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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陈国力）7月5日
下午，仙桃市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五次会议圆满完成各项议程，在
仙桃职院会堂闭幕。

大会以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
严启方为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坚
为市监察委员会主任、高鹏为市人
民检察院检察长。

大会主席团常务主席召集人周
志红出席会议并致闭幕词。

在大会主席台前排就座的有：
余珂、严启方、余文华、胡光怀、肖
俊、刘玲霞、丁克勤、刘惠民、肖家
邦、王磊、荣延舫。

市领导张坚、傅志阳、印家利、
郑章均、李少云、曾伟昕、唐雷、石
伟、张舜、徐新程、郭金相、张德萍、
梁和平、魏家军、杜伟华在主席台就
座。

市人民法院院长丁拥军，市人
民检察院检察长高鹏在主席台就
座。市政府党组成员、市政府办公
室主任胡军波，市政府党组成员许
国闯在主席台就座。

市九届人大五次会议主席团其
他成员也在主席台就座。

大会由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
记、副主任肖俊主持。

本次大会应到代表 413 人，实
到398 人，符合法定人数。

大会通过了选举办法、总监票
人和监票人名单，通过了关于设立
和更名仙桃市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
有关专门委员会的决定，通过了《关
于政府工作报告的决议》《关于仙桃
市2019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
执行情况与2020年国民经济和社会
发展计划的决议》《关于仙桃市2019
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和2020年财政
预算的决议》《关于仙桃市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

《关于仙桃市人民法院工作报告的
决议》《关于仙桃市人民检察院工作
报告的决议》。

下午2时55分，大会进行选举，
各位代表填好选票后，依次走向票
箱，投下神圣的选票。

4 点 20 分 ，肖 俊 宣 布 选 举 结
果。本次选举发出选票398张，收回
选票 398 张；其中有效票 398 张，废
票0张，选举结果有效。代表们报以
热烈掌声。

新当选的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严
启方、市监察委员会主任张坚面对
宪法，进行了庄严宣誓。

严启方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

话。他说，大会选举我担任市人大
常委会主任，这是各位代表对我的
信任与支持，我深感责任重大，使命
崇高。我一定旗帜鲜明讲政治，始
终做到对党忠诚、把好方向；一定心
系群众守初心，始终做到以民为本、
人民至上；一定尊崇法律重法治，始
终做到守法护法、依法办事；一定敬
岗履职作表率，始终做到心存敬畏、
善作善成，决不辜负党和人民的期
望（全文另发）。

周志红在闭幕词中说，会议期
间，与会代表牢记人民重托、认真讨
论审议、积极建言献策、主动配合防
疫，展现了饱满的政治热情和强烈
的使命担当。我谨代表市委向大家
表示感谢，向新当选的三位同志表
示祝贺。

周志红指出，过去的一年，市人
大及其常委会认真履行宪法和法
律赋予的各项职能，为全市经济社
会发展和民主法治建设做了大量
工作。特别是在今年疫情发生后，
各级人大组织和人大代表讲政治、
顾大局，积极投身疫情防控和恢复
经济社会发展工作，交出了合格答
卷。

周志红指出，2020 年是一个很
特殊的年份，我们务必保持发展定
力，以变应变、以变求变，打好疫后
重振的经济发展战、民生保卫战、社

会稳定战，努力形成疫后全面恢复
的仙桃做法、仙桃经验，增强核心竞
争力。

周志红对人大工作提出了五点
要求，强调要坚持党的领导，答好政
治站位“必答题”，确保与市委同心、
与大局同向。要坚持人民至上，答
好民生福祉“加分题”，真正用心为
人民发声、用情为人民履职、用力为
人民造福。要坚持依法履职，答好
法治建设“填空题”，推动法治仙桃
迈上新台阶。要坚持稳中求进，答
好经济发展“综合题”，推动高质量
发展各项部署有效落实。要坚持严
于律己，答好自身建设“主观题”，永
葆忠诚干净担当的政治本色，充分
展示新时期人大代表新风采。

周志红强调，市委将一如既往
地加强和改进对人大工作的领导，
支持人大及其常委会依法行使职
权。“一府一委两院”要自觉接受人
大监督，认真执行人大及其常委会
决定决议。各级各部门要深入贯彻
落实党中央和省委、市委关于加强
人大工作的要求，认真办理人大代
表议案建议，主动为人大代表履职
尽责创造有利条件（全文另发）。

大会选举计票间隙，与会代表
观看了专题片《抗疫大考中的仙桃
答卷》。

大会在雄壮的国歌声中闭幕。

本报讯（记者 李辉）7月5日上
午，政协仙桃市第九届委员会第四
次会议圆满完成各项议程，胜利闭
幕。

上午9时，政协仙桃市九届四次
会议举行选举大会。大会应到委员
374 名，实到委员 344 名，符合政协
章程规定。

大会首先通过了选举办法及总
监票人、监票人名单。全体政协委
员以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政协仙
桃市九届委员会主席、副主席。

