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菏泽1月12日讯(记者
李德领 周千清) 1月12日

上午，菏泽市十九届人大五次
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在菏泽大
剧院举行。会议听取了市人大
常委会工作报告和市中级人民
法院、市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

大会应到代表614名，实到
代表580名，符合法定人数。

大会执行主席张新文、尹
玉明、张伦、李春英、杨晓玲、丁
志刚、汤建梅、孙忠生、谷瑞灵、
魏琳、郭景堂、刘文林、张乾山
在主席团前排就座。陈平、刘
勇、段伯汉、单立新和主席团其
他成员在主席台就座。

大会执行主席杨晓玲主持
会议。

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尹玉明
代表市十九届人大常委会作工
作报告。

报告回顾了过去一年的主
要工作。一年来，在市委的坚强
领导下，市人大常委会以开展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
育为抓手，认真学习贯彻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深入践行与市委同向、与人
民群众同心、与人大代表同行、
与“一府一委两院”同力、与时
代同步的“五同”工作理念，严
格履行宪法法律赋予的职权，
圆满实现了“整体工作位居全
省人大系统第一方阵”的目标。

一年来，市人大常委会着
力做好了五个方面的工作：全
面提高政治站位，牢牢把握人
大工作正确政治方向。着力强
化政治引领，自觉服从市委领
导，全力落实市委部署，积极主
动作为，确保人大工作始终在
正确方向、正确道路上前进；发
挥立法主导作用，切实履行法
治菏泽建设光荣职责。加强重
点领域立法，着力监督法规实
施，坚决维护法制统一，树立工
匠精神，推进科学立法、精准立
法，为全市高质量发展加大有
效制度供给；聚焦服务中心大

局，聚力助推经济社会高质量
发展。围绕经济发展、环境保
护、民生改善、司法公正强化监
督，强化责任担当，打好监督

“组合拳”，实现人大工作在崇
尚实干中聚力推进高质量发
展；突出代表主体地位，持续激
发代表为民履职活力。强化代
表履职服务保障，全面深化代
表系列活动，提高代表建议办
理质效，支持代表在“后来居
上”进程中更好发挥示范引领
作用；深化改革实践创新，扎实
推动人大工作与时俱进。积极
推进民主法制改革，认真修订
完善制度规定，组织开展人大
纪念活动，探索创新履职方式
方法，精心组织创先争优活动，
持续强化改革实践，推动人大
工作更具时代特色、更有创造
活力、更富实际成效。

报告对去年工作进行了科
学分析。工作成绩的取得，得益
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得益于
市委的坚强领导，得益于全体
人大代表、常委会组成人员和

机关工作人员的共同努力，得
益于“一府一委两院”和县乡人
大的密切配合，得益于社会各
界和广大人民群众的信任支
持。面对新时代赋予人大的新
目标新任务，面对人民群众的
新期盼新需求，常委会的工作
还存有一些差距和问题，今后
将虚心听取各方面意见，切实
加以改进。

报告系统安排部署了新一
年的主要任务。新的一年，市人
大常委会将在市委的坚强领导
下，高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伟大旗帜，紧
扣市委十三届十次全体会议和
市委人大工作会议部署要求，
紧扣回应人民群众期盼关切，
紧扣服务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
发展，践行初心使命，主动担当
作为，扎实履行好宪法法律赋
予的各项职权，充分发挥地方
国家权力机关职能作用，确保
人大整体工作继续位居全省前
列，为突破菏泽、后来居上作出
新的更大贡献。一是突出党的
核心地位，着力推动市委部署

落实。深入贯彻市委人大工作
会议精神，全面落实市委加强
和改进新时代人大工作的部署
安排，凝心聚力推动市委决策
部署落地落实。二是突出服务
中心大局，着力提高担当履职
实效。提高立法质量，着力提升
所立之法的针对性、实效性和
精细化水平，以良法促进发展、
保障善治。提升监督质效，促进

“一府一委两院”依法行政、依
法监察、公正司法。认真讨论决
定重大事项，依法行使人事任
免职权，增强人事监督质效。三
是突出代表主体地位，着力激
发代表履职潜能。深化“双联
系”制度，优化代表建议办理机
制，强化代表履职服务保障，持
续深化“后来居上、代表先行”
系列活动，激励和引导广大代
表牢记职责使命、主动担当作
为。四是突出党建引领推动，着
力夯实人大工作基础。持续巩
固深化“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成果，深入推进“红旗
高扬”示范党支部建设，深入开
展创先争优活动，加强人大系

统上下联动和对县乡人大工作
的指导，汇聚起全市人大工作
创新发展的整体合力。

尹玉明最后说，时代重任
艰巨光荣，人民期盼殷切厚
重。让我们在市委的坚强领导
下，深入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担当
作为、狠抓落实，以优异成绩
庆祝菏泽撤地设市20周年，为
推动菏泽市早日实现“后来居
上”目标贡献更多的人大智慧
和力量！

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张正
智作了法院工作报告。2019年，
全市法院紧紧围绕“努力让人
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
受到公平正义”目标，扎实开展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
育和“工作落实年”活动，各项
工作有了新发展。全市法院收、
结案数量再创历史新高。新的
一年，全市法院将坚持以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为指导，认真落实市委决策
部署和本次大会决议，忠诚履
职尽责，勇于担当作为，全力保
障全市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
展。

