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要 闻2017年2月18日 星期六

责任编辑：李峰 编辑：李晓露 谢忻2

中国共产党枣庄市第十一次代
表大会听取和审查了李同道同志代
表中共枣庄市第十届委员会作的

《不忘初心、继续前进，为建设自然
生态宜居宜业新枣庄而奋斗》的报
告，决定批准这个报告。

大会充分肯定了十届市委的工
作。大会认为，市第十次党代会以
来，在党中央和省委的正确领导下，
市委团结带领全市广大党员干部群
众，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和十
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会精
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
列重要讲话精神，攻坚克难、砥砺前
行，综合实力明显增强，改革开放稳
步推进，城乡面貌焕然一新，生态环
境不断优化，基础支撑更加有力，文
化建设成果丰富，人民生活持续改
善，全面从严治党有力推进，较好地
完成了市第十次党代会确定的各项
目标任务，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奠
定了坚实基础。

大会指出，五年的砥砺奋进，带
来了许多有益启示。必须坚持立场
坚定、旗帜鲜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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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决落实中
央大政方针和省委决策部署，牢牢
把握枣庄工作的正确方向。必须坚
持目标导向与问题导向相统一，只
有朝着目标走，奔着问题去，才能推
动枣庄发展不断迈上新台阶。必须
坚持干在当下、成在实处，只有撸起
袖子加油干，一步一个脚印把看准
的事情干起来、干上去，才能迎头赶
上。必须坚持心中有民、一心为民，
把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作为一切工
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努力让广大
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必须坚持党要
管党、全面从严治党，只有从严从
实、锲而不舍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
大工程，使纪律更严明、干部更清
正、政治更清明，才能树立正气、凝
聚人心，汇聚起干事创业的强大合
力。

大会强调，今后五年是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的决战决胜期，也是枣
庄转型发展的关键期、攻坚期。站
在新起点、面对新形势，必须保持定
力、坚定信心，脚踏实地、真抓实干，
切实抓好强市、富民两大战略任务，
补短板、增优势，打基础、利长远，使
发展水平更高，群众获得感更强。

今后五年全市工作的指导思想是：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
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深入学习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
和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
坚决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权威，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
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
布局，自觉践行新发展理念，按照省
委“一个定位、三个提升”要求，紧紧
围绕“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中
走在前列”，牢牢把握转型升级和经
济文化融合发展“两大高地”战略定
位，着力推动创新、开放、生态“三个
跨越”，加快构建现代产业、新型城
镇、社会治理和民生保障“四大体
系”，大力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
程，努力打造自然生态宜居宜业新
枣庄。今后五年的主要奋斗目标
是：经济发展质量明显提升，城乡建
设更加协调，生态环境更加优美，社
会更加文明进步，人民生活更加幸
福，管党治党更加有力，与全省同步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大会认为，报
告提出的指导思想和奋斗目标，贯
彻了中央精神和省委要求，符合枣
庄实际，反映了人民群众的共同愿
望，鼓舞人心，切实可行，经过努力
是完全可以实现的。

大会要求，要自觉把思想和行
动统一到新发展理念上来，用新理
念引领新常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
总基调，奋力开启枣庄发展新征程，
开创新局面。强化创新引领，以足
够的定力和韧劲深入实施创新驱动
发展战略，全力推进科技创新，加
快产业转型升级，构建现代产业体
系，努力建设创新型城市。全面深
化改革，全方位扩大开放，把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放在重中之重的位
置，深入推进基础性关键性改革，
培育对外开放新优势，提升园区载
体功能，营造一流营商环境，不断
为转型发展注入新动力、增添新活
力、拓展新空间。坚持城乡统筹，
优化城镇空间布局，提升城市功能
品质，建设美丽乡村，抓好打基
础、利长远的重大基础设施建设，
加快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
进程。坚持绿色发展，强化生态修
复保护，持续改善环境质量，推进生
产生活方式绿色化，努力走出一条

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新路子。 加
强民主法治建设，发展社会主义民
主政治，深入推进依法治市，加强和
创新社会治理，巩固和发展民主团
结、政通人和、生动活泼的政治局
面。坚持共建共享，坚决打赢脱贫
攻坚战，提升民生保障水平，推动文
化繁荣发展，全面发展社会事业，努
力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
及广大群众。

大会强调，全市各级党组织要
自觉承担起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
任，深入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
程，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为改革发展稳定各项事业提供坚强
保障。牢固树立政治意识、大局意
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坚决维
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权
威，更加自觉地在思想上政治上行
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保持高度一致。深入学习贯彻习
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治
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坚定
理想信念，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
文化自信，提高运用科学理论解决
新问题的能力水平。严格落实意识
形态工作责任制，把握宣传思想工
作领导权主动权。加强和规范党内
政治生活，认真落实《关于新形势
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增
强党内政治生活的政治性、时代
性、原则性、战斗性。坚持正确选
人用人导向，打造忠诚干净担当的
干部队伍。扎实推进基层服务型党
组织建设，推动基层党组织建设全
面进步、全面过硬。持续抓好中央
八项规定精神落实，持之以恒改进
作风。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
腐 败 工 作 ， 严 格 落 实 “ 两 个 责
任”，有效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
态”，坚持有腐必反、有贪必肃，
促进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
明。

