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八届莆田市委员会第二次会议，
于 2023年 1月 2日至 4日在莆田举行。会议期间，中共莆田市委
书记付朝阳，市委副书记、市长林旭阳等市领导出席会议，给
全体政协委员以极大的鼓舞和鞭策。在特殊时期全体委员采用

“线上+线下”相结合的讨论方式交流互动，以强烈的责任意识
和饱满的参政议政热情，围绕全市中心大局，聚焦民生福祉，
议大事、献良策、凝共识、聚合力，展现了为国履职、为民尽
责的担当情怀，彰显了人民政协专门协商机构的制度优势。

会议以学习贯彻中共二十大精神为主线，坚持以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在市委正确领导和省政
协指导下，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
工作的重要思想、中央、省委、市委政协工作会议精神，认
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治理木兰溪的重要理念和关于保护
好湄洲岛的重要嘱托，全面贯彻落实福建省委十一届三次全
会和莆田市委八届四次全会精神，紧紧围绕奋力答好谱写全
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福建篇章的莆田答卷，坚持发扬
民主和增进团结相互贯通、建言资政和凝聚共识双向发力，
共谋莆田发展良策，共商政协工作大计。会议隆重热烈、风
清气正、顺利圆满，是一次团结民主、凝心聚力、共谋发展、
求实奋进的大会。

会议审议并同意沈萌芽主席代表八届市政协常委会所作的
工作报告，审议并同意八届市政协常委会关于提案工作情况报

告，选举通过了人事事项。委员们列席了市八届人大二次会
议，听取并赞同林旭阳市长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赞同市
中级人民法院、市人民检察院的工作报告及其他报告。

会议认为，在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迈上全面建设现代化国家
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关键时刻召开的党的二十
大，在党和国家发展进程中具有极其重大的历史意义。过去一
年，市政协及其常委会在中共莆田市委的坚强领导下和福建省
政协的有力指导下，以喜迎中共二十大、学习贯彻中共二十大
精神为主线，着力强化思想政治引领，共同思想政治基础进一
步筑牢；以落实党对政协工作全面领导为根本，着力强化政协
系统党的建设，政治组织的属性进一步凸显；以围绕中心服务
大局为主轴，着力强化协商主责主业，专门协商机构作用进一
步发挥；以画好团结奋进最大同心圆为目标，着力强化履职中
心环节，凝聚共识实效进一步增强；以打造过硬的政协制度参
与者实践者推动者队伍为抓手，着力强化委员责任担当，履职
活力进一步迸发；以发挥人民政协制度效能为主攻方向，着力
强化夯基固本工作，履职能力水平进一步提升，为推动全市政
协工作高质量发展迈出了坚实步伐。

会议强调，2023年是全面贯彻落实中共二十大精神的开局
之年，是全面实施“十四五”规划承上启下之年，我们也将迎
来莆田建市 40周年，做好政协工作使命光荣。全市各级政协组
织、政协各参加单位和全体政协委员，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在中共莆田市委的坚强领导
下，全面贯彻中共二十大精神，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
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
护”。认真落实中央和省委、市委关于新时代加强和改进人民
政协工作的总体要求，按照市委八届四次全会作出的战略部
署，为莆田高质量发展凝心聚力。要从中共二十大精神中感悟
真理光芒，高举伟大旗帜，更加把好政协定位；从中共二十大
精神中感悟伟大建党精神，强化党建引领，更加彰显政协优
势；从中共二十大精神中感悟制度优势，增强协商实效，更加
释放政协智慧；从中共二十大精神中感悟合作初心，深化团结
联谊，更加发挥政协力量；从中共二十大精神中感悟责任担
当，用情用心履职，更加展现政协风采；从中共二十大精神中
感悟创新意识，完善平台建设，更加挖掘政协潜力；从中共二
十大精神中感悟奋进力量，加强功能建设，更加提升政协水
准，以实际行动落实中共二十大精神，为奋力答好谱写社会主
义现代化国家福建篇章的莆田答卷贡献政协的智慧和力量。

会议号召，全市各级政协组织、政协各参加单位和广大政
协委员，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
周围，高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伟大旗帜，在
中共莆田市委的坚强领导下，同心奋进新征程、聚力建功新时
代，增强履职信心，汇聚履职合力，为莆田建设绿色高质量发
展先行市而团结奋斗，以优异成绩迎接莆田建市 40周年。

