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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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的经验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从书本
上抄来的，而是我们党在历经艰辛、饱经风雨的长期
摸索中积累下来的，饱含着成败和得失，凝结着鲜血
和汗水，充满着智慧和勇毅。

➡ 详见2版

今 日 导 读

刘锋致全市广大科技工作者的慰问信

全省公安机关再读红色家书主题活动在景举行
胡雪梅接见演职人员

政协景德镇市第十三届委员会第六次会议胜利闭幕
刘锋胡雪梅汪立耕出席 张春萍主持会议并讲话

本报讯（徐敏）5月27日下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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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
利闭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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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三届市政协共有委员300名，出席会议委员244
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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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席会议在主席台就座。张春萍主持会议并讲话。

应邀出席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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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瑞英、俞小平、
饶华东、卓健、闫浩、唐良、林群、史晓莲、张良华、邓建
辉、刘鸿斌、高唤虎、刘子力、张维汉，部分企事业单位领
导代表徐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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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会表决通过了政协景德镇市第十三届委员会第
六次会议决议和政协景德镇市第十三届委员会提案委
员会关于市政协十三届六次会议提案初步审查情况的
报告；大会选举卢运玲、刘景兵2名同志为政协景德镇
市十三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

张春萍作总结讲话，她指出，景德镇市政协十三届
六次会议是在开局“十四五”、开启新征程的关键时刻召
开的一次重要的会议。市委书记刘锋在开幕大会上所
作的讲话充分肯定了市政协的工作和政协委员的责任
担当，并对今后工作提出明确要求，体现了市委对人民
政协事业的高度重视和深切重托。会议期间，广大政协
委员珍惜履职机会，发挥智力优势，认真议政建言，充分
展现了委员心系大局、情系民生的履职情怀。

张春萍强调，2021 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 100 周
年。站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点，我们要
牢牢把握新发展阶段的任务要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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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发
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团结动员各党派团体和各族各界
人士忠诚履职，担当作为，精准发力，在奋进现代化建设
新征程中书写履职尽责新篇章。

张春萍要求，要加强党的领导，以更高站位把牢政
治方向。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
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不断提高把握新发展阶段、贯
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政治能力，切实把中
共中央决策和省、市委部署贯彻落实到市政协工作全过

程和各方面；要认真履职尽责，以更强担当服务发展大
局。聚焦中心广泛协商，当好资政建言“智囊团”。紧紧
围绕推进国家试验区建设、构建现代产业体系、推动全
域旅游发展、稳固经济发展基本盘、持续释放市场活力、
统筹城乡融合发展、改善人民生活品质等市委、市政府
重大部署建言资政；要广泛凝心聚力，以更实举措汇聚
磅礴力量。把凝聚共识融入各项履职活动，努力把党的
主张转化为社会各界的共识，把各方面的智慧和力量汇
聚成助推发展的动力，为全市改革发展稳定增助力、减
阻力、聚合力；要发挥优势作用，以更大力度增强治理效
能。进一步加强专门协商机构制度建设，建立健全以协
商制度为主干，覆盖政协党的建设、履职工作、组织管
理、内部运行等各方面，更能适应治理现代化要求的制

度体系；要突出固本强基，以更好形象彰显时代风采。
强化履职尽责的情怀，加强委员服务管理，进一步完善
委员履职考核评价体系，不断增强广大委员和机关干部
的履职能力，持续提高广大委员和机关干部想干事的愿
望，能干事的本领，干成事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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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共景德镇市委坚强领导下，锐意
进取、担当实干，凝心聚力、履职尽责，为建好景德镇国
家陶瓷文化传承创新试验区，推动景德镇高质量跨越式
发展，奋力打造与世界对话的国际瓷都竭智尽力，以优
异成绩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大会胜利闭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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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利闭幕。 （余乐俭 摄）

本报讯（瓷都晚报记者 洪晶
晶）5月27日上午，市第十五届人民
代表大会第六次会议在市紫晶会
堂大会场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

大会执行主席刘锋、汪立耕、
曹雄泰、刘瑞英、闫浩、唐良、林群、
史晓莲、罗建国、雷铭、张永进、李
恩清、余志华在主席台前排就座。
大会由执行主席史晓莲主持。

孙安敏、刘朝阳、俞小平、董诚
扬、张维汉、孙艳峰、刘子力等主席
团成员在主席台就座。

胡雪梅、黄金龙、饶华东、张良
华、邹永胜、邓建辉、刘鸿斌等领导
在主席台就座。

军分区政委卓健，在我市的全
国人大代表、省人大代表，中央、省
属单位、企业，市直有关部门负责
同志列席会议。

老同志余振泰、伍枝勤、沈薇、
吴光辉、周景伟、胡志荣、余乐明以
市人大代表身份在主席台就座。

大会应到代表286名，实到代
表267名，符合法定人数。会议听
取了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闫浩作
的《景德镇市人大常委会工作报
告》；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邓建辉
作的《景德镇市中级人民法院工作
报告》；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刘鸿
斌作的《景德镇市人民检察院工作
报告》；表决通过了关于接受汪立
耕同志辞职请求的决定及大会选
举和通过人选办法。

