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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天气晴间多云，北风转南风2～3级，气温-3～12℃。（枣庄市气象台昨日17时发布）

本报讯 枣庄市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
会第一次会议，历时5天，经过全体代表和
与会人员的共同努力，圆满完成各项议
程，于2月23日上午在枣庄会展中心胜利
闭幕。

大会执行主席李同道、李峰、梁宪
廷、孙欣亮、张宝民、秦元祥、徐玲、刘
振学、刘成典、魏作明、孔祥君在主席台
前排就座。在主席台就座的还有其他市领
导和其他主席团成员。李同道主持大会并
发表讲话。

大会通过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产生了

市十六届人大常委会主任、副主任、秘书长、
委员，市人民政府市长、副市长，市中级人民
法院院长，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李同道当
选为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李峰当选为市人民
政府市长。徐玲、刘振学、宋淑启、于良、刘
志才当选为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于良当
选为市人大常委会秘书长。石爱作、霍媛
媛、周宗安、张成伟、宋丙干、刘吉忠当选为
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孙英当选为市中级人
民法院院长，张敬艳当选为市人民检察院检
察长（还须报经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提请省
人大常委会批准）。

大会通过了枣庄市第十六届人民代表
大会各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人选名单；通
过了 《枣庄市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
次会议关于政府工作报告的决议》《枣庄市
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关于枣
庄市2016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
情况与 2017 年计划的决议》《枣庄市第十
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关于枣庄市
2016 年预算执行情况和 2017 年预算的决
议》《枣庄市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
会议关于枣庄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工作报告的决议》《枣庄市第十六届人民代

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关于枣庄市中级人民法
院工作报告的决议》《枣庄市第十六届人民
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关于枣庄市人民检察
院工作报告的决议》；通过了《枣庄市制定
地方性法规条例》；新当选的市人大常委会
主任、副主任、秘书长，新当选的市长、
副市长，新当选的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
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与全体代表见面。

新当选的市人民政府市长李峰发表就
职讲话。

李同道在会议结束时发表讲话。他
说，过去的五年，市十五届人大及其常委

会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依法行使监
督权、重大事项决定权和人事任免权，积
极推进地方立法，扎实做好代表工作，不
断加强自身建设，为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和
民主法治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由于年龄
和工作需要，一些同志不再担任相关职
务。他们在职期间，勤勤恳恳履职、兢兢
业业工作，为枣庄改革发展稳定做了大量
卓有成效的工作。

李同道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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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转A3版）

市十六届人大一次会议胜利闭幕
李同道主持会议并讲话 表决通过了大会各项决议

新当选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副主任、秘书长，新当选市长、副市长,
新当选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和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与全体代表见面

新当选市长李峰发表就职讲话

尊敬的各位代表：
衷心感谢大家的信任和厚爱，

再次选举我担任枣庄市人民政府市
长。两年来，我与全市广大党员干
部群众携手并肩、风雨同舟，共同品
味攻坚克难的艰辛，共同分享发展
进步的喜悦。此时此刻，心中更多
了一份沉甸甸的责任、更深了一层
暖融融的真情。

枣庄的发展需要用勤劳去播
种，用汗水去浇灌，用真情去培养，
用坚守去呵护。我将继续信守两年
前“发展、为民、务实、清廉”的承诺，
团结带领新一届市政府领导班子，
履职尽责，开拓进取，努力工作。

一是秉承奚仲的创新理念促发
展。没有创新就没有枣庄的未来。
枣庄具有创新的“历史基因”，早在
四千年前的夏商时代，奚仲就创造
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辆马车。今天
枣庄的转型发展是一场必须依靠创
新致胜的攻坚战、持久战，这个过程
正如奚仲造车一般“造端更为，前始
未有”。我们将始终坚持创新理念，
运用创新力量，补齐发展短板，全力
聚焦实体经济主战场，让县域经济
成为“两大高地”建设更加稳固的基

石，为强市富民打下坚实基础。
二是秉承墨子的兼爱情怀惠民

生。先秦科学家、思想家墨子“兼相
爱，交相利”的民本思想，与党中央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一脉相
通。我们将倍加珍惜服务枣庄四百
万群众的宝贵机会，秉承墨子“爱利
百姓”的为民情怀，千方百计增加群
众收入，不遗余力惠及民生福祉，努
力让老百姓“有活干、有钱花，吃得

放心、睡得安稳”。
三是秉承鲁班的工匠精神抓落

实。枣庄这片热土，孕育了“大国工
匠”的鼻祖鲁班。鲁班“精益求精、
追求卓越”的工匠精神和“坚韧不
拔、求真务实”的做事态度，恰恰是
今天政府工作需要继承和发扬的优
良品格。我们将坚持“干在当下、成
在实处”，全身心投入抓落实，挑重
担子、啃硬骨头，笃志做好每件事，
力求干一件成一件，不做虚功、不慕
虚名。

四是秉承荀子的法纪思维守清
廉。战国时期的思想家荀子讲到：木
受绳则直，金就砺则利。我们将坚持
以身作则、以上率下，把纪律和规矩
挺在前面，认真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
体责任，切实抓好法治政府建设，主
动接受人大、政协和社会各界的监
督，真诚坦荡为人，严谨公道处事，始
终保持党员干部的高尚情操。

各位代表、同志们！我们将紧
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周围，在省委、市委的坚强领导
下，不负代表信任，不负组织重托，
不负群众期待，为建设自然生态宜
居宜业新枣庄而努力奋斗！