本报讯 （全媒体记者 周凌瀚）昨日，参加市八届人大
二次会议的代表继续分组审议政府工作、计划、预算、市人大常
委会、市法院、市检察院工作报告和《莆田市人民代表大会议事
规则（草案）》。分组审议期间，各代表团内气氛热烈，大家以高
度的责任心和使命感畅所欲言，谈感受、话落实、献良策。

代表们赞同政府工作报告等。大家认为，政府工作报告实
事求是、凝聚人心、引领发展，体现党的二十大精神在莆田的
深入实践，是一份与时俱进、鼓舞斗志、催人奋进的好报告。
大家纷纷表示，2023年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开局
之年，也是莆田建市 40周年，要全面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
大精神，落实市委“一个总抓手、两大支撑、三大战略、四城
辉映、五篇文章”工作部署，统一思想凝聚人心，汇聚全市人
民的磅礴力量，在真抓实干中踔厉奋进，切实把各项任务落到
实处。

代表们认为，过去一年，市人大常委会在市委的坚强领导
下，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及省委、市委人大工作会议精神，着力
强化理论武装，推进重点领域立法，聚焦经济、民生、生态和
社会治理依法开展有效监督，优化保障切实服务代表履职，不
断强化自身建设打造“四个机关”，为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作出
莆田人大的有益实践。

代表们肯定市法院、市检察院工作，认为“两院”深入贯
彻习近平法治思想，讲政治、顾大局、谋发展、重自强，依法
忠诚履职，主动担当作为，为我市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优质的
司法服务保障。

代表们还分组酝酿、讨论主席团提名和代表联合提名的各
项候选人名单草案。

本报讯 （全媒体记者 周凌瀚）昨日上午，市八届人大
二次会议第二场代表访谈活动开启，9名市人大代表先后接受媒
体访谈。

市排水中心主任金朝晖、秀屿区机关幼儿园园长许珠连、
华峰华锦有限公司党委书记陈锦程、仙游县铭天下红木家具有
限公司总经理陈铭洲等 9名来自基层一线或企业的市人大代表
先后接受访谈。访谈期间，代表们结合自身感受畅所欲言，分
别就监督河湖长制、生态保护工作、民营经济建设、工艺美术
产业壮大、建设教育强市、历史文化传承保护、旅游开发等话
题接受了省市媒体的采访。

（上接A1版）四要始终坚持守正创新，在锻造过硬能力上
展示政协风采。牢牢把握新时代人民政协工作的规律特点，善
于用新视角看问题、用新思维理思路、用新办法抓工作，不断
提高政协工作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水平。广大政协委员要
按照“懂政协、会协商、善议政，守纪律、讲规矩、重品行”
的要求，坚持把作风之实和履职之能结合起来，切实提高政治
把握、调查研究、联系群众、合作共事能力，在全方位推进绿
色高质量发展中大显身手。

各位委员、同志们，集众智可定良策，合众力必兴伟业。
让我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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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政府的坚强领导下，以山一样的境界格局、海一样
的博大情怀、火一样的奋斗热情，凝心聚力、踔厉奋发、勇毅
前行，为奋力答好谱写“福建篇章”的莆田答卷作出政协新的
更大贡献！

新春将至，提前祝大家新春快乐！吉祥安康、万事顺意！
谢谢大家！

2023年1月5日 星期四
责编／吴双双 美编／许志挺 校对／谢永英

电话／0594-2697267
A2

出版单位：湄洲日报社 印刷单位：湄洲日报社印刷厂 莆田市荔城区拱辰街道七步村郊西421号 发行方式：自办发行及邮发 邮发代号：33-45 零售每份：1.5元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八届莆田市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2023年1月4日政协第八届莆田市委员会第二次会议通过）

凝聚人心 踔厉奋进
市人大代表继续分组审议政府工作、计划、预算、
市人大常委会、市法院、市检察院工作报告等

本报讯 （全媒体记者 郑已东） 1月4日上午，市政协八
届二次会议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大会应到委员 352人，实到
244人，符合规定人数。

