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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聚众志成城的共识共为 汇聚落实突破的强大合力

淄博市政协十二届五次会议隆重开幕
江敦涛讲话 马晓磊出席 丛锡钢作常委会工作报告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马玉姝 赵原雪 魏馨瑜

1月25日上午，中国人民政治
协商会议第十二届淄博市委员会
第五次会议在齐盛国际宾馆会议
中心大会堂隆重开幕。出席大会
的市政协委员，将紧紧围绕淄博
市“十四五”开好局、起好步，推动
高质量发展，加快建设务实开放、
品质活力、生态和谐的现代化组
群式大城市，深入协商建言，广泛
凝聚共识。

中共淄博市委书记江敦涛，
市委副书记、市政府代理市长马
晓磊，市政协主席丛锡钢，市政协
副主席刘东军、董学武、达建文、
蒲绪章、王济众、徐培栋和秘书长
国先 出席会议并在主席台前排
就座。

市政协十二届五次会议应出
席委员405名，实到委员357名，符
合法定人数。

上午9时，刘东军宣布大会开
幕。全体起立，奏唱国歌。

大会首先审议通过了市政协
十二届五次会议议程、日程。

江敦涛代表中共淄博市委对
大会的召开表示热烈祝贺，向全
市各级政协组织和广大政协委员
致以崇高敬意和衷心感谢。他说，
2020年是极不寻常、极不平凡的
一年。全市上下坚持以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共克时艰、砥砺奋进，各项工
作不断取得新成效，经济社会发
展持续保持向上向好态势。各级
政协组织和广大政协委员始终坚
持正确政治方向，牢牢把握团结
和民主两大主题，服务中心大局
越来越精准，凝聚共识力量越来
越广泛，服务基层群众越来越有
力，提升素质能力越来越严实，为

全市各项事业发展作出了积极贡
献。

江敦涛指出，今年是中国共
产党成立100周年，我们面前是全
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历史新
坐标，脚下是“十四五”发展新征
程，肩上是人民群众的新期待。全
市各级政协组织和广大政协委员
要在旗帜鲜明讲政治上彰显更高
站位，持续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坚决树牢“四个意识”、坚定“四个
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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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在服务高质量发展上展现
更大作为，聚焦深化“六大赋能”
和办好“八件大事”，紧跟中心履
职，紧盯大局献策，紧扣重点支
招，为党委政府提供高质量智力
支持。要在爱民为民上厚植更深
情怀，牢固树立“人民政协为人
民”的理念，深入界别和基层群
众，把群众的急难愁盼梳理出来，
架好党委政府和群众沟通的桥

梁，积极开展民主监督，督导推动
各项政策措施落地落实。要在增
进团结上汇聚更多力量，主动做
好解疑释惑、鼓劲造势、协调关
系、化解矛盾的工作，把更多有志
之士、有识之士、有为之士动员起
来，最大限度地扩大团结面、画好
同心圆、汇集正能量。要在自身建
设上淬炼更实作风，全市各级政
协组织要进一步优化工作机制，
改进工作作风，提升履职能力，更
好发挥各界别和专委会作用；广
大政协委员要坚持事争一流、唯
旗是夺，不断提高政治把握能力、
调查研究能力、联系群众能力、合
作共事能力，努力在推动淄博凤
凰涅 加速崛起的实践中建功立
业。全市各级政协组织和广大政
协委员要认真履职尽责，在奋斗
新时代、奋进新征程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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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于担当
作为，贡献智慧力量。各级各部门
要进一步强化政治协商意识，自
觉接受政协民主监督，全力支持

政协委员依法履职，认真抓好意
见建议办理，为政协工作创造更
加有利条件。

丛锡钢代表政协第十二届淄
博市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作工作报
告。他说，2020年，市政协及其常
务委员会，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
学习贯彻中共十九大和十九届二
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在
中共淄博市委的坚强领导下，准
确把握新时代人民政协的新方位
新使命，立足全市工作新形势新
任务，围绕中心、服务大局，认真
履行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
政职能，聚焦聚力加强思想政治
引领凝聚共识，展现了新时代淄
博政协的政治站位；聚焦聚力助
推高质量发展躬身入局，展现了
新时代淄博政协的担当作为；聚
焦聚力服务民生社会建设履职尽
责，展现了新时代淄博政协的为
民情怀；聚焦聚力提升履职能力
加强自身建设，展现了新时代淄
博政协的良好形象。

丛锡钢说，2021年是中国共
产党成立100周年，是“十四五”开
局之年，做好全年工作具有特殊
重要意义。市政协工作总的指导
思想是：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
真学习贯彻中共十九大和十九届
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
在中共淄博市委的坚强领导下，
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以加强
思想政治引领、广泛凝聚共识为
中心环节，以服务高质量发展为
履职主线，团结动员政协各参加
单位、广大政协委员和各界人士，
紧紧围绕市委中心大局，加力提
速抓落实，担当作为求突破，为加
快建设务实开放、品质活力、生态
和谐的现代化组群式大城市贡献
智慧和力量，以优异成绩迎接中
国共产党百年华诞。

达建文代表政协第十二届淄
博市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作提案工
作报告。他说，市政协十二届四次
会议以来，全市广大政协委员、政
协各参加单位和各专门委员会，
共提交提案536件，审查立案477
件，现已全部办复，为推动经济社
会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今年要
转变思想观念，全面提升提案质
量，深化提案办理实效，强化服务
支撑，更好发挥提案工作在履行
人民政协职能中的作用。

