作报告客观全面，
分析问题实事求是，
提出任务目标切
实可行，
各项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
“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是一个彰
显制度优势、饱含为民情怀的好报
告。
”
市人大代表、启东市利城环境工
程有限公司总经理杨冬冬表示，
过去
五年，
市人大常委会依法履职，
担当作
为，围绕农业、医疗、养老、教育等方
面，
听取报告、
视察调研、
专题询问，
有
力推动工作落实，
做到了与改革同步、
与发展相融、
与群众相连。
他希望市人
大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进一步
突出重点，
增强实效，
更好地支持、促
进各项中心工作有力推进。
新时代呼唤新作为，
新征程要有
新担当。市人大代表、近海镇团委书
记龚庆庆希望市人大常委会继续将
接地气、察民情、聚民智作为开展工
作的标准和遵循，保障群众权益、增
进民生福祉；
希望
“两院”
加快案件审
理，积极回应人民关切，加大力度推
进解决
“执行难”
，
努力让人民群众在
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市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和‘两
院’
工作报告定位精准、内容丰富，
对
2022 年工作有了明确的规划。”市人
大代表、王鲍镇建群村党总支书记秦
冠锋说，
三份报告系统总结了过去五
年市人大常委会和“两院”紧扣人民
群众重大关切，主动担当作为，依法
履行职责的工作过程和成效。
秦冠锋
表示，作为党在农村各项方针政策的宣传者、贯彻者和
实践者，我将从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
效、
生活富裕五个方面着手，
带领
“两委”
班子做好乡村振
兴示范村和南通特色田园乡村创建工作。
“市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和
‘两院’
工作报告客观全
面、
实事求是。
”
市人大代表、
市小动物保护志愿者协会会
长陆也说，
“两院”
报告中，
用大量数据和案例回顾了过去
五年的工作，
创新亮点多，
工作成效好。
她建议
“两院”
进
一步提高诉讼服务质量，
着力解决老百姓
“诉讼难”
问题，
提升人民群众对司法工作的满意度、
获得感。

市政协十六届一次会议
召开临时党委会议
本报讯 1 月 13 日上午，政协启东市第十六届委员
会第一次会议召开临时党委会议。市委常委、组织部部
长、统战部部长，市政协党组副书记彭晓红作大会选举
业务辅导。会议由主席团会议主持人邵茂华主持。
彭晓红对大会选举工作作出明确要求，确保大会
圆满成功。
（融媒体记者 朱俊俊 卢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