大会执行主席是沈萌芽、黄华、林惠中、王少华、赵爱
红、陈道成、杨朝东、张志宏、黄玉明。

会议由黄华主持。

会议审议通过市政协八届二次会议选举办法，选举工作总
监票人、监票人名单；增选政协第八届莆田市委员会常务委员。

会议以无记名投票方式进行选举。
任清华、阮红、沈晓彬、陈庆王、陈培青、林梅金当选为

政协第八届莆田市委员会常务委员。

本报讯 （全媒体记者 吴琪娜） 1月4日上午，市八届人
大二次会议主席团举行第三次会议，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苏永革
主持。

会议听取关于代表酝酿、讨论各项候选人和代表联合提名
候选人情况的报告；审查代表联合提名的候选人名单（草案），
印发全体代表酝酿、讨论。

本报讯 （全媒体记者 吴琪娜） 1月 4日下午，市八届人
大二次会议主席团举行第四次会议，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苏永革
主持。

会议听取各代表团关于酝酿、讨论各项候选人情况的报
告，确定正式候选人名单，提请大会选举；表决总监票人、监
票人名单草案，提请大会表决；确定总计票人、计票人名单；
表决关于莆田市人民政府工作报告的决议草案，提请大会审
议；听取和审议莆田市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财政经济委员会关
于莆田市 2022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及 2023年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关于莆田市 2022年预算执行情况
及 2023年预算的审查报告；表决关于莆田市 2022年国民经济
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及 2023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
划、关于莆田市 2022年预算执行情况及 2023年预算的决议草
案，提请大会审议；表决关于莆田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工作报告、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工作报告、莆田市人民检察院
工作报告的决议草案，提请大会审议；表决《莆田市人民代表
大会议事规则（草案）》（建议表决稿），提请大会审议；听取
和审议关于代表提出的各项议案处理意见的报告。

市八届人大二次会议

主席团举行第四次会议

市八届人大二次会议

主席团举行第三次会议

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
市政协八届二次会议

（上接A1版）大会补选 6名八届市政协常务委员，
这充分体现了组织的关心厚爱和各位委员的信任支
持。因工作岗位调整，有几位同志不再担任八届市政
协常务委员、委员，这些同志在职期间，勤勉工作、
认真履职，为莆田经济社会发展和推进政协工作作出
了积极贡献。在此，我谨代表市政协常委会，向大家
表示衷心的感谢！向新当选的八届市政协常务委员，
表示热烈的祝贺！

过去一年，在市委正确领导下，我们认真贯彻中
共二十大精神和中央、省委、市委关于加强和改进人
民政协工作的部署要求，始终坚持民主和团结两大主
题，紧紧围绕全市工作大局，认真履行政治协商、民
主监督、参政议政职能，更好凝聚共识，胸怀“两个
大局”，心系“国之大者”，守正创新、奋发有为，政
治建设明显增强，凝聚共识积极广泛，平台搭建更加
完善，“两支队伍”更显活力，履职效能明显提升，以
新气象新担当新作为，切实把人民政协制度优势转化
为治理效能，努力聚“政协之能”助“莆田之为”，为
全方位推进高质量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今年是全面贯彻落实中共二十大精神的开局之
年，也是实施“十四五”规划承上启下关键之年，我
们将迎来莆田建市 40周年，前不久召开的市委八届四
次全会，为做好今年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
我们要在市委的坚强领导下，坚持人民政协性质定
位，坚持发扬民主和增进团结相互贯通、建言资政和
凝聚共识双向发力，扎实推进专门协商机构建设，着
力巩固团结奋斗思想基础，着力增强政治协商实效，
着力丰富民主监督实践，着力提升参政议政水平，高
质量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为莆田高质量发展凝心聚
力，以实际行动落实中共二十大精神，为奋力答好谱
写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福建篇章的莆田答卷

贡献政协的智慧和力量。
各位委员、同志们：
我们要坚持党的全面领

导，牢牢把握政协之“政”。
政协机关首先是政治机关，讲政治是基本要求。

要始终把提高政治能力摆在政协履职首位，坚持用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定向领航和凝心铸
魂，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切实增强

“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
全面学习宣传贯彻中共二十大精神，不断夯实团结奋
斗的共同思想政治基础。自觉把党的全面领导贯穿政
协履职的全过程各方面，坚决执行市委工作部署和要
求，持续加强新时代政协系统党的建设，坚定不移落
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始终保持政协事业沿着正
确的方向前进。