市人民检察院代检察长王
新建作了检察院工作报告。
2019年，全市检察机关紧紧围
绕“突破菏泽、鲁西崛起”重大
战略，担当作为、狠抓落实，依
法履职、开拓进取，努力为菏泽
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保驾护
航。新的一年，全市检察机关将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讲
政治、顾大局、谋发展、重自强，
确保社会大局稳定，促进社会
公平正义，保障人民安居乐业，
为早日实现“突破菏泽、后来居
上”的奋斗目标贡献检察力量。

出席市政协十五届四次会
议的政协委员列席会议，听取
了市中级人民法院、市人民检
察院工作报告。

践践行行初初心心使使命命，，主主动动担担当当作作为为
菏泽市十九届人大五次会议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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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李德领 周千清

1月11日，菏泽市十九届人
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开幕，
菏泽市市长陈平代表市政府向
大会作政府工作报告。政府工
作报告涵盖了各行各业、各个
领域，有不少专业名词。从这些
名词中可以观察出政府工作的
新举措、新要求。齐鲁晚报·齐
鲁壹点记者挑选、梳理了一些

“新面孔”和重要词汇，结合政
府工作报告，为大家答疑解惑。

关键词：

“瞪羚”企业

名词解释：指成长性好，具
有跳跃式发展态势的高新技术
企业。

报告强调：菏泽市坚持把
新旧动能转换作为经济工作主
攻方向，集中要素资源推动传
统经济转型升级、新经济加快
成长，不断强化科技创新基础，
其中，绅联生物、玉皇新能源认
定为省级“瞪羚”企业。

关键词：

“231”特色产业体系

名词解释：指菏泽市立足
产业基础，着力构建的优势突
出、相互支撑的特色产业体系。
其中的“2”指生物医药和高端
化工“两大核心产业”，“3”指农
副产品精深加工、机电设备制
造、商贸物流“三个优势产业”，

“1”指新能源新材料、新一代信
息技术、现代服务业等“新兴产
业集群”。

报告强调：坚持工业强市，
实施“六项工程”，积极打造

“231”特色产业体系，实现“重
点产业”突破。实施核心产业聚
力突破工程，聚全市之力发展
生物医药、高端化工两大核心
产业。实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
工程，高品质提升农副产品加
工、机电设备制造、商贸物流三
个传统主导产业。实施新兴产
业提速增量工程，加快发展新
能源新材料、新一代信息技术、
现代服务业等一批新兴产业，
推动企业规模膨胀、产品升级。

关键词：

文明银行

名词解释：指把文明行为
用分数记下来，存入“文明银
行”，日积月累，可以到村委会
兑换相应的各类物品。

报告强调：在2020年政府
工作重点任务中，菏泽市将聚
焦聚力乡村振兴战略，补齐高
质量发展短板。在推动乡村有
效治理方面，菏泽市将推广“文
明银行”“乡村夜话”“孝善养
老”等乡村治理新模式。

关键词：

20项重大工程

名词解释：指菏泽牡丹机
场、鲁南高铁菏泽段、枣菏高速
菏泽段、日兰高速巨野西至菏
泽段改扩建、阳新高速菏泽段、
新万福河航道复航、“公改铁”、
高铁菏泽东站站前交通枢纽、
雄商高铁菏泽段、德单高速郓
城段、郓鄄高速、G327东明黄
河公路大桥、郓城新河航道、菏
泽火车站东广场、菏泽汽车总

站、徐民高速单曹段、徐菏铁路
菏泽段、新万福河航道二期、东
鱼河航道菏泽段、轨道交通等
20个重点项目。

报告强调：新的一年，菏泽
市聚焦聚力区域性中心城市建
设，打造高质量发展载体。其
中，以20项重大工程为抓手，加
快构建立体化大交通格局。菏
泽牡丹机场、新万福河复航工
程实现通航，枣菏高速菏泽段
建成通车。鲁南高铁菏泽段、日
兰高速巨野至菏泽段改扩建、
阳新高速菏泽段等重点交通工
程加快建设。雄商高铁菏泽段、
郓城新河航道、G327东明黄河
公路大桥等重点工程开工建
设。做好菏徐铁路、徐州至民权
高速公路菏泽段、新万福河复
航二期、东鱼河航道等工程前
期工作。积极打造快速通达的
综合交通枢纽城市。

关键词：

4座城市桥梁

名词解释：指漓江路穿越
京九铁路箱涵工程、淮河路跨
越经四沟桥梁工程、科技大道

上跨日东高速桥工程、科技大
道南延跨万福河桥梁工程。

报告强调：在区域性中心
城市建设中，2020年菏泽市将
着力提升中心城区辐射带动
力，在抓好续建项目的基础上，
新实施人民路北延、临港路、长
江东路配套等10条道路和4座
城市桥梁建设，打通“城市四
环”，进一步拉开城市发展框
架。

关键词：

秒批秒办

名词解释：指一种“无人工
干预智能审批”服务，由计算机
审批代替人工审批，申请人提
交申请信息，计算机系统按照
既定规则，通过数据共享，实现
审批事项的自动受理、智能审
查、自动反馈办理结果。

报告强调：菏泽市将不断
深化“放管服”改革，坚持流程
再造，深化“一窗受理、一次办
好”改革，打破数据壁垒等痛点
堵点，推出一批全市通办事项
和“秒批秒办”事项，让政务服
务驶入“高速公路”。

六六大大““名名词词””透透视视菏菏泽泽发发展展新新亮亮点点
读懂《政府工作报告》，这些名词解释要知道

会会议议现现场场。。会议现场。


	P03-PDF ۅ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