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农历戊戌年十一月十一

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我们应该
锲而不舍、驰而不息进行努力，不能因现
实复杂而放弃梦想，也不能因理想遥远而
放弃追求。

——习近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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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

我们党的百年历史，就是一部践行党的初心使
命的历史，就是一部党与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
运的历史。

本报讯（郭奇）5月25日上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
会议景德镇市第十三届委员会第六次会议在紫晶会堂
开幕。全体市政协委员以饱满的政治热情，勇担使命，
履职尽责，为加快景德镇高质量跨越式发展献计出力。

十三届市政协委员共有300人，出席会议委员266
人，符合政协章程规定。

市委书记刘锋，市委副书记、代市长胡雪梅应邀出
席会议并在主席台前排就座，张春萍、张景根、王国华、
张学锋、孙庚九、江民强、王学民，顾幸勇、李金有、宋建
明出席会议并在主席台前排就座。张春萍主持会议。

应邀出席开幕大会并在主席台就座的领导还有：
汪立耕、曹雄泰、黄金龙、孙安敏、刘朝阳、俞小平、饶华
东、卓健、闫浩、唐良、史晓莲、罗建国、熊皓、邹永胜、邓
建辉、刘子力、张维汉，老同志张烈、周庭祥、龚农民、梁
高潮、柯尔荣、梁莉莉，十二届市政协副主席王祖庆、童
第云、周建新、夏军，省政协常委江伟辉、叶青，部分企
事业单位领导代表梅仕灿、李良智、徐辉、王耀以及特
邀列席代表也在主席台就座。市政协十三届委员会常
务委员在主席台就座。

上午9时，张春萍宣布大会开幕。全体起立，奏唱国
歌。

大会首先审议通过了市政协十三届六次会议议
程。

刘锋在会上作讲话，他代表中共景德镇市委，向大
会的召开表示热烈的祝贺！向出席会议的各位委员和
同志们致以诚挚问候！刘锋指出，过去的一年，是极不
平凡、极不寻常、极为不易的一年，可以说是遇到的困
难比预料的多，取得的成绩比预期的好。在省委、省政
府的正确领导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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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牢记嘱托、感恩奋进、真抓
实干，推动景德镇国家陶瓷文化传承创新试验区建设
取得良好开局，实现“十三五”圆满收官和决战脱贫攻
坚、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预期目标，统筹打好“防
疫防汛”两场硬仗，成功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和国家卫生
城市，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和党的建设各项事业取得新
成效。这些成绩的取得，是习近平总书记亲切关怀和党

中央、国务院关心厚爱的结果，是省委、省政府重视支
持的结果，是全市上下共识共为、团结协作的结果，也
凝聚着全市各级政协组织、广大政协委员的智慧和汗
水。

刘锋强调，今年是实施“十四五”规划、开启全面建
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第一年，也是中国共
产党成立100周年。开启新征程，阔步“十四五”，更加需
要全市上下齐心协力、共同奋斗，更加需要全市政协系
统积极参与、鼎力支持。希望全市各级政协组织和广大
政协委员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融入新发
展格局，把智慧和力量激发出来，把创造性和积极性调
动起来，在加快高质量跨越式发展，建设“美景、厚德、
镇生活”的幸福家园，接续打造与世界对话的国际瓷都
新征程中展现“政协担当”、贡献“政协力量”。刘锋对政
协工作提出了更高的具体要求。一要坚持党的领导，在
坚定站位中把牢政治方向。二要发挥自身优势，在服务
大局中助力全市发展。三要心系民生福祉，在担当履职
中彰显为民情怀。四要加强自身建设，在提升能力中展
现政协风采。

刘锋指出，政协工作是党的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全市各级党委要发挥总揽全局、协调各方作用，切实加
强和改进党对政协工作的全面领导，及时研究解决政
协工作重大问题，全力支持政协参政议政，为政协履行
职能创造良好条件。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要在制度层
面、工作层面、协作层面大力支持政协参政议政，积极
采纳政协提出的意见建议，自觉接受政协民主监督，形
成“党委重视、政府支持、政协主动、各方配合”的政协
工作新局面，不断凝聚推动政协事业发展的强大合力。

张景根代表十三届市政协常委会向大会作了工作
报告，报告回顾了十三届五次会议以来，在省政协的有
力指导和中共市委的坚强领导下，市政协坚持以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
彻党的十九大，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
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
思想，全面落实中央和省、市委政协工作会议精神，高
举爱国主义、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团结和民主两大