大会号召，全市各级党组织和
全体共产党员，要更加紧密地团结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
围，在省委的坚强领导下，不忘初
心、继续前进，干在当下、成在实处，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设自然生
态宜居宜业新枣庄而努力奋斗，以
优异成绩迎接党的十九大和省第十
一次党代会胜利召开！

中国共产党枣庄市第十一次代表大会
关于十届市委工作报告的决议

（2017年2月17日中国共产党枣庄市第十一次代表大会通过）

李同道
二○一七年二月十七日

中国共产党枣庄市第十一届委员会
书记当选人名单

李 峰 梁宪廷
二〇一七年二月十七日

中国共产党枣庄市第十一届委员会
副书记当选人名单

李同道 李 峰 梁宪廷 石爱作 王玉波 于 玉（女） 王常胜 张 兵 李爱杰 朱国伟
二○一七年二月十七日

中国共产党枣庄市第十一届委员会
常务委员会委员当选人名单

王玉波
二○一七年二月十七日

中国共产党枣庄市第十一届纪律检查委员会
书记当选人名单

曹 力 李培用 王 玮
二○一七年二月十七日

中国共产党枣庄市第十一届纪律检查委员会
副书记当选人名单

王玉波 曹 力 李培用 王 玮 周伯铉 陈 牧 邹志强 王雨臣 薛 慧（女）
二○一七年二月十七日

中国共产党枣庄市第十一届纪律检查委员会
常务委员会委员当选人名单

丁新胜 于 玉（女） 王 辉 王广金 王广部 王玉波 王业胜 王庆丰 王常胜 石爱作
毕志伟（女） 朱国伟 刘文强 刘振学 孙 英（女） 孙欣亮 李 勇 李 峰 李书亭
李同道 李爱杰 李雪晶（女） 宋丙干 宋淑启 张 伟 张 兵 张心立 张成伟 张建福
张贺泽 张敬艳 邵士官 周 慧（女） 周宗安 孟繁浩 郝荣平 战振强 姜 山 姜广景
曹 力 曹胜强 梁宪廷 董沂峰 韩耀东 程 涛 谢运深 满慎刚 霍媛媛（女）

二〇一七年二月十七日

中国共产党枣庄市第十一届委员会
委员当选人名单
（48名，按姓氏笔画为序）

王志翔 王宜建 闫维松 张衍耀 赵 峰 赵 烽 赵文田 崔 晖（女） 渠玉桥
二○一七年二月十七日

中国共产党枣庄市第十一届委员会
候补委员当选人名单

（9名，按得票多少为序。得票相同的，按姓氏笔画为序）

王 玮 王 春 王介和 王玉波 王雨臣 王洪燕（女） 史 峰 朱艳峰 闫羲和（女）
孙 冰 李庆华 李家凯 李培用 杨 雷 邹志强 张 奇 张传毅 张华伟 张兆琰
张晓苏（女） 张熙滨 陈 华（女） 陈 牧 陈增方 周文珂 周伯铉 赵伯涛 赵海涛
赵德校 夏同强 徐德高 高 淦 曹 力 葛 勇 韩素玲（女） 窦建军 薛 慧（女）

二〇一七年二月十七日

中国共产党枣庄市第十一届纪律检查委员会
委员当选人名单
（37名，按姓氏笔画为序）

中国共产党枣庄市第十一次代
表大会审查、批准中共枣庄市第十
届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工作报告。

大会认为，市第十次党代会以
来，市委始终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
党，把党风廉政建设与经济社会发
展通盘考虑、协调推进，做到同部
署、同落实、同考核，旗帜鲜明推进
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各级
纪检监察机关认真贯彻落实省纪委
和市委的部署要求，坚持全面从严
治党，强化监督执纪问责，把纪律和
规矩挺在前面，把握运用监督执纪

“四种形态”，全市党风廉政建设和
反腐败工作不断取得新进展新成
效，为全市经济社会平稳健康发展
做出了积极贡献。

大会强调，今后五年，全市党
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主要任
务是，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
严格执行准则和条例，坚决同违反
党的纪律的行为作斗争，推动全面
从严治党重大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深入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深挖
细查顶风违纪问题，对不收手、不
知止的从严查处，点名道姓公开通
报曝光，释放越往后越严的强烈信
号；认真践行监督执纪“四种形
态”，持续保持惩治腐败高压态
势，把执纪审查重点放在不收敛不
收手，问题线索反映集中、群众反
映强烈，现在重要岗位且可能还要
提拔使用的领导干部上；严肃查处
群众身边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
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以
实际成效取信于民；严格执行问责
条例，用好问责利器，全力推动追
责问责，做到失责必问、问责必
严；深化纪检体制改革，深入推进
派驻监督，扎实开展巡察监督；切
实加强自身建设，提升履职能力，
严格监督管理，践行忠诚干净担
当。

