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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决定行动袁方向关乎全局遥 坚持党的全
面领导袁是政协工作的根本保证遥

县政协始终把政治引领放在首位袁引导带动
广大委员尧政协干部坚决捍卫野两个确立冶尧树牢
野四个意识冶尧坚定野四个自信冶尧做到野两个维护冶遥

五年来袁县政协以高度的政治自觉开展野两
学一做冶尧野不忘初心尧牢记使命冶主题教育和党史
学习教育袁开展专题学习 85 次袁提交调研报告以
及理论文章 120 余篇遥 完善政协党组成员参加双
重组织生活尧重要活动设立临时党支部等工作机
制袁建立县政协党组成员联系委员尧党员委员联
系党外委员制度袁设立界别履职党支部袁实现党
的组织对党员委员的全覆盖尧党的工作对政协委
员的全覆盖遥

野聚焦全县中心任务袁把重点调研作为政协
工作的耶压舱石爷袁把协商议政作为耶重头戏爷袁围绕
全县大局和大事要事袁建真言尧谋良策遥 冶这是县
十三届政协认准的目标遥

聚焦县党代会关于实施产业提质提效行动
的部署要求袁县政协将加快全县膜科技产业发展
工作作为协商课题袁带领政协委员袁通过实地调
研尧外出考察尧座谈交流等方式袁对当前产业发展
形势尧推动产业提质提效发展尧加快膜科技产业
园区建设等内容袁进行深入研究袁形成了 15 篇建
言材料袁为推动膜科技全产业链集聚发展尧打造
县域经济新增长极汇智聚力遥

县十三届政协始终把政协工作放在全县改
革发展大局中谋划和开展袁在助推全县经济社会
高质量发展的征程中留下了一个个闪光的足迹遥

让履职方向紧贴党政中心和民生热点要要要
纵览县政协五年的调研协商尧 专题议政议

题袁 从聚焦重点产业发展到农业农村现代化袁从
兴业富民到补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短板袁从加快
文旅产业发展到射阳大米品牌保护和新品种推
广噎噎民声民智在这里充分碰撞汇聚袁为改革发
展注入协商民主之力遥

让履职脚步紧盯问题追着落实走要要要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袁难点区域尧关键环节在

哪里钥 有哪些问题短板钥 如何加以解决钥 县政协
积极组织委员到大街小巷尧农贸市场尧社区尧学校
等视察调研袁 到各镇区和相关部门开展座谈协
商袁组织开展野有事好商量窑创文大家议冶专题协商
议事月活动袁 为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凝聚共识尧汇
聚力量遥

如何让野十四五冶规划编制更科学尧更具可操
作性钥 如何提升城市形象尧 增强城市功能活力钥
野健康射阳冶建设中存在哪些短板和不足钥 县政协
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袁召开主席会议尧常委会议
专题性议政等袁提出完善现代产业体系尧更新理
念提升规划尧 加强疾控体系建设等意见建议袁得
到相关部门积极采纳遥

一次次议政尧一场场协商袁向中心聚焦发力袁
为党委政府科学民主决策提供重要参考袁让发展
大计谋得更深袁落得更实遥 五年来袁县政协召开专
题议政性常委会议 10 场尧主席会议 14 场袁开展
各类视察调研尧座谈协商活动 71 次袁形成议政大
会发言材料 107 篇袁收到委员提出有价值的意见
建议 1200 余条袁 许多意见建议转化为党委政府
工作举措遥

高质量履职的背后袁是县委尧县政府的高度
重视和大力支持遥 县委召开全县政协工作会议袁
出台 叶关于加强和改进新时代人民政协工作的
意见曳叶关于充分发挥政协专门协商机构作用推
进全县基层民主协商民主建设的实施意见曳叶关
于深化野有事好商量冶协商议事工作的意见曳等
文件袁对加强新时代政协工作提出明确要求袁不
断提高政协工作科学化水平袁 保证了政协在全
局工作中有地位尧有分量尧有声音遥

叶关于持续开展水污染防治袁强化全流域水环境综合
整治的提案曳作为本届政协的重点提案袁由县委主要领导
领衔督办袁在办理过程中与提案预交办尧重点提案督办尧民
生论坛尧现场办理尧野有事好商量冶尧智库研讨尧双向评价相
结合袁 通过组织委员深入县城各条河道整治现场察看袁赴
相关部门座谈交流袁邀请县水利尧环境尧农业等方面智库成
员研究商讨袁组织镇村尧界别委员开展协商议事活动等多
种形式深入调研袁推进水环境治理得实效遥 提案办理结束
后袁邀请部分市尧县政协委员尧相关承办单位和群众代表袁
对该提案的撰写质量和承办单位办理的效果袁进行现场打
分评议袁满意率达 100%遥