余文华当选市政协主席。魏家
军、杜伟华当选市政协副主席。

上午10时30分，政协仙桃市九
届四次会议举行闭幕大会。市政协
主席余文华，市政协副主席、党组副
书记郭金相，副主席张德萍、梁和
平、魏家军、杜伟华，市政协秘书长
平洪涛在主席台前排就座。闭幕大
会由郭金相主持。

市委书记周志红，市委副书记、
市长余珂到会祝贺，并在主席台前
排就座。

市领导张坚、严启方、傅志阳、
印家利、郑章均、李少云、胡光怀、肖
俊、刘玲霞、丁克勤、刘惠民、肖家
邦、王磊、曾伟昕、张舜、徐新程到会
祝贺，并在主席台就座。

市人民法院院长丁拥军，市人
民检察院代理检察长高鹏，市政府
党组成员、市政府办公室主任胡军
波，市政府党组成员许国闯在主席
台就座。

大会表彰了2019年度政协工作
先进单位、优秀委员和市政协九届
三次会议以来优秀提案。

大会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
商会议仙桃市第九届委员会第四次
会议关于政协仙桃市第九届委员会
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中国
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仙桃市第九届委
员会第四次会议关于市政协九届三
次会议以来提案工作情况报告的决
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仙桃市
第九届委员会提案审查委员会关于
市政协九届四次会议提案审查情况
的报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仙
桃市第九届委员会第四次会议政治

决议》。
余文华致闭幕词。他说，全体

委员以饱满的政治热情、高度负责
的态度，认真履行职责，积极议政建
言，生动践行了社会主义协商民主
的独特优势和作用，充分展现了胸
怀全局、心系群众的责任意识和昂
扬向上、积极进取的精神风貌。

余文华说，站在“两个一百年”
的历史交汇点上，人民政协的舞台
更加宽广，责任更加重大，使命更加
光荣。我们要坚守初心再出发，恪
守为国履职、为民尽责的情怀，做好

“委员作业”，答好“时代考卷”，展现
新风貌，干出新样子。要提高政治
站位，自觉践行新思想，坚持党的领
导、贯彻党的主张、加强党的建设。
要服务中心大局，努力成就新作为，
把握大势主动干，突出重点抓紧干，
发挥优势接续干，当好高质量发展
的“助推器”和“加油站”。要增进民
生福祉，广泛凝聚新共识，架起“连
心桥”，办好“暖心事”，画好“同心
圆”，努力实现最大广度的联合、最

大限度的团结、最大程度的和谐。
余文华说，要加强自身建设，充

分展现新形象。突出制度建设这一
根本，健全和完善政协工作长效机
制，推进人民政协专门协商机构“专”
出特色、“专”出质量、“专”出水平；抓
住政协委员这一主体，全方位开展履
职能力培训，切实增强为国履职、为
民尽责的情怀，把事业放在心上，把
责任扛在肩上，以模范行动展现新时
代政协委员风采；规范政协机关这一
平台，深入推进政协机关建设，从严
抓好干部队伍，树立实干担当、竞相
出彩的新风貌、新样子。

余文华说，岁月奔流从未停歇，
奋斗征程一往无前。让我们更加紧
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中共中央周围，在中共仙桃市委的
坚强领导下，奋勇争先，不负韶华，
点燃奋斗激情，建功伟大时代，为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谱写新时代仙桃
高质量发展新篇章作出政协独特贡
献（全文另发）。

大会在雄壮的国歌声中闭幕。

仙桃市九届人大五次会议闭幕
周志红致闭幕词 余珂余文华等出席

严启方当选为市人大常委会主任
张坚当选为市监察委员会主任

选举高鹏为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肖俊主持

政协仙桃市九届四次会议闭幕
周志红余珂等到会祝贺
余文华当选为市政协主席

魏家军、杜伟华当选为市政协副主席
郭金相主持

新当选的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严启方讲话。 摄影 记者 刘贤双 新当选的市政协主席余文华讲话。 摄影 记者 晴霄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仙桃市第九届委员会第四
次会议于2020年7月5日补选余文华为政协仙桃市第九
届委员会主席；补选魏家军、杜伟华为政协仙桃市第九
届委员会副主席。

现予公告。

政协仙桃市委员会
二〇二〇年七月五日

仙桃市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于2020年
7月5日选举严启方同志为仙桃市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主任。

