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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冯芸）1 月 19 日
上午11时，圆满完成各项议程后，省
政协十二届二次会议在郑州闭幕。

本次会议应出席委员 880 人，
实到819人，符合有关规定。

省政协主席刘伟主持会议并讲
话。省政协副主席钱国玉、李英杰、
龚立群、张亚忠、高体健、周春艳、谢
玉安、张震宇、刘炯天和秘书长王树
山在主席台前排就座。

王国生、陈润儿、喻红秋、赵素
萍、任正晓、李亚、黄强、孔昌生、马
懿、穆为民、江凌、胡永生、陈兆明、
李文慧、徐济超、王保存、张维宁、乔
新江、舒庆、徐光、戴柏华、何金平、
武国定、刘伟、霍金花、胡道才、顾雪
飞、刘法峰、刘向东在主席台就座。

郭庚茂、赵建才、张广智、梁静、
史济春、靳克文在主席台就座。在
主席台就座的还有徐光春、范钦臣、

王全书。
会议表决通过了政协第十二届

河南省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关于常务
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政协第十
二届河南省委员会提案委员会关于
政协十二届二次会议提案审查情况
的报告、政协第十二届河南省委员
会第二次会议政治决议。

刘伟指出，这次省两会深入学
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持续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视察指导河南时的重要指示精神，
贯彻落实省委十届八次全会精神，
对奋力开创高质量发展新局面、谱
写中原更加出彩新篇章、以优异成
绩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作出了安
排部署，是高举旗帜、统一思想、凝
心聚力、团结鼓劲的大会。刘伟对
关心支持政协工作的省领导同志、
老领导老同志、省直各部门表示感
谢，对不再担任省政协常委、委员职
务的委员表示敬意，对新任的省政
协常委和委员表示祝贺。

刘伟强调，这次省两会对河南
2019年各项工作进行了部署、明确
了重点。落实好省两会精神，关键
是要见诸行动、狠抓落实。

一要提高站位抓落实。坚持高
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伟大旗帜，在学深悟透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
作的重要思想、强化理论武装上下
功夫，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坚定

“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以
实际行动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中共中央一锤定音、定于一尊的
权威，坚决落实中共中央和省委决
策部署，始终保持政协工作的正确
方向。

二要韧劲十足抓落实。大力弘
扬斗争精神、奋斗精神、改革开放精
神，围绕持续推进“四个着力”、打好

“四张牌”，围绕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各
项工作部署，全面落实中共十九大和
省委十届八次全会、省两会精神，以
钉钉子精神认真履职，以不达目的不
罢休的韧劲真抓实干，（下转第二版）

本报讯（记者 李点）1月19日下午，省十
三届人大二次会议主席团举行第三次会议。

大会主席团常务主席王国生、喻红秋、
孔昌生、李文慧、徐济超、王保存、张维宁、
乔新江、丁巍出席会议。王国生主持会议。

大会主席团常务主席，省委常委、组
织部长孔昌生介绍了酝酿候选人情况和

省十三届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组成人员
人选情况。会议表决通过了正式候选人
名单草案，省十三届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
组成人员人选名单草案，决定将名单印发
代表酝酿，提请大会选举；通过了总监票
人、监票人名单草案，决定将名单草案印
发代表，提请大会表决。③9

本报讯（记者 刘亚辉 李点）1月 19日
下午，省十三届人大二次会议举行第三次大
会，补选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主任、副主任。

大会主席团常务主席王国生、喻红秋、
孔昌生、李文慧、徐济超、王保存、张维宁、
乔新江、丁巍在主席台前排就座。王保存
主持会议。

陈润儿、刘伟、赵素萍、任正晓、李亚、
黄强、马懿、穆为民、江凌、胡永生等领导在
主席台就座。

省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共有代表 938
名，出席第三次大会的915人，符合法定人数。

下午 4时 30分，大会开始。会议首先

表决通过了总监票人、监票人名单。
接着，监票人检查票箱并加封。选举

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主任、副主任的选票
发放到代表们手中。

经过代表们投票，王保存宣布了收回
选票结果，所发选票全部收回，选举有效。

下午5时24分，选票统计结束。大会宣
读了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主任、副主任候选
人的得票数。根据选举结果，王国生当选省
十三届人大常委会主任，赵素萍、马懿当选
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按照法律规定，新当选的省十三届人大
常委会主任、副主任进行了宪法宣誓。③8

本报讯（记者 屈芳）1 月 19日，
省长陈润儿先后到许昌、鹤壁、商丘
代表团，看望慰问代表，与大家共同
审议省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两院工
作报告。

在审议中陈润儿指出，习近平总
书记反复强调：一个政党，一个政权，
其前途命运取决于人心向背。人民代
表大会制度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
根本政治制度，60多年来之所以彰显
出巨大优越性、焕发出强大生命力，关
键就在于始终坚持人民主体地位，保
障人民当家作主。我们对这一政治制
度自信，必须毫不动摇、坚定不移。

陈润儿强调，坚持政治制度自
信，要切实做到对人民负责、受人民
监督。各级政府和领导干部在任何
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要把尊重人民主

体地位、保障人民当家作主作为重要
价值理念和工作追求；都要把维护社
会公平正义、保障群众安居乐业作为
依法施政行政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真
诚倾听群众呼声、真实反映群众愿
望、真情关心群众疾苦，始终站在人
民的立场上想问题、作决策，在知民
情、顺民意、解民忧中，给百姓以实实
在在的获得感。

陈润儿还分别听取对政府工作报
告的意见建议，为许昌、鹤壁、商丘三
市的发展“鼓劲加油”。在许昌团，听
取胡五岳、孙毅、李朝峰等代表发言
后，陈润儿指出，许昌市近年来实现了
经济竞争力、城市宜居度、人民幸福感
的“三个日益提升”，特别在物质文明、
精神文明、生态文明的统筹推进上为
全省作出了示范。（下转第二版）

