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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
议上海市第十二届委员会第一次会
议圆满完成各项议程，昨天下午在
世博中心大会堂胜利闭幕。新当选
的十二届市政协主席吴志明，副主
席周太彤、李良园、周汉民、蔡威、高
小玫、姜樑、方惠萍、王志雄、张恩迪
和秘书长贝晓曦，在闭幕会议主席
台前排就座。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
书记韩正，市委副书记、代市长杨雄，
市十三届人大常委会主任刘云耕，十
一届市政协主席冯国勤，市委副书记
殷一璀等应邀出席大会。

大会由周太彤主持。会议宣布十
二届市政协主席、副主席、秘书长和
常务委员选举结果时，全场响起热烈
的掌声。大会通过了市政协十二届一
次会议决议。

韩正在闭幕大会上讲话。他说，
市政协十二届一次会议期间，全体委
员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认真履
行职责，积极建言献策，生动展现了
政协委员胸怀全局、心系发展、情牵
民生的真挚情怀。会议选举产生了新
一届市政协领导班子，顺利完成了换
届任务。这是一次团结民主、求实奋
进、继往开来的会议。他代表中共上
海市委，对会议的圆满成功、对新当
选的新一届市政协领导班子表示热
烈祝贺；向因年龄原因和工作需要离
开政协工作岗位的十一届市政协部
分领导同志和常委、委员，表示衷心
感谢并致以崇高敬意。

韩正说，今后五年是上海发展
的关键时期、改革的攻坚阶段。希望
新一届市政协和政协委员肩负起时
代和历史赋予的光荣使命，认真贯
彻中央各项方针政策，认真落实市
委重大决策部署，在巩固共同思想
政治基础上有新进步，在推动创新
驱动、转型发展上有新贡献，在化解
矛盾、促进和谐上有新作为，在健全
社 会 主 义 协 商 民 主 制 度 上 有 新 探
索，为推进上海科学发展、和谐发展
作出更大贡献。

韩正说，中共上海市委将一如既
往重视、关心和支持市政协工作。全
市各级党委、各有关方面都要从全局

高度，重视政协工作，落实中央、市委
关于加强人民政协工作的方针政策，
坚持协商于决策之前和决策之中，规
范协商内容，丰富协商形式，切实把
政治协商纳入决策程序，促进决策科
学化、民主化；支持政协开展多种形
式的民主监督，建立健全制度，提高
监督质量和成效；加强和改进提案办
理工作，认真听取政协提出的批评与
建议，不断加强和改进工作。

吴志明致闭幕词。他代表新一届
市政协领导机构成员衷心感谢各位
委员的信任；向冯国勤同志，向十一
届市政协主席会议成员、常务委员和
全体委员为上海现代化建设和人民
政协事业发展作出的重要贡献，表示
衷心感谢和崇高敬意。

吴志明说，市政协十二届一次会
议，经过全体委员和与会同志的共同
努力，圆满完成了各项议程，取得了

丰硕成果。韩正同志作了重要讲话，
对十二届市政协工作提出殷切希望，
我们要深刻学习领会，认真贯彻落
实。今后五年是上海推进创新转型、
建设“ 四个中心”的攻坚阶段，要求
市政协承担光荣使命，努力在全市工
作大局中发挥独特而重要的作用。要
坚持政协事业发展的正确方向，巩固
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政治基础，为加
快推进上海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
代化建设凝心聚力；要围绕创新转型
大局，充分发挥政协作为协商民主重
要渠道的作用，为攻坚克难贡献智慧
和力量；要广泛团结各界、密切联系
群众，推动营造安定团结的社会环
境；要奋发进取、开拓创新、不断提高
政协工作科学化水平。

吴志明最后说，今年是贯彻中共
十八大精神的开局之年，也是十二届
市政协工作的起步之年，我们要满怀

信心，全力以赴，抓好开局。让我们紧
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
中共中央周围，在中共上海市委领导
下，高举爱国主义、社会主义旗帜，同
心同德，开拓奋进，携手建设更加美
好的城市，共同创造人民更加幸福的
生活。

应邀出席大会的还有：杨晓渡、
杨振武、李希、丁薛祥、徐麟、朱争平、
艾宝俊、沙海林、尹弘、王培生、胡延
照、钟燕群、杨定华、蔡达峰、郑惠强、
吴汉民、张学兵、沈骏、沈晓明、赵雯、
姜平，龚学平，应勇、陈旭，金毅、李
敏、马荣辉、蒋勇，老领导杨堤、叶公
琦、王力平、罗世谦等。在沪十一届全
国政协委员应邀列席会议。

本市各民主党派、有关人民团体
负责人，有关部门和区县负责人及有
关方面代表；各国驻沪领事馆官员也
应邀参加会议。

本报讯 见习记者 唐昱霄 1月
31日下午5时许，市政协十二届一
次会议闭幕会议刚刚结束，新当选
的 市 政 协 主 席 吴 志 明 带 领 主 席 会
议成员，来到世博中心迎宾大厅，
与 数 十 家 采 访 市 政 协 全 会 的 媒 体
记者见面。

掌声响起，新一届市政协主席会
议11名成员整齐站立，集体亮相。吴
志明说：“ 我们很高兴在这里与各位
媒体记者见面，衷心感谢大家长期以
来对市政协工作的支持，衷心感谢大
家为全面深入报道本次全会付出的
辛勤劳动！”