县政协把提案作为转化履职成果的重要载体袁在拓宽
提案征集渠道尧扩大集体提案比例尧打造精品提案的基础
上袁加大提案办理协商力度袁大力推行提案办理野面对面冶
和野回头看冶袁探索推行提案质量和提案办理质量双向评价
机制袁提案质效不断提升遥

作为省政协社情民意信息联系点袁县政协坚持问题导
向袁聚焦民生福祉袁助力改革发展袁把收集和反映社情民意
当做履行职能的重要基础和关键环节袁 建立 84 个社情民
意联系点袁推广社情民意信息野码冶上征集袁确保社情民意
工作思想到位尧责任到位尧落实到位遥 五年来袁共反映各类
社情民意信息 280 余条袁 多篇信息获省市县领导批示袁18
篇信息被省政协采用并转报全国政协遥

城区停车难尧教育均衡发展尧老旧小区改造噎噎面对
群众的所急所需所盼袁 县政协充分发挥民主监督独特作
用袁利用评议督办提案尧反映社情民意尧举办民生论坛等多
种形式袁有效开展民主监督袁通过全面性议政建言尧专项性
集中监督尧针对性评议问政袁有力助推部门单位作风改进尧
重大项目工程实施和民生热点问题解决遥

团结和民主是人民政协的两大主题袁加强思想政治引
领尧广泛凝聚共识是人民政协履职工作的中心环节遥

野广大委员要在关键时刻站出来尧顶上去遥冶大事当前袁
总有委员的声音和智慧遥 广大政协委员全力参与脱贫攻
坚尧疫情防控袁在复工复产尧市场保供尧稳定就业等方面献
计出力袁开展政策宣传尧志愿服务尧技术培训尧捐款捐物等
活动 100 余次袁参与人数 2200 多人次袁捐赠款物 500 多万
元遥

立足新方位新使命袁十三届县政协努力在强引领聚共
识上发力袁积极引导广大委员在政治上团结合作尧思想上
共同进步尧行动上步调一致遥

坚持以政协例会为平台尧调研视察为载体尧界别活动
为纽带袁加强与工商联尧无党派人士尧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的
交流联谊曰密切政协系统联系交流袁高质量完成联动协商
调研袁在政协平台上广交朋友袁讲好射阳故事曰收集整理我
县地名沿革尧老旧照片尧民俗传承尧民间故事等史料 150 余
万字袁编辑出版了叶射阳地名史话曳叶射阳印迹曳叶射阳民俗曳
叶射阳故事曳等文史书籍袁开展文史资料野六进冶活动袁赠送
各类文史书籍 2 万多册袁存史资政尧团结育人袁凝聚团结奋
进的正能量遥

实施议政监督袁推动社情民意落实袁发挥团结联谊作
用袁关键还得自身过硬袁这关系到政协履职的成效遥 五年
来袁县政协始终把加强自身建设摆在突出位置袁通过建章
立制尧机构改革尧搭建平台袁强化委员队伍建设袁发挥专委
会基础作用袁加强机关作风建设袁以良好的党风和扎实的
作风提升政协机关服务保障水平遥

继往开来开新局袁接续奋斗谱新篇遥 肩负着时代重任
和人民重托的全县广大政协委员袁 将以更加昂扬的斗
志尧更加豪迈的激情袁干在实处尧走在前列袁在新射阳现

代化建设新征程上奋力开辟 野强富
美高冶新境界遥

针对开捕后出海渔船疫情防控难题袁 黄沙港镇与
农业农村局尧卫健委尧渔民代表通过座谈交流尧视频会
议等形式进行协商袁探索建立渔船健康绿旗制度袁相关
工作被叶人民政协报曳专题报道遥

有事好商量尧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遥 这是县政协
在基层一线开展协商议事尧 积极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
缩影遥

商以求同袁 协以成事遥 人民政协作为专门协商机
构袁如何让协商跟上新时代步伐袁野专冶出人民政协的新
样子钥

县政协在全市率先开展野有事好商量冶协商议事试
点工作袁定期邀请党政领导参加协商议事活动袁创新督
查考核机制尧成果转化野三项清单冶袁探索构建阵地联
享尧队伍联建尧议题联选尧协商联动尧问题联解尧机制联
创野六联冶协商议事新格局袁取得了助发展尧惠民生尧促
和谐的明显成效袁野有事好商量冶协商议事野154冶标准化
体系以及野走基层尧解民忧尧促和谐冶主题活动分别获评
2019 年和 2020 年全省政协工作创新案例遥

