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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大厂回族
自治县第十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于
2017 年 2 月 23 日至 25 日在大厂举行。
本次大会在中共大厂回族自治县委的
领导下，通过全体委员和与会同志的共
同努力，圆满完成了各项议程。

会议听取并讨论了县委书记谷正
海同志代表县委所作的重要讲话；听取
并审议了县政协主席冯幸同志代表县
政协九届常委会所作的工作报告和县
政协副主席张春秋同志代表县政协九
届常委会所作的提案工作报告；与会委
员列席了县十六届人大一次会议，听取
并讨论了代县长刘宝旺同志所作的政
府工作报告和其它报告。会议选举产
生了政协大厂回族自治县政协主席、副
主席、秘书长和常务委员。

会议期间，委员们以高度的政治责
任感和饱满的参政热情，围绕我县经济
社会发展中的重大问题以及人民群众
普遍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通过撰写提
案、大会发言、交流讨论等形式，认真履
行职能，广泛开展协商，积极建言献策，
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意见建议。

会议认为，五年来，县委、县政府
团结带领全县广大党员和干部群众，
攻坚克难、埋头苦干，拼搏奋进、勇于
争先，经济快速增长，结构不断优化；
改革持续深入，活力显著增强；生态明
显改善，城乡焕然一新；民生不断提
升，群众幸福殷实；民族团结进步，社
会和谐安定；党建全面加强，干部作风
持续转变，为率先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奠定了坚实基础。

会议认为，县委、县政府确定的“十
三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和今后五
年工作总体思路及各项工作部署符合
中央和省、市、县委精神，符合大厂发展
实际、符合人民期盼，目标催人奋进，措
施切实可行。与会委员给予高度赞誉，
对自治县未来发展充满信心。

会议指出，在过去的五年，县政协

在中共大厂回族自治县委的正确领
导 下 ，牢 牢 把 握 团 结 和 民 主 两 大 主
题，发挥协商民主重要渠道和专门协
商机构作用，调查研究扎实深入，协
商 议 政 成 果 丰 硕 ，民 主 监 督 实 效 增
强，团结联谊广泛拓展，为推进自治
县科学发展、跨越发展、和谐发展作
出了积极贡献。

会议确定，县政协今后五年工作的
总体要求是：深入贯彻党的十八大、十
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会精神，
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
神引领航向，在中共大厂回族自治县委
的正确领导下，在县政府的大力支持
下，以县第十一次党代会精神为指导，
紧紧抓住京津冀协同发展和北京城市
副中心加快建设重大机遇，坚持民族团
结、生态优先的总原则，以文化产业、全
域旅游为两大抓手，牢牢把握团结和民
主两大主题，把“懂政协、会协商、善议
政”的重要思想贯穿于政协履职全过
程，更好地协调关系、汇聚力量、建言献
策、服务大局，努力推进我县政协工作
再上新台阶，为加快建设创新驱动经济
强县、推动大厂率先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作出新的贡献。

会议强调，今后五年是我县落实
“十三五”规划目标任务，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的决胜时期。县政协要以民族团
结、生态优先为已任，主动咨政建言；以
文化产业、全域旅游为抓手，积极调查
研究；以创新驱动经济强县为目标，踊
跃出谋献策；以解放思想大讨论活动为
契机，提升委员素质，为大厂率先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而努力奋斗。

会议号召，政协组织和全体政协委
员，要在中共大厂回族自治县委的正确
领导下，脚踏实地，锐意进取，以想一
件、干一件、成一件的实干精神，为加快
建设创新驱动经济强县、率先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而努力奋斗，以优异成绩迎接
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大厂回族自治县第十届

委员会第一次会议
政治决议

(2017年2月25日政协大厂回族自治县第十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通过)

大厂回族自治县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关于大厂回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工作报告的决议
（2017年2月26日大厂回族自治县十六届人大一次会议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

大厂回族自治县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关于大厂回族自治县2016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
执行情况与2017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的决议