闫浩在报告中说，2020年是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五”规划
的收官之年，是极不平凡、极不寻
常、极为不易的一年。面对错综复
杂的发展形势特别是新冠肺炎疫
情的严重冲击，在中共景德镇市委
的坚强领导下，市人大常委会坚持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
平法治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
重要思想，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
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
全会精神，紧紧围绕市委的决策部
署，沉着应对新冠肺炎疫情，聚焦
发展出智出力，聚焦民生重实重
行，聚焦法治担当担责，积极支持
和保障代表依法履职，圆满完成了
年初制定的各项目标任务。去年
以来共审议地方性法规4部，听取
和审议专项工作报告18项，对3部
法律实施情况开展检查，47件规范
性文件备案审查，开展专题调研视
察32次，专项工作满意度测评1次，
作出决议决定13项，办理代表建议
67件，依法任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
55人次，为推动全市经济社会高质
量跨越式发展、打造与世界对话的
国际瓷都作出了积极贡献。在客观总结2020年的主要工
作后，闫浩强调，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是实
施“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
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起步之年、开局之年。市人大常委
会将在市委的坚强领导下，紧紧围绕景德镇市“十四五”
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谋划人大工作，紧紧围绕建设好
景德镇国家陶瓷文化传承创新试验区为主线，（下转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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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王天楚）5月27日下午，市政协十三届六次会
议举行选举大会，增补2名市政协十三届委员会常务委
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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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由王国华主持。

市政协十三届委员会共有委员300名，出席会议的委
员244名，符合政协章程规定。

大会以无记名投票方式，增补卢运玲、刘景兵为市政协
十三届委员会常务委员。

市政协十三届六次
会议举行选举大会

张春萍出席

本报讯（万程梦珊）5月27日上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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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次会议。会议
由常务主席罗建国主持。常务主席刘锋、汪立耕、曹雄泰、
刘瑞英、闫浩、唐良、林群、史晓莲、雷铭在主席台就座。

会议听取并讨论通过了中共景德镇市委提出的第十
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六次会议大会选举候选人和通过人
选建议名单，并作为主席团提名，提交各代表团酝酿、讨
论。

市十五届人大六次会议召开主席团第三次会议
本报讯（万程梦珊）5月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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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次会
议。会议由常务主席闫浩主持。常务主席刘锋、汪立
耕、曹雄泰、刘瑞英、唐良、林群、史晓莲、雷铭在主席
台就座。

会议听取了各代表团审议景德镇市人大常委会、
市中级人民法院、市人民检察院三个报告及决议（草
案）情况汇报；通过了景德镇市人大常委会、市中级人

民法院、市人民检察院三个报告的决议（草案）并决定
提请大会表决；审议和通过了大会议案审查委员会
《关于代表提出议案的审查报告》；听取了各代表团酝
酿候选人建议人选和通过人选的情况汇报，并确定正
式候选人和通过人选名单，提交大会选举和表决；听
取了大会组织组关于推荐监票人的情况汇报，并确定
总监票人、监票人建议名单，决定提请大会表决；决定
了计票人名单。

市十五届人大六次会议召开主席团第四次会议

各位委员、同志们：
政协景德镇市第十三届委员会第六次会议，在中

共市委的领导下，在市各有关方面关心支持下，经全
体委员和与会同志共同努力，圆满完成了各项议程，
即将胜利闭幕。

这次大会是在全市上下高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伟大旗帜，全面贯彻中共十九大，
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认真落实省、
市委全会决策部署，开局“十四五”、开启新征程的关
键时刻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中共市委对这

次会议高度重视。会前，召开市委常委会议专题听取
了市政协全会筹备情况的汇报，审议了市政协常委会
工作报告和有关事项。开幕大会上，中共市委书记刘
锋同志作了讲话，对全市政协组织、广大政协委员在
助推改革发展稳定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下转4版）

在市政协十三届六次会议闭幕大会上的讲话
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 张春萍

（2021年5月27日）

市政协召开十三届常委会第二十五次会议
张春萍出席

本报讯（记者 张怡）5月27日，市委召开全市党史
学习教育座谈会，市委书记、市委党史学习教育领导小
组组长刘锋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抓好党史学习教
育是一项重要政治任务，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关于党史学习教育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全
面落实中央和省委决策部署，总结前期工作情况，交流
经验做法，研究部署下步工作，以昂扬进取的精神状态、

奋发有为的工作作风，把党史学习教育不断引向深入，
以优异成绩庆祝建党100周年。

市领导、市委党史学习教育领导小组副组长黄金
龙、刘瑞英出席座谈会。市委常委、市委宣传部部长、市
委党史学习教育领导小组副组长刘朝阳主持座谈会。

座谈会上，昌江区荷塘乡党委书记梁毅，景德镇学
院马克思主义学院2018级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学生罗

婧，市教研所副所长谢红英，珠山区新村街道梨树园社
区主任余梅，市公安局党委委员、政治部主任范有光，乐
平市后港镇大田村党支部书记、主任李燕燕，浮梁县委
书记、县委党史学习教育领导小组组长胡春平先后发
言。发言中，他们紧扣党史学习教育主题、紧密联系自身
工作实际，讲工作举措求实求新、谈心得体会饱含深情、
说下步打算落细落小， （下转2版）

刘锋在全市党史学习教育座谈会上强调

以昂扬进取的精神状态奋发有为的工作作风
把 党 史 学 习 教 育 不 断 引 向 深 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