主题，紧紧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为全力建好景德镇国
家陶瓷文化传承创新试验区，打造与世界对话的国际
瓷都接续奋斗，贡献智慧和力量。报告从强化引领，提
高站位，牢牢把握正确的政治方向；围绕中心，服务大
局，充分彰显专门协商机构的制度优势和治理效能；改
革创新，注重实践，打造高质量的政协履职特色品牌；
履职为民，增进福祉，把人民至上理念做在平常落在实
处；强基固本，勇于担当，高标准推进专门协商机构提
质增效等五个方面对2020年市政协工作进行了回顾总
结。围绕对标对表，更加坚定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增进
团结，更加坚定把凝聚共识工作贯彻始终；服务大局，
更加坚定围绕中心工作精准发力；心系民生，更加坚定
聚焦群众期盼彰显政协情怀；夯实基础，更加坚定不断
促进工作创新提质增效等五方面对2021年工作进行总
体部署。

江民强代表市政协十三届常委会作了提案工作报
告，阐述了十三届五次会议以来提案情况及特点、提案
工作的具体做法和今年的工作思路。广大市政协委员、
市政协各参加单位和市政协各专门委员会以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为指
引，认真贯彻落实省委、市委的决策部署，紧紧围绕我
市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以及疫情防
控、公共卫生体系建设等重大问题，为建好景德镇国家
陶瓷文化传承创新试验区、打造与世界对话的国际瓷
都而积极撰写提案，得到了市委、市政府和承办单位的
高度重视，不少建议已在党委、政府及有关部门决策中
得到体现。报告对今年提案工作提出要求，一要围绕中
心，服务大局，提案质量要有新提升。二要突出重点，强
化协商，提案办理要有新举措。三要健全机制，加大督
办，提案成效要有新突破。

陈国清、刘文斌、王安维、余少甲、冯林、李跃武、方
晓娟、金建民、饶晓晴九位委员代表各自界别先后在大
会上作了发言，提出了一系列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部
分界别和县（市、区）政协作了书面发言。

市直各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及有关方面同志列席了
大会。

政协景德镇市第十三届委员会第六次会议隆重开幕
刘锋讲话 胡雪梅汪立耕出席 张春萍主持大会

各位委员、同志们：
今天，市政协十三届六次

会议隆重开幕了。这是全市人
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也
是共商景德镇发展大计的一次
盛会。在此，我代表中共景德镇
市委，向大会的召开表示热烈
祝贺！向各位委员和同志们致
以诚挚的问候！

政协组织具有联系广泛、
人才荟萃、智力密集的独特优
势，这是由人民政协的性质定
位决定的，体现了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的制度优势，彰显了爱
国统一战线广泛凝聚人心和力
量的重要作用。刚才，张景根副
主席、江民强副主席分别作了
政协工作报告和提案工作报
告，陈国清、刘文斌、王安维等9
位政协委员作了大会发言，讲
得都很好，对我们更好地推进
相关工作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希望有关部门对委员发言以及
提交的提案，要认真研究、充分
吸纳、抓好落实。

过去的一年，是极不平凡、
极不寻常、极为不易的一年，可
以说是遇到的困难比预料的
多，取得的成绩比预期的好。在
省委、省政府的正确领导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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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真抓实
干，推动景德镇国家陶瓷文化
传承创新试验区建设取得良好
开局，统筹打好“防疫防汛”两
场硬仗，成功创建全国文明城
市和国家卫生城市，实现“十三
五”圆满收官和决战脱贫攻坚、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预期
目标，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和党
的建设各项事业取得新成效。
这些成绩的取得，是习近平总
书记亲切关怀和党中央、国务
院关心厚爱的结果，是省委、省
政府重视支持的结果，是全市
上下共识共为、团结协作的结
果，也凝聚着全市各级政协组
织、广大政协委员的智慧和汗
水。

一年来，全市政协系统牢牢
把握民主和团结两大主题，围绕
中心、服务大局，认真履行职能，
主动担当作为，调查研究扎实深
入，协商议政成果丰富，民主监
督实效增强，团结联谊广泛拓
展，为景德镇各项事业发展汇聚
了正能量、作出了新贡献，充分
展现了为党政分忧、为发展尽
责、为人民服务的价值追求。在
此，我代表中共市委，向全市各
级政协组织和广大政协委员，向
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
士，向全体政协工作者，表示衷心的感谢和诚挚的敬意！