（2017年2月26日大厂回族自治县十六届人大一次会议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

大厂回族自治县第十六届人民代
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听取和审查了县
人民政府代县长刘宝旺代表县人民政
府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会议对过
去五年政府的工作给予充分肯定，同
意报告提出的今后五年工作思路、目
标任务和2017年的工作部署，决定批
准这个报告。

会议认为，县第十五届人民政府
在县委的正确领导下，认真贯彻落实
上级工作安排和县委决策部署，把握
经济发展新常态，抢抓京津冀协同发
展新机遇，团结拼搏，创新实干，全面
履行政府职能，卓有成效地推动自治
县经济实力不断增强、产业结构全面
优化、城乡面貌极大改观、环境质量有

效提升、人民幸福指数普遍提高，经济
和社会各项事业取得长足发展，赢得
了全县各族人民和社会各界的广泛拥
护，为大厂率先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奠
定了坚实基础。

会议指出，今后五年，县人民政
府要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
帜，全面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
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会精神，以
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习近平总
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引领航向，
坚持“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践行“五
大发展”理念，深入落实省市委重大
决策部署和县第十一次党代会精
神，紧紧抓住京津冀协同发展和北

京城市副中心加快建设重大机遇，
按照京东新城、幸福大厂总体定位，
坚持民族团结、生态优先的总原则，
以文化产业、全域旅游为两大抓手，
以“五城同建”标准打造北京城市副
中心后花园，说干就干、干就一流，
加快建设创新驱动经济强县，推动
大厂率先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会议强调，2017 年是新一届政
府的开局之年，更是加快实施“十三
五”规划的重要一年。县人民政府
要紧紧围绕县第十一次党代会提出
的工作部署和目标任务，咬定加快
建设创新驱动经济强县、率先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推动自
治县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要坚

持改革创新，破解发展制约；要坚定
对接北京，推进协同发展；要加快转
型升级，培育经济引擎；要推进城乡
一体，提升城市功能；要全面做优环
境，打造绿美品牌；要强化民生保
障，办好惠民实事；要加强管理创
新，促进社会和谐。

会议号召，全县人民要紧密团结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
围，在中共大厂回族自治县委的坚强
领导下，以说干就干、干就一流的工作
作风，真抓实干，奋发作为，为加快建
设创新驱动经济强县、率先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而努力奋斗，以优异成绩迎
接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

大厂回族自治县第十六届人民代
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经过认真审查，决定

批准县人民政府委托县发展改革局局
长高景武所作的《关于大厂回族自治县

2016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
情况与2017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

划（草案）的报告（书面）》，批准2017年
全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

大厂回族自治县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关于大厂回族自治县2016年全县预算执行情况和
2017年全县预算的决议

（2017年2月26日大厂回族自治县十六届人大一次会议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

大厂回族自治县第十六届人民
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经过认真审查，

决定批准县人民政府委托县财政局
局长陈贵峰所作的《关于大厂回族自

治县 2016 年全县预算执行情况和
2017 年全县预算（草案）的报告（书

面）》，批准2017年全县预算。

大厂回族自治县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关于大厂回族自治县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的决议
（2017年2月26日大厂回族自治县十六届人大一次会议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

大厂回族自治县第十六届人民代
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听取和审查了县人
大常委会主任刘士良代表县第十五届
人大常委会所作的《县人大常委会工
作报告》。会议充分肯定了县第十五
届人大常委会过去五年的工作，同意
报告提出的今后五年的工作建议，决
定批准这个报告。

会议认为，过去五年，县第十五届
人大常委会在中共大厂回族自治县委
的正确领导下，继承发扬优良传统和
作风，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
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全面贯彻执行上
级各项工作安排和县委决策部署，围
绕中心，服务全局，开拓创新，扎实工
作，积极有为地履行法定职权，全面提

