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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王超）吉林省第十三届人

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将于 1 月 12 日至 16

日在长春召开。1 月 12 日上午 9 时，吉林广

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FM91.6、AM738）和吉

林卫视将对开幕式进行现场直播，省政府门

户网站、中国吉林网、“吉林发布”新浪微博、

新华网吉林频道、彩练新闻、吉林融媒进行

现场图文直播。

省十三届人大三次会议今日开幕

同心同德 开拓进取 努力推动人民政协事业不断向前发展

省 政 协 十 二 届 三 次 会 议 开 幕
巴音朝鲁景俊海出席 江泽林作常委会工作报告

放眼2020

政协工作主要经验：

一是加强思想政治引领、广泛凝聚共识。

二是聚焦关键性问题高质量协商议政。

三是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优势作用。

四是强化人民政协理论研究。

五是以改革创新精神加强政协自身建设。

要坚持把政治理论武装作为重中之重，毫

不动摇地加强党对政协工作的全面领导。要落

实中央和省委政协工作会议精神，担当专门协

商机构新使命。要围绕省委省政府中心工作建

言资政，汇聚吉林振兴发展智慧和力量。要牢

牢把握履职中心环节，推进人民政协“重要阵

地”“重要平台”“重要渠道”建设。要强化政协

委员和机关干部责任担当，建设政协专业化协

商队伍。

巴音朝鲁（蒙古族） 高广滨 金振吉（朝鲜族） 车秀兰（女） 王绍俭 张焕秋 贺东平 彭永林 常晓春

省十三届人大三次会议主席团常务主席名单
（2020年1月11日省十三届人大三次会议主席团第一次会议推定）

主席团（92人，按姓名笔画排列）
于广臣（满族） 于 谦 万玲玲（女） 马俊清 王子联 王天戈 王云岫 王 冰（满族） 王兴顺 王守臣 王 凯

王建军 王绍俭 王庭凯 王晓萍（女） 王爱明 车秀兰（女） 车黎明 巴音朝鲁（蒙古族）
石玉钢（苗族） 华金良 刘 伟 刘怀玉（满族） 刘春明（女） 刘 维 闫 旭 江泽林 孙首峰

牟大鹏 杜红旗（女） 李兆宇 李宇忠 李红建 李岩峰 李凯军 李和跃 李晓英（女）
李景浩（朝鲜族） 杨小天 杨长虹 邱志方 谷 峪（女） 冷向阳 沈德生 张文汇 张 克

张茗朝（满族） 张荣生 张焕秋 陈大成 陈 立（女） 陈伟根 林 天 金光秀（朝鲜族）
金振吉（朝鲜族） 周知民 庞庆波 庞景秋 房 俐（女） 赵立宝 赵亚忠 赵守信

赵忠国（满族） 赵 暘 郝东云 荀凤栖 胡家福 姜虎权（朝鲜族） 姜治莹 贺东平 骆孟炎 秦焕明

袁洪军 柴 伟 钱万成 高广滨 高志国 席岫峰 唐维忠 曹广成 曹振东 盛大成 常晓春

崔 田 彭永林 葛树立 董维仁 韩福春 遇志敏 鲁晓斌（女，满族） 蔡 莉（女，满族）
蔡跃玲（女，满族）
秘书长：金振吉（朝鲜族）

省十三届人大三次会议主席团和秘书长名单
（2020年1月11日省十三届人大三次会议预备会议通过）

常晓春 郭树峰 孙继光 骆孟炎 董维仁 于 谦 于洪岩 王 锋 冯喜亮

省 十 三 届 人 大 三 次 会 议 副 秘 书 长 名 单
（2020年1月11日省十三届人大三次会议主席团第一次会议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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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1月11日讯（记者何琳娣）吉