应邀出席大会并在主席台就
座的还有：市委常委，市政府副市
长；市法院院长，市检察院检察
长；担任过正厅级领导职务的老
同志；住淄博的部分十二届省政
协常委；市各民主党派、工商联主
要负责人。

市委市政府工作部门主要负
责人列席会议，担任过市政协机
关正县级领导职务的离退休老同
志以视频会议形式列席会议。

淄博市委书记江敦涛

参加市政协十二届五次会议界别联组讨论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马玉姝 赵原雪 魏馨瑜

1月25日，淄博市委书记江敦
涛参加市政协十二届五次会议工
商联、科协、科技、经济、农业界别
联组讨论，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指导，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
五中全会精神，把握大势坚定信
心，科技引领增创优势，加力推动
经济和产业转型升级，为淄博凤
凰涅 、加速崛起作出新的更大
贡献。市政协主席丛锡钢，市委常
委、秘书长毕司东，市委常委、副
市长宋振波参加讨论。

讨论现场气氛热烈，季跃相、
张丽娟、马国栋、田端华、高玲、吕
林、卞军等7位政协委员，围绕传
统产业转型升级、生物医药产业
发展、种业技术攻关、做强智能装
备制造产业、产业工人队伍建设、
以科技创新培育新动能等方面，
积极建言献策。江敦涛认真倾听，
不时询问有关情况，同大家深入

交流。他指出，各位委员置身于人
民群众、置身于各行各业当中，对
全市发展有很深的感受和体会，
提出了很多有价值的意见建议，
听了很受触动和启发。市委高度
重视大家提出的意见和建议，将
认真吸收和采纳。

江敦涛强调，要正确认识和
把握当前形势和发展趋势，既要
正视经济增速放缓的转型阵痛，
更要看到经济发展持续向上向好
的积极态势，进一步提升格局境
界，更加坚定背水一战的决心和
敢打必赢的信心，以爱淄博的真
挚情怀，把握当前良好的发展机
遇和发展态势，扛起自己的责任、
干好自己的主业，争当落实突破
的推动者。要大力实施科教创新
赋能，更好地发挥企业在科技创
新中的主体作用，搭建更多共性
技术公共服务平台，打通政产学
研金服用发展脉络，加大科技创
新投入，集中力量突破一批“卡脖
子”技术、共性关键技术，形成更
多自己的“独门绝技”，争当创新

驱动的先行者。要加力推动经济
和产业转型升级，培育集聚更多
新的市场主体，鼓励支持现有产
业、现有企业勇于攀登跨越，大力
发展新经济，继续做好“优”和

“扩”两篇文章，争当跨越发展的
引领者。

江敦涛要求，各位政协委员
要充分发挥联系面广、人才智力
密集的独特优势，围绕淄博市

“四强”产业和氢能、自动驾驶等
未来产业发展，主动作为、开动
脑筋，用足用好市场化手段，在
更大范围、更广领域开展专业化
招引，广泛链接资源，争当促进
双招双引的助力者。要坚持实干
担当，尽职尽责、用心用力，围绕
市委、市政府中心工作，特别是
经济和产业的发展，更多更好地
参政议政，争当履职尽责的示范
者。市委将始终坚持“长期共存、
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
的方针，一如既往地为大家参政
议政、民主监督搭建平台、创造
条件。

淄博市政协主席丛锡钢参加

市政协十二届五次会议教育界别讨论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马玉姝 赵原雪 魏馨瑜

1月25日，淄博市政协主席丛
锡钢参加市政协十二届五次会议
教育界别讨论，听取委员们的意
见和建议。

市政协委员王聿发、杜元刚、
孙娟、边敏、王德全、李传英、杨百
梅、孙志斌先后发言，丛锡钢认真
倾听并参与交流互动，讨论现场
气氛热烈。

丛锡钢指出 ,市委书记江敦
涛在开幕会上发表的讲话，政治
站位高，目标定位实，既提振士
气、鼓舞人心，又措施得力、催人
奋进，充分肯定了市政协的工作，
对做好新一年政协工作提出了新
要求。

丛锡钢强调，广大政协委员
要深刻把握时代之势、时代之变、
时代之责，紧跟中心履职，紧盯大
局献策，紧扣重点支招，以本职工
作岗位和政协履职岗位的优异成
绩，为党委政府提供高质量的智

力支持。要创新提案、反映社情民
意等调研方式，采用就近原则，组
建专题调研小组，聚焦群众的烦
心事、揪心事、闹心事，聚焦企业
和群众办事的难点、痛点、堵点，
发挥教育界别优势，高质量地收
集反映社情民意信息，推动提案
从注重数量向更加注重质量转
变，提出更多建设性意见。要加深
对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广义上的
理解，进一步认识教育工作在经
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性，满足人
民群众对良好教育的盼望需求，
思考研究相关指导性工作，切实
做好解疑解惑、理顺情绪、化解矛
盾的工作，向社会更好地传播共
识。要精心办好“淄博政协大讲
堂”等平台载体，完善委员履职评
价体系，用好评价结果，深入开展
学习交流、界别协商、为民服务等
活动，推动党中央和省、市委的决
策部署转化为政协委员和社会各
界的广泛共识和自觉行动，为服
务助推淄博“十四五”高质量发展
聚智聚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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