升人大工作水平，为推进依法治县进
程和全县经济社会实现长足发展作出
了积极贡献。

会议要求，新一届县人大常委会
要在中共大厂回族自治县委的坚强领
导下，依法履职尽责，带头贯彻落实县
第十一次党代会精神，按照京东新城、
幸福大厂总体定位，坚持民族团结、生

态优先的总原则，以文化产业、全域旅
游为两大抓手，以“五城同建”标准打
造北京城市副中心后花园，说干就干、
干就一流，为加快建设创新驱动经济
强县、率先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作出新
的更大贡献，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十
九大胜利召开！

大厂回族自治县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关于大厂回族自治县人民法院工作报告的决议
（2017年2月26日大厂回族自治县十六届人大一次会议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

大厂回族自治县第十六届人民代
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听取和审查了县

人民法院院长殷玉莲所作的《县人民
法院工作报告》。会议对过去五年县

人民法院的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同
意报告提出的关于今后五年和2017年

的工作部署，决定批准这个报告。

大厂回族自治县第十六届人民代
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听取和审查了县

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李恩芝所作的《县
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会议对过去

五年县人民检察院的工作给予了充分
肯定，同意报告提出的关于今后五年

和2017年的工作部署，决定批准这个
报告。

大厂回族自治县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关于大厂回族自治县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的决议
（2017年2月26日大厂回族自治县十六届人大一次会议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

经过全体人大代
表和政协委员的共同
努力，大厂回族自治
县第十六届人民代表
大会第一次会议 、中
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大厂回族自治县第十
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圆满完成各项议程，胜利闭幕了。
在此，我们对县人大、政协“两会”的成功召开表示热烈祝
贺！

“两会”期间，县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肩负全县人民的
重托和期望，以饱满的政治热情和高度的责任感，认真履
行职能，共商发展大计，提出了许多事关全县经济社会发
展的议案、提案和建议，充分反映和表达了全县人民的意
志和愿望。“两会”的胜利召开，必将开创建设创新驱动经
济强县的新局面。

过去的五年，是全县经济社会发展取得辉煌成就、人
民群众得到更多实惠的五年。五年来，全县上下抢抓京津
冀协同发展新机遇，团结拼搏，创新实干，经济和社会各项
事业取得了长足进步，为率先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奠定了坚
实基础。全县广大干部群众克难奋进、不懈前行，一步一
个脚印，一年一个台阶，生动谱写了大厂发展史上的卓越
篇章。

今后五年，是大厂全面深化改革的攻坚期，是加快建
设创新驱动经济强县、率先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期。
我们必须紧紧抓住京津冀协同发展和北京城市副中心加
快建设重大机遇，按照京东新城、幸福大厂总体定位，坚持
民族团结、生态优先的总原则，以文化产业、全域旅游为两
大抓手，以“五城同建”标准打造北京城市副中心后花园，
说干就干、干就一流，为加快建设创新驱动经济强县、推动
大厂率先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努力奋斗！

“两会”的胜利闭幕，就是落实“两会”精神的开始。我
们要发扬说干就干、干就一流的作风，把大会精神学习好、
宣传好，把大会确定的各项目标任务贯彻好、落实好，调动
起全县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以汗水成就事业，
以实干建设家园。全县上下必须解放思想、拓宽视野，把
大厂发展放到参与全球产业分工的大格局中去谋篇布局，
在协同发展大势中乘势而上、主动出击，努力赢得更大的
空间和更高的平台；必须敞开胸怀、广聚资源，进一步强化
开放意识、树立开放思维，吸引有志之士和高端要素齐聚
大厂，与我们共同建设北京城市副中心后花园，一起创造
美好的未来；必须咬定目标、争先创优，始终把发展作为

“第一要务”，把说干就干、干就一流作为第一要求，撸起袖
子加油干、优质高效创新干，合力谱写大厂加快发展的新
篇章。

机遇在前，前景可期。让我们以更加坚定的信念、更
加振奋的精神、更加务实的作风，说干就干、干就一流，为
加快建设创新驱动经济强县、率先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努
力奋斗，以优异的成绩迎接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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