大会要求，完成今后五年工作
任务，要强化责任担当，自觉扛稳抓
牢做实主体责任，夯实全面从严治

党政治责任；要强化宣传教育，加强
党章党规党纪教育，深化警示教育，
发掘和宣传传统文化和红色文化中
的廉政思想和廉洁文化，以优良党
风带动社风民风；要健全完善监管
机制，规范权力运行，不断扎紧制度
笼子；要完善反腐败工作机制，增强
反腐败工作合力；要把讲政治、讲正
气、讲程序、讲效率、讲纪律、抓落实
作为队伍建设的重要抓手，从严教
育、从严管理、从严监督，以实际行
动把监督执纪问责的责任担当起
来，着力打造一支让党放心、人民信
赖、忠诚干净担当的纪检监察队伍。

大会号召，全市各级党组织和
纪检监察机关，要紧密团结在以习
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在
省纪委和市委的坚强领导下，振奋
精神，扎实工作，不忘初心，继续前
进，不断取得全面从严治党新成效，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设自然生
态宜居宜业新枣庄作出新的更大贡
献！

中国共产党枣庄市第十一次代表大会
关于十届市纪委工作报告的决议

（2017年2月17日中国共产党枣庄市第十一次代表大会通过）

本报讯 2月17日下午，市十
六届人大一次会议秘书处和代表团
负责工作人员会议召开。市委党校
党委书记、常务副校长、市人大常
委会秘书长刘成典出席并讲话。

就做好大会服务保障工作，刘
成典强调，要切实增强政治意识、
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

牢固树立“会务工作无小事”、“细
节决定成败”和精益求精的工作理
念，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极端负
责的态度，满腔热情地做好大会各
项服务工作，确保大会顺利进行、
取得圆满成功。

刘成典要求，要精心做好大会
开幕前的准备工作、大会行政服务

工作、代表审议报告和议案的服务
工作、大会议案工作、大会简报工
作、大会新闻报道工作、会议选举
服务工作、大会安保工作和大会期
间的信访工作等。要严格落实责
任，强化团结协作，严肃会风会
纪，努力把各项工作落到实处。

（记者 刘振江）

精心做好大会服务保障工作

本报讯 市十六届人大一次会
议筹备工作就绪，2 月 17 日下午，
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刘振学，市委
党校党委书记、常务副校长、市人
大常委会秘书长刘成典带领大会秘
书处负责人，到开元凤鸣山庄等地
对会场及食宿安排情况进行了检

查。
刘振学一行先后到餐厅、厨

房、会场、代表住宿房间等就会场
布置、灯光音响、安全保障及食品
安全等会议相关准备工作进行了详
细检查，并对有关细节问题提出了
改进意见。刘振学要求，相关负责

人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强化监
管责任，营造舒适方便的环境，让
代表们以良好的精神状态参加会
议。要加强安保工作，把好食品安
全关，为代表们营造一个秩序井
然、温馨整洁的会务环境，确保此
次会议圆满成功。（记者 刘振江）

市十六届人大一次会议筹备工作就绪

本报讯 市政协十届一次会议
今日开幕。昨日上午，来自全市各
行各业、27个界别的370多名市政
协委员陆续来到金尊国际酒店向大
会报到。他们群情振奋、意气风
发、精神昂扬地等待着出席市政协
十届一次会议。

今年委员们分别下榻在金尊国
际酒店、颐正园酒店和圣泉山庄酒
店。在金尊国际酒店大会集中报到
处，记者看到工作人员正紧张有序
地为参会委员们办理着登记、发证
等各项手续，领到证、房卡的委员
们迅速回到房间，做好大会前的准
备。据工作人员介绍，今年提案也
通过网上上交，报到程序简洁、规
范、高效。

妇 联 界 委 员 鲁 海 燕 带 来 了
《关于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
工作的建议》、《助力精准扶贫 免
费救治白血病患儿》 和 《关于加
强女干部培养选拔》 三个提案。
她说：“解决留守儿童问题是一项
社会系统工程，需要各部门共同
参与，紧密配合，协力推进。提
案中我从家庭、政府、学校三个

层面提出建议，通过动员外出务
工人员回乡创业就业，结合本地
实际制定切实可行的农村留守儿
童关爱保护政策措施，建设寄宿
制学校、“四点半课堂”和留守儿
童活动之家、活动站等措施，加

强对留守儿童的关心关爱，促进
留守儿童快乐健康成长。”

工商联界的郝涛委员告诉记
者：“我带来的是 《关于加快城市
品牌建设》的提案，提出城市建设
要突出地方特色， （下转第三版）

肩负新使命 激情赴盛会
出席市政协十届一次会议的委员向大会报到

昨日，参加市政协十届一次会议的委员在金尊国际酒店报到。
（记者 王飞龙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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