在提升中野强筋壮骨冶袁畅通野多层冶协商野立交桥冶要要要
推进县镇村野有事好商量冶协商议事室和委员联系

野两个全覆盖冶袁并逐步向园区尧产业尧协会尧机关单位延
伸遥 不断拓展融合协商议事室功能袁 建成集协商议事
室尧履职党支部尧委员之家尧社情民意征集点尧同心书
社尧委员会客厅野六位一体冶示范协商议事室 20 个遥 在
县委的统一领导下袁整合野两代表一委员冶尧村监委委
员尧宣传文化管理员尧网格员等各方力量袁对镇村协商
议事室召集人开展全面培训袁 不断优化并壮大协商议
事队伍尧提升协商议事质效遥 建立 1398 人的县镇村三
级智库和 46 人的外聘专家智库袁进一步提高智库专业
层次和社会影响力遥 通过构建多层次尧立体化的协商议
事网络袁真正打造野在群众身边尧与群众亲近冶的协商平
台遥

把平台不断延伸袁让协商更具野智慧冶要要要
充分运用社情民意联系点尧野你扫码大家议冶 线上

协商议事平台尧智慧政协 APP袁打通 12345 热线尧网格
工作群尧村级小微权力监管平台等各类民意收集渠道袁
多方联动精准确定协商议题曰县镇联合尧镇村联合尧村
村联合尧 政企联合尧 界别联合等多种方式开展联合协
商袁取得优势互补尧事半功倍的野叠加冶效果曰创新野会
场+现场冶野固定+移动冶野集中+分散冶野线上+线下冶等灵
活协商方式袁保证协商力量有效整合袁做到小事简议尧
急事即议尧难事反复议袁协商成果更具科学性尧可操作
性遥

发扬野钉钉子冶精神袁紧盯落地持续用力要要要
围绕教育尧养老尧医疗尧环境治理尧基础设施等内容

中群众关心关注的野操心事冶野烦心事冶野梗阻事冶袁建立
协商议事意见建议清单尧 责任落实清单尧 成果反馈清
单袁及时协调相关部门进行会办研究袁通过组织委员开
展民主监督尧视察调研尧民主评议等活动袁一野盯冶到底袁
推出野连续剧冶袁打出野组合拳冶袁协商监督共同发力袁助
推相关工作得到改进和落实遥全县累计召开野有事好商
量冶协商议事会 1286 场袁各方代表参加活动 2 万多人
次袁助推 2400 多个群众野急难愁盼冶问题得到有效解决
和落实遥

省政协主席黄莉新来射调研
县委副书记尧代县长王宁参加县政协专题调研

再回首袁每一步都是履职坚实的脚印
要要要 政协射阳县第十三届委员会五年工作回眸

县委书记吴冈玉调研县政协工作市政协主席陈红红来射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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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协委员深入基层调研

文史资料汇编

黄沙港渔业商会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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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批荣获全省政协系统
先进集体称号袁省政协主席黄
莉新来射调研对 野有事好商
量冶工作给予充分肯定袁连续
两年工作创新案例在省政协
获奖袁全市政协基层民主协商
工作推进会尧全市政协野有事
好商量冶协商议事工作观摩会
等在射召开袁连续五年被市政
协表彰为社情民意信息工作
先进集体袁 立案提案 982 件袁
提案办复率尧办理答复满意率
分别达 100%尧99.8%袁在界别尧
镇村尧 园区设立 273 个议事
室袁 收集整理地方文化史料
150 万余字噎噎

时间是标注前进步伐的
刻度遥

过去的五年袁我们可以清
晰地感受到十三届县政协工
作的强劲脉搏院

这五年袁毫不动摇地坚持
党的领导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袁把团结奋斗的思想政治
之基筑得更牢更实遥

这五年袁心无旁骛地助推
经济社会发展袁党政中心工作
推进到哪里袁政协工作就跟进
到哪里袁政协委员的力量就汇
聚到哪里遥

这五年袁全心全意地为群
众服务袁谋利民之举袁献安民
之策袁办惠民之事遥

这五年袁 在继承中发展袁
在实践中创新袁竭力深筑野有
事好商量冶 协商议事之基袁为
进一步推进基层协商民主而
不懈探索遥

县十三届政协在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指引下袁与县委齐心袁与政
府协力袁与人民同行袁干出了
新时代人民政协新样子袁书写
出一份履职尽责的精彩答卷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