今年是实施“十四五”规划、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
代化国家新征程的第一年，也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关于今年工作的总体安排，以及“十四五”规划和二○三五
年远景目标，市委十一届十次全会已经作了全面部署。明
天，胡雪梅同志还要向大会作政府工作报告，对全市经济
社会发展的目标和任务作出具体的安排。开启新征程，阔
步“十四五”，更加需要全市上下齐心协力、共同奋斗，更加
需要全市政协系统积极参与、鼎力支持。希望全市各级政
协组织和广大政协委员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
念，融入新发展格局，把智慧和力量激发出来，把创造性和
积极性调动起来，在推动高质量跨越式发展中展现“政协
担当”、贡献“政协力量”。 （下转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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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锋讲话。 （记者 刘定远 摄）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景德镇市第十三届委员会第六次会议隆重开幕。（记者 刘定远 摄）

本报讯（万程梦珊）5月25日
下午，景德镇市第十五届人民代
表大会第六次会议召开主席团第
一次会议。会议由主席团成员唐
良主持。主席团成员刘锋、汪立
耕、曹雄泰、闫浩、林群、史晓莲、
罗建国、雷铭在主席台就座。

会议推选了大会主席团常务
主席、大会执行主席；表决通过了

大会执行主席分组建议名单；决
定了会议日程安排、大会副秘书
长；报告了列席人员情况；决定了
大会表决议案、决议办法；决定了
代表提交议案的截止时间；表决
了关于接受汪立耕同志辞职请求
的决定（草案）和市十五届人大六
次会议选举和通过人选办法（草
案），决定提交各代表团审议。

市十五届人大六次会议召开主席团第一次会议

本报讯 （瓷都晚报记者 洪晶晶） 5月25日下午，景
德镇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六次会议预备会议在紫
晶会堂召开。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汪立耕，副主任闫浩、
唐良、林群、史晓莲、罗建国及秘书长雷铭在主席台就
座。

参会代表符合法定人数。会议由闫浩主持。
（下转4版）

本报讯（记者 张怡）5月25日，市委书记
刘锋来到市政协十三届六次会议部分界别分
组讨论点，看望了正在参加分组讨论的政协委
员，希望大家以饱满的热情，集中精力开好会，
为建好景德镇国家陶瓷文化传承创新试验区，
打造对外文化交流新平台多建睿智之言、多献
发展良策。市政协主席张春萍陪同。

刘锋指出，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过去的

五年里，在全市上下的共同努力下，景德镇发
生了日新月异、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一系列
的发展成绩，都离不开各级政协组织和广大
政协委员长期以来对市委、市政府工作的大
力支持。希望大家能立足本职工作，围绕中
心、服务大局，一如既往地关心支持全市各项
工作，主动参与到国家试验区建设中来，履好
职、尽好责。 （下转4版）

多建睿智之言 多献发展良策
刘锋看望出席市政协十三届六次会议的部分政协委员 张春萍陪同

本报讯（记者 童霞燕）5月23日，上饶市
委常委、副市长俞健率考察团到我市，就旅
发大会项目和城建项目进行考察。市委书
记刘锋，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黄金龙，市委
常委、市委组织部部长刘瑞英，国家试验区
管委会专职副主任刘子力陪同。

上饶市考察团一行首先来到皇窑研学

基地，详细了解了景德镇手工制瓷的发展
史，品味陶瓷文化的独特魅力，领略了承载
千年的瓷都文明，被景德镇陶瓷悠久灿烂的
历史深深吸引。在高岭·中国村，考察团一
行亲身感受高岭·中国村的秀美风光，通过
听取介绍和实地查看，了解其在践行乡村振
兴战略、 （下转4版）

上饶市考察团一行来景考察
刘锋陪同 市十五届人大六次会议预备会召开

本报讯（记者 喻帆）5 月 25
日，市委副书记、代市长胡雪梅参
加了市政协十三届六次会议无党
派、工商联、经济界别的分组讨
论。她强调，全市各级政协组织
和广大政协委员要多谋发展之
策、多聚团结之力、多尽监督之

责，奋力开创新时代政协工作新
局面，为推动景德镇高质量跨越
式发展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市政协副主席江民强一同参
加讨论。

在讨论中，委员们一致对市
委书记刘锋的讲话、（下转 4 版）

开创工作新局面 助力瓷都新发展
胡雪梅参加市政协分组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