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

议今天下午举行预备会议。

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主任巴音朝

鲁主持会议，副主任金振吉、车秀兰、王

绍俭、贺东平、彭永林，秘书长常晓春出

席会议。省十三届人大代表503名，出

席预备会议代表 457名，符合法定人

数。

会议通过了省十三届人大三次会

议主席团和秘书长名单；通过了省十三

届人大三次会议议程。

这次会议的议程是：

一、听取和审议省长景俊海关于吉

林省人民政府工作的报告；

二、审查和批准吉林省2019年国

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

2020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

的报告，批准2020年国民经济和社会

发展计划；

三、审查和批准吉林省2019年预

算执行情况和 2020 年预算草案的报

告，批准2020年预算；

四、听取和审议省人大常委会常务

副主任金振吉关于吉林省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工作的报告；

五、听取和审议省高级人民法院院

长徐家新关于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工

作的报告；

六、听取和审议省人民检察院代理

检察长尹伊君关于吉林省人民检察院

工作的报告；

七、选举事项。

预备会议结束后，全体代表观看了

警示教育片《警醒2》。

又讯（记者何琳娣）省十三届人大

三次会议主席团今天下午举行第一次

会议。

会议由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主任

巴音朝鲁主持，通过了省十三届人大三

次会议主席团常务主席名单。

随后，会议在省十三届人大三次会

议主席团常务主席巴音朝鲁主持下，通

过了省十三届人大三次会议日程；通过

了省十三届人大三次会议执行主席分

组名单；决定了会议副秘书长人选；通

过了省十三届人大三次会议表决办法

草案；通过了省十三届人大三次会议选

举办法草案；决定了关于省十三届人大

三次会议代表提交议案的处理办法及

截止时间的建议，决定本次会议代表提

交议案的截止时间为1月14日12时。

1月12日上午，省十三届人大三次

会议在省宾馆开幕。

省十三届人大三次会议举行预备会议
省十三届人大三次会议主席团举行第一次会议

本报 1月 11日讯（记者粘青）今

天下午，省政协主席江泽林参加了省

政协十二届三次会议中共组和少数

民族、宗教组的分组讨论。他强调，

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中共十

九大、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精

神、中央和省委政协工作会议精神，

充分发挥人民政协人才智力优势，围

绕中心服务大局，认真履职积极建

言，为加快吉林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

作出新的贡献。

江泽林说，2019 年，中央首次召

开政协工作会议，为新时代人民政协

事业发展进一步指明方向，提供根本

遵循；省委及时召开政协工作会议，

对全省政协工作作出部署。这充分

体现中央和省委对人民政协工作的

高度重视。省政协常委会工作报告

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

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客观

总结过去一年的成绩，展现新时代人

民政协新面貌新气象。

（下转第五版）

为加快吉林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作出新的贡献
江泽林参加省政协十二届三次会议分组讨论

本报1月11日讯（记者缪友银）省政协十二

届三次会议港澳委员、海外特邀列席人士座谈会

今天下午在长春举行。省委书记巴音朝鲁与大

家欢聚一堂、共叙深厚情谊，共商振兴发展大

业。省委副书记、省长景俊海出席，省政协主席

江泽林主持会议。

座谈会气氛热烈。李嘉音、黄国胜、郑静钰、

卢秀梅、范家辉、庄旭6位委员和海外特邀列席人

士踊跃发言，围绕发展冰雪旅游、深化吉港澳合

作、推进区块链产业发展、建设“美丽吉林”、打好

打赢脱贫攻坚战、打造对外开放新高地等工作提

出意见和建议。

在认真听取发言后，巴音朝鲁说，大家的意

见建议针对性很强，听了很受启发，很受鼓舞。

我们一定高度重视，认真研究，充分吸收，更好地

推动各方面工作。刚刚过去的2019年，全省上下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指引， （下转第五版）

省政协十二届三次会议港澳委员、海外特邀列席人士座谈会举行

推动新时代“一国两制”事业行稳致远
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贡献更多智慧力量

巴音朝鲁讲话 景俊海出席 江泽林主持

本报1月11日讯（记者王子阳 粘青）新思想催人奋进，

新使命鼓舞干劲。今天上午，全省人民瞩目的政协吉林省第

十二届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在长春开幕。

省宾馆大剧场格外庄严、朴素。主席台上，鲜艳的红旗簇

拥着人民政协会徽。会场气氛庄重而热烈。

肩负着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使命的各界别政协

委员神采奕奕，阔步走进会场。

省政协主席江泽林，副主席薛康、支建华、李龙熙、赵晓

君、曹宇光、兰宏良、李维斗，秘书长肖模文出席会议并在主席

台前排就座。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巴音朝鲁，省委副书记、省

长景俊海出席会议并在主席台就座。

政协吉林省第十二届委员会共有委员511名，出席今天

会议的有470名，符合政协章程规定。

上午9时，李龙熙宣布政协吉林省第十二届委员会第三

次会议开幕，全体委员起立，庄严的国歌响彻会场。

江泽林代表政协吉林省第十二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向大

会作工作报告。

报告指出，2019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和人民政协成立

70周年，也是人民政协事业发展极不平凡的一年。中共中央

首次召开政协工作会议，为新时代人民政协事业发展进一步指

明了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中共吉林省委及时召开政协工作

会议，对全省政协工作作出部署。省政协及其常委会在中共吉

林省委的坚强领导下，牢牢把握专门协商机构的性质定位，认

真履行职责，建言资政和凝聚共识双向发力，为吉林振兴发展

贡献智慧和力量，展现了新时代人民政协的新面貌新气象。

报告从五方面总结过去一年政协工作的主要经验：一是加

强思想政治引领、广泛凝聚共识。二是聚焦关键性问题高质量

协商议政。三是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优势作用。四是强化人民

政协理论研究。五是以改革创新精神加强政协自身建设。

报告指出，过去一年，省政协及其常委会在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正确指引和全国政协有力指导下，在中共

吉林省委的坚强领导下，在省政府以及各级党政部门大力支

持、社会各方面全力配合下，在省政协各参加单位和广大政协

委员的共同努力下，取得了一定的工作成绩，为全省振兴发展

贡献了智慧和力量。

报告指出，在过去一年的履职中，我们更加深刻地感受

到，新时代人民政协使命光荣、责任重大，舞台广阔、大有可

为。我们要以饱满的履职热情和高度的责任担当，投入到新

时代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生动实践中，投入到吉林振

兴发展事业中。

报告强调，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五”规划

收官之年，是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决胜期和攻坚期。

省政协及其常委会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中共十九大、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全

会精神、中央和省委政协工作会议精神，增强“四个意识”、坚

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把握新时代政协工作的主轴

主线，把加强思想政治引领、广泛凝聚共识作为中心环节，发

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紧扣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吉林振兴发

展目标任务，认真履行职能，为加快吉林全面振兴全方位振

兴、确保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五”规划圆满收官作出新

的贡献。 （下转第五版）

1月11日，省政协十二届三次会议在长春开幕。上图为大会主席台。下图为大会会场。 本报记者 石雷 钱文波 摄

回首20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