在市十六届人大一次会议闭幕会上的就职讲话
（2017年2月23日）

李 峰

本报讯 2 月 23 日下午，市纪委召
开常委会议，迅速传达学习市十六届人
大一次会议和市政协十届一次会议精
神。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王玉波主持
会议并讲话。

会议指出，市十六届人大一次会议
和市政协十届一次会议是在我市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召开的十分重要的
会议，也是在实施“十三五”规划、深
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全力以赴迎接党
的十九大关键时期召开的重要会议。

会议强调，全市各级纪检监察机关
要把学习贯彻市“两会”精神作为当前
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与学习习近平总
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结合起来，与学

习市第十一次党代会精神结合起来，切
实抓紧抓好。要立足职责定位，严明纪
律特别是政治纪律，加强对政府工作报
告确定目标任务贯彻落实情况的监督检
查，坚决查处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等问
题，确保政令畅通；要坚持不懈加强作
风建设，持之以恒纠正“四风”，推进干
部作风持续好转；要坚持有腐必反、有
贪必肃，零容忍惩治腐败，持续保持高
压态势；要夯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强
化问责追究，促进责任落地生根，以坚
强政治定力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
展，营造良好政治生态，为经济社会持
续健康发展提供纪律和作风保证。

（本报记者）

市纪委常委会议传达学习市“两会”精神
本报讯 2月23日下午，市委宣传部

机关召开会议，传达学习市第十一次党代
会和市“两会”精神。市委常委、宣传部
部长李爱杰出席会议并讲话。

会议指出，市第十一次党代会、市第
十六届人大一次会议和市政协十届一次会
议，是我市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
段、转型发展攻坚阶段召开的系列重要会
议。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李同道
所作的党代会工作报告和市委副书记、市
长李峰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站位高、思
路清，措施实、信心足，系统全面、重点
突出，鼓舞人心、催人奋进，是指导今后
五年全市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纲领性文
件，也是做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重要遵

循。全市宣传思想文化战线要把深入学习
贯彻系列会议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
期的重要政治任务，做到先学一步、深学
一层，深刻领会丰富内涵，准确把握精神
实质，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会议精神
上来。要借助党代会和“两会”的东风，
进一步解放思想、抬高标杆，积极作为、
主动作为，努力在贴近中心服务大局、贴
近基层服务群众方面实现新突破，在提升
工作水平、提升部门形象方面取得新进
展，不断开创全市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新局
面，为党的十九大、省第十一次党代会胜
利召开，为建设自然生态宜居宜业新枣庄
提供有力思想保证、精神力量、道德滋养
和文化条件。 （记者 李鲁）

市委宣传部传达学习市党代会和市“两会”精神

各位代表、同志们：
市十六届人大一次会议，圆

满完成了各项议程，即将胜利闭
幕。会议期间，各位代表以饱满
的政治热情和良好的精神风貌，
充分发扬民主，依法履行职责，审
查批准了各项工作报告和地方立
法条例，选举产生了新一届市级
国家机关领导人员，表决通过了
各项决议。大会开得圆满成功，
是一次民主团结、风清气正、加油
鼓劲、务实奋进的大会。在此，我
代表市委，向大会的圆满成功和
新当选的同志，表示热烈的祝
贺！向全体代表、与会同志和大
会工作人员，表示衷心的感谢！

过去的五年，市十五届人大
及其常委会在蒋英建、孙欣亮两
位同志的带领下，坚持围绕中心，
服务大局，依法行使监督权、重大
事项决定权和人事任免权，积极
推进地方立法，扎实做好代表工
作，不断加强自身建设，为全市经
济社会发展和民主法治建设作出
了重要贡献。由于年龄原因和工
作需要，一些同志不再担任市人
大领导职务。他们在职期间，勤

勤恳恳履职、兢兢业业工作，为枣
庄改革发展稳定做了大量卓有成
效的工作。我提议，让我们以热
烈的掌声，向这些同志表示衷心
的感谢和崇高的敬意！

这次大会选举产生了市十六
届人大常委会，并选举我担任市
人大常委会主任，这是组织的关
怀、代表的信任和全市人民的厚
爱，我们深知使命光荣、责任重

大。我将与市人大常委会组成人
员一起，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领导下，按照省委、市委
的部署要求，忠实履行宪法和法
律赋予的职责，尽职尽责，尽心尽
力，以实实在在的业绩，回报全体
代表和全市人民的期望与重托。

各位代表、同志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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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刚闭幕的市第十一次
党代会，提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建设自然生态宜居宜业新枣
庄的目标任务。这次大会进一步
分解落实市党代会确定的目标任
务和具体举措，通过法定程序把
市委决策部署转化为全市人民的
共同意志。一分部署，九分落
实。全市上下要进一步团结起
来，把力量凝聚起来，聚精会神抓
落实，撸起袖子加油干，奋力开创
枣庄各项事业新局面。

一、要把握方向，坚决维护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权
威。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坚决维
护党中央权威、保证全党令行禁
止， （下转A3版）

撸起袖子加油干 奋力开创新局面
——在市十六届人大一次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

（2017年2月23日）
李同道

新一届市人大常委会领导成员。 （记者 刘品 摄） 新一届市政府领导成员。 （记者 刘品 摄）

奋力谱写
自然生态宜居宜业
新枣庄的华彩篇章
——热烈祝贺市十六届人大一次会议和

市政协十届一次会议胜利闭幕
▶▶▶详见A2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