现予公告。
仙桃市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主席团

二〇二〇年七月五日

仙桃市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公告
（第一号）

仙 桃 市 第 九 届 人 民 代 表 大 会 第 五 次 会 议 ，于
2020 年 7 月 5 日选举张坚同志为仙桃市监察委员会
主任。

现予公告。
仙桃市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主席团

二〇二〇年七月五日

仙桃市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公告
（第二号）

仙桃市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于2020年
7月5日选举高鹏同志为仙桃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须报
经湖北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提请湖北省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批准）。

现予公告。

仙桃市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主席团
二〇二〇年七月五日

仙桃市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公告
（第三号）

社论
汇聚磅礴力量 书写奋斗华章

——热烈祝贺市九届人大五次会议、
市政协九届四次会议胜利闭幕

（见今日第二版）

各位代表、同志们：
仙桃市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第

五次会议，经过全体代表的共同努
力，圆满完成各项议程，即将胜利闭
幕。会议审议通过了政府工作报告
和其他各项报告，顺利完成了各项
选举任务。与会代表牢记人民重
托、认真讨论审议、积极建言献策、
主动配合防疫，展现了饱满的政治
热情、强烈的使命担当，是一次凝心
聚力的大会。我谨代表中共仙桃市
委，向新当选的三位同志表示祝贺！

各位代表，同志们！过去一年
多的时间，市人大及其常委会认真
履行宪法和法律赋予的各项职能，
为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和民主法治建
设做了大量工作。特别是在今年疫
情发生以后，各级人大组织和人大
代表，讲政治、顾大局，积极投身疫
情防控和恢复经济社会发展，交出
了合格答卷。借此机会，向全体人
大代表表示感谢！

各位代表、同志们！2020 年是
一个很特殊的年份。面对全球疫情

和世界经济形势依然复杂严峻，面
对常态化疫情防控下的经济发展和
防洪救灾任务，面对中央支持湖北
经济社会发展6大类31条具体政策
措施，我们一定要保持发展的定力
不动摇，立足仙桃实际，把握政策形
势，谋求仙桃发展新优势。要以变
应变、以变求变，时刻把握仙桃经济
社会发展工作的主动权主导权，提
前谋划，全面布局，着眼长远，重点
实施，久久为功，尽最大努力打好疫
后重振的经济发展战、民生保卫战、
社会稳定战，竭尽全力形成疫后全
面恢复的仙桃做法、仙桃经验，切实
增强仙桃核心竞争力。为此，我代
表市委对人大工作提五点要求：

1. 要坚持党的领导，答好政治
站位“必答题”。市人大常委会和人
大代表必须旗帜鲜明讲政治，始终
聚焦市委中心大局，议事谋事紧贴
市委意图，工作安排紧跟市委部署，
重大事项及时向市委请示报告，确
保与市委同心、与大局同向。要深
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
度的重要思想，持续巩固“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成果，学思
用贯通，知信行统一，真正把增强

“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
“两个维护”落到实处、贯穿始终。

2. 要坚持人民至上，答好民生
福祉“加分题”。人大代表来自人
民、植根人民、代表人民、为了人民、
服务人民，最大的优势是密切联系
群众，最大的危险是脱离群众。要
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
想，进一步建立完善代表联系群众
制度，并形成常态化机制，把更多时
间精力和资源力量向基层下沉，主
动到人民群众中去、到基层一线去，
面对面沟通、心贴心交流、实打实服
务。重点要围绕补齐教育、卫生、养
老、住房等公共服务短板，解决好

“一老一小”供需矛盾的问题，真正
用心为人民发声、用情为人民履职、
用力为人民造福。

（下转第三版）

在市九届人大五次会议
闭幕式上的讲话

（2020年7月5日）
周 志 红

本报讯（记者 张曼）7月5日上午，市九届人大五
次会议主席团举行第三次会议。大会主席团常务主
席、执行主席周志红、余珂、严启方、胡光怀、肖俊、刘
玲霞、丁克勤、刘惠民、肖家邦、王磊、荣延舫和主席团
其他成员出席。会议由肖家邦主持。

会议听取了各代表团关于政府三个工作报告和
市人大常委会、市人民法院、市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
审议情况的汇报；听取了各代表团关于酝酿讨论各项
候选人情况的汇报。听取并通过了关于计划草案报

告、财政预算草案报告的审查报告；表决通过了政府
三个工作报告和市人大常委会、市人民法院、市人民
检察院三个工作报告的决议草案，提请大会通过。表
决通过了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刘惠民关于代表联名
提出议案处理情况的报告；听取了大会组织组汇报代
表十人联合提名候选人情况，表决通过了各项正式候
选人名单，提交大会选举；大会组织组负责人介绍了
总监票人、监票人基本情况并作说明，表决通过了总
监票人、监票人名单草案，提请大会通过。

市九届人大五次会议
主席团举行第三次会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