我们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牢牢把握政协之
“要”。

服务大局、推动发展是政协工作的主旋律。要发
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坚持政协角度、政府维度、专
家深度相结合。要紧扣“俯下身子抓产业、一心一意
谋发展”战略部署，找准政协履职切入点，以协商有
方、监督有力、参政有为的实际行动助力高质量发
展。要围绕市委提出坚持以木兰溪综合治理为总抓
手，做好产业发展、城乡建设、基层治理、民生保
障、港口崛起文章，实施创新、数字、品牌战略，强
化人才、营商环境支撑，打造妈祖故里文化名城、山
水诗画生态韵城、匠心智造产业新城、通江达海战略
港城的工作部署，科学选题、深入调研、充分协商，
不断强化建言“靶向性”、提高资政“含金量”。要聚
焦工作落实的难点、堵点和痛点，寓支持于监督之
中，善于谋良策、善于建诤言，推动全市重大决策、

重点工作落到实处、见到实
效，切实把政协委员的聪明
才智转化为助推全市经济社

会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
我们要站稳人民立场，增进民生福祉，牢牢把握

政协之“本”。
人民政协的血脉在人民，根基在人民，力量在人

民。要涵养“人民政协为人民”的情怀，坚持“民之所忧、
我必念之，民之所盼、我必行之”，深化拓展“莆事好商
量、汇聚正能量”基层协商平台，眼睛向下、脚步向下，深
入寻常百姓家，过问冷暖忧心事，让人民群众感受到政
协很近、委员很亲。要密切关注教育、就业、医疗、养老、
住房、增收等民生实事，多谋利民之策、多献安民之计、
多促惠民之举，协助党和政府办好人民群众牵肠挂肚的
民生大事、天天有感的关键小事。发挥“委员履职活动
驿站”作用，畅通群众利益诉求反映渠道，做群众的“代
言人”、社会的“传声器”。要着眼群众思想的困惑点、利
益关系的交织点、社会矛盾的易发点，做好宣传引导、协
调关系、理顺情绪等工作，在春风化雨中更好地增进和
谐、温暖民心。

我们要增进团结凝心聚力，牢牢把握政协之
“责”。

人心是最大的政治，团结是最大的力量。要充分
发挥人民政协爱国统一战线组织功能，牢牢把握团结
奋斗的时代要求，坚持大团结大联合，加强思想政治
引领，不断增进理解、增进共识、增进团结，努力寻
求最大“公约数”、画出最大“同心圆”。要把协商民
主贯穿履行职能全过程，坚持求同存异、聚同化异，
不断拓展“有事好商量、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的
制度化实践，形成既畅所欲言、各抒己见，又理性有
度、合法依章的良好民主氛围。要坚定“圆心”、拉长

“半径”，加强与各党派、各团体、各阶层、各界人士
沟通联系、合作共事，多说提神鼓劲的话，多办凝心
聚力的事。要依托人民政协在界别、党派、群众中的
影响力，全方位宣传推介莆田高质量发展的图景，讲
好莆田故事，传递莆田声音，促进莆田知名度、美誉
度和影响力持续提升。

我们要加强“两支队伍”建设，牢牢把握政协之
“基”。

政协委员和政协干部是政协工作的基本力量，是
政协事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要始终坚持为国履
职、为民尽责情怀，深入落实“懂政协、会协商、善
议政，守纪律、讲规矩、重品行”要求，健全完善政
协委员队伍和政协干部队伍教育培训管理制度，全面
提升“两支队伍”政治把握能力、联系群众能力、调
查研究能力、合作共事能力。坚持以改革思维、创新
理念、务实举措，探索政协履职新途径、新形式、新
机制，做到组织上有力度、服务上有精度、建言上有
温度，以过硬能力素质支撑政协事业高质量发展，以
过硬作风展现新时代政协委员新风采。

各位委员、同志们：
潮起宜踏浪，风正好扬帆。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

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在中共莆田
市委的坚强领导下，踔厉奋发、勇毅前行，为奋力答
好谱写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福建篇章的莆田
答卷，为莆田建设绿色高质量发展先行市而团结奋斗！

各位委员、同志们！兔年新春即将到来，我们真诚
地向各位领导、各位委员、各位来宾和全体工作
人员拜个早年，祝大家在新的一年里，
身体健康，工作顺利，万事胜意！

沈萌芽同志的讲话

第二场代表访谈开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