吴志明逐一介绍了副主席周太
彤、李良园、周汉民、蔡威、高小玫、姜
樑、方惠萍、王志雄、张恩迪和秘书长
贝晓曦。在十二届市政协主席会议成
员中，7位曾担任十一届市政协主席
会议成员，方惠萍、王志雄、张恩迪、
贝晓曦是新成员，方惠萍长期在区县
任职，王志雄是市工商联主席，张恩
迪是致公党上海市委主委，贝晓曦是
嘉定区政协主席。

见面结束时，吴志明再次向媒体
记者致以新春的问候。新一届市政协
主席会议成员随即赶往市政协十二

届一次主席会议、十二届一次常委会
议会场，研究部署新一届市政协专委
会设置和年度工作。吴志明表示，“ 当
好全国改革开放排头兵和科学发展
先行者，建设经济活跃、法治完善、文
化繁荣、社会和谐、城市安全、生态宜
居、人民幸福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
大都市，要求市政协承担起光荣使
命，我们一定不负众望，扎实工作，起
好步，开好局。”

不负众望 扎实工作 起好步 开好局
新一届市政协主席会议成员与记者见面侧记

闭幕会议刚一结束，世博中心迎
宾大厅里就已经聚集了几十家媒体
的记者。当工作人员示意开放第一排
的座位后，各媒体的摄影记者们纷纷

“ 抢占”起了座位，不到10秒钟，第一
排的座位就已经被挤得满满当当，几
位没“ 抢”到座位的摄影记者索性就
蹲到了最前面，其中一位表示：“ 位置

不好照片就没法拍。”当然，后排的摄
影记者们也不忘和前排的同行事先
约法三章，“ 拍的时候，前面的人千万
不要站起来挡住我们的镜头。”

当新一届市政协主席会议11名
成员站成一排走上前台，台下顿时闪
光灯闪成一片，但整体秩序井然有
序。 见习记者 唐昱霄

摄影记者“ 抢”座位

市人代会主席团
举行第七次会议

本报讯 市十四届人大一次会议
主席团昨天举行第七次会议，主席团
常务主席韩正主持。市高级人民法院
院长应勇、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陈旭
列席会议。

会议听取了大会副秘书长冯小敏
作的关于各代表团酝酿、讨论市人大
常委会主任、副主任、秘书长，市长、副
市长，市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市人民检
察院检察长候选人名单的情况汇报，
确定正式候选人名单，决定提请大会
选举；听取了关于各代表团酝酿、讨论
市人大常委会委员候选人名单的情况
汇报，确定正式候选人名单，决定提请
大会选举；听取了关于各代表团审议
市人大各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人选名
单草案的情况汇报，确定正式人选名
单，决定提请大会表决。

会议听取了大会副秘书长姚海同
作的关于各代表团审议市人大常委会
工作报告、市高级人民法院工作报告、
市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的情况汇报。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市人大常委
会工作报告的决议草案、关于市高级
人民法院工作报告的决议草案、关于
市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的决议草案，
决定提交各代表团审议。

会议听取了关于市政府三个报告
修改情况的汇报。

韩正与吴志明（ 左）热情握手。 本版摄影 记者 吴恺

新一届市政协主席会议成员与记者见面。

市政协十二届一次
会议举行第二次大
会发言

本报讯 记者 王婧 昨天，市政协
十二届一次会议举行第二次大会发
言。市政协十二届一次会议主席团常
务主席吴志明主持。市领导艾宝俊、沙
海林到会听取委员发言。

会上，高小玫委员代表民革上海
市委作“ 推进政务微博建设，创新行
政管理方式”，黄勇平委员代表九三
学社上海市委作“ 群策群力，共同推
进 上 海 亚 太 知 识 产 权 中 心 城 市 建
设”，朱鸣委员代表上海市妇联作“ 对
本市‘ 失独’家庭政策帮扶和社会关
爱的若干建议”，汪亮委员代表民建
上海市委作“ 积极提振消费，重塑上
海经济发展动力”，奚君羊委员作“ 加
速提升上海的金融国际化程度，尽快
建成人民币四个中心”，朱建国委员
作“ 深化文化与体育融合，加快国际
文化大都市建设”，金亮委员代表上
海市工商联作“ 支持上海民营企业

‘ 走出去’，培育本土跨国公司的建
议”,肖堃涛委员代表上海市总工会作

“ 从战略高度更加重视提升职工队伍
素质”，魏建委员作“ 关于进一步推进
和发展上海城乡一体化的建议”，吴
爱忠委员作“ 提升区域特色农产品附
加值，推进上海都市现代农业发展”，
郑杨委员代表共青团上海市委和上海
市青联作“ 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
集聚青春正能量”，祝君波委员作“ 振
兴上海艺术品拍卖，促进文化产业发
展”，道书明委员代表对外友好界作

“ 创新发展，进一步推进上海国际大
都市建设，提升上海国际化水平”，王
祥荣委员作“ 学习中共十八大精神，
加快推进本市生态文明建设”发言。

市政协十二届一次会议主席团常
务主席周太彤、李良园、周汉民、蔡威、
高小玫、姜樑、方惠萍、王志雄、张恩迪
出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