本报讯（记者 冯芸）1月19日
上午，省政协十二届二次会议举行
第三次全体会议，补选刘法峰等7
名同志为十二届省政协常委。

本次会议应出席委员880人，
实到委员819人，符合有关规定。

省政协主席刘伟，副主席钱国
玉、李英杰、龚立群、张亚忠、高体
健、周春艳、谢玉安、张震宇、刘炯天
和秘书长王树山出席会议并在主席
台前排就座。会议由钱国玉主持。

会议首先通过了接受吕明义
等 5名同志辞去省政协常务委员
职务的决定。

会议审议通过了政协第十二届
河南省委员会第二次会议选举办
法，政协第十二届河南省委员会第
二次会议总监票人、监票人名单。

根据会议选举办法，经过清
点人数、检查票箱、分发选票、画
票、投票、清点选票等程序，大会
主持人钱国玉宣布：当天的选举，
发出选票 819张，收回 819张，本
次选举有效。

随后，工作人员开始统计投
票结果。计票完毕后，总监票人
向大会书面报告计票结果。大会
工作人员宣读计票结果。

选举计票结果表明，刘法峰、李
建涛、李俊峰、杨炳旭、周红霞、赵
勇、黄保卫等7名同志当选为政协
第十二届河南省委员会常务委员。

选举结果公布后，新当选的
常务委员到主席台与全体委员见
面，委员们以热烈的掌声向他们
表示祝贺。③8

奋力开创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谱写中原更加出彩新篇章

省政协十二届二次会议闭幕
刘伟主持会议并讲话 王国生陈润儿等到会祝贺

省十三届人大二次会议
举行第三次大会
王国生当选省人大常委会主任
赵素萍马懿当选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省十三届人大二次会议主席团
举行第三次会议
王国生主持会议

1月19日上午，圆满完成各项议程后，省政协十二届二次会议在郑州闭幕。⑨6 本报记者 杜小伟 董亮 摄

本报讯（记者 李点）1 月 19 日晚，省
十三届人大二次会议主席团举行第四次会议。

大会主席团常务主席王国生、喻红秋、
孔昌生、李文慧、徐济超、王保存、张维宁、乔
新江、丁巍出席会议。王国生主持会议。

会议听取了大会主席团常务主席徐济超
所作的关于省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审议情
况的汇报，大会主席团常务主席张维宁所
作的关于省高级人民法院工作报告、省人

民检察院工作报告审议情况的汇报，表决
通过了相关决议草案，决定将决议草案印
发代表审议，提请大会表决。

会议听取了省人大法制委员会关于《河
南省预算审查监督条例（草案）》审议结果的报
告，通过了条例草案表决稿，提请大会表决。

会议通过了大会议案审查委员会主任
委员王保存所作的代表所提议案审议意见
的报告。③6

省十三届人大二次会议主席团
举行第四次会议
王国生主持会议

河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于2019年 1月 19日选举王国生为河南省
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

现予公告。
河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主席团

2019年 1月 19日

河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于 2019年 1月 19日选举赵素萍（女）、马
懿（回族）为河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主任。

现予公告。
河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主席团

2019年 1月 19日

河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公告
（第一号）

河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公告
（第二号）

陈润儿在参加许昌鹤壁商丘代表团
审议时强调

坚持政治制度自信
保障人民当家作主

省政协十二届二次会议
举行第三次全体会议

刘伟出席会议 补选刘法峰等 7名
同志为十二届省政协常委

打造一支高素质政法队伍
——四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中央政法工作会议

重要讲话

一项历史性工程
——习近平总书记调研京津冀协同发展并主持召开

座谈会纪实

1月 19日下午，省十三届人大二次会议举行第三次大会。新当选的省十三届人大常
委会主任王国生，副主任赵素萍、马懿面向国徽，抚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进行庄严
宣誓。⑨6 本报记者 董亮 杜小伟 摄

本报讯（记者 朱殿勇）1 月 19
日，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
习全国组织部长会议和全国老干
部局长会议精神，研究我省贯彻意
见。省委书记王国生主持会议，省长
陈润儿出席会议，省政协主席刘伟
列席会议。

会议指出,做好今年全省组织
工作，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全

国组织工作会议、全国组织部长会
议精神，按照省委组织工作会议要
求，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紧
扣以党的建设高质量推动经济发展
高质量，组织实施好“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主题教育，把抓基层打基础
作为重点，加强党的组织体系建设，
以实实在在的办法和举措，推动我
省党建工作整体提升到一个新水
平。要进一步树牢学的导向、严的

导向、干的导向，培养忠诚干净担当
的高素质干部，集聚爱国奉献的各
方面优秀人才，为中原更加出彩提
供有力保证。要进一步改进作风，
持续弘扬焦裕禄同志“三股劲”，以
新作风展现新担当新作为，推动组
织工作高质量，让党的旗帜飘得更
高、干部作用发挥更好、基层基础筑
得更牢、党员形象树得更好。

会议强调，要以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老干部工作重要论述为遵循，
切实加强离退休干部政治建设、思
想建设和党组织建设，推动离退休
干部党建更好融入基层党建工作大
格局，引导广大老干部为中原更加
出彩贡献智慧和力量。要始终做到
尊重老干部、关心老干部，高度重视
支持老干部工作，把党中央关心照
顾老干部的政策落到实处，让他们
过得更加安心舒心暖心。③8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全国组织部长会议精神

打造忠诚干净担当的干部队伍
为中原更加出彩提供坚强组织保证

王国生主持 陈润儿出席 刘伟列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