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记者胡利龙报道 1 月 3
日上午，市委书记任泽锋主持召开全市
松材线虫病防控工作专题会议。市委
副书记、市长孔晓宏出席会议并讲话。

在听取汇报发言后，任泽锋强调，
加强生态保护是我们对国家、对民族、
对历史的责任。要从政治和全局高度
出发，切实增强做好松材线虫病防控

工作的责任感和紧迫感，把松材线虫
病防控工作作为落实林长制的重要内
容，提高工作站位，树牢底线思维，进
一步强化监测普查，加大问题排查和
专项整治，加强检疫检查和源头管控，
强化区域联防联控，严肃追责问责和
督查考核，加快推进地方立法，注重全
民宣传教育，确保全市森林资源和生

态安全。
孔晓宏在讲话中指出，要从政治、

全局和历史的高度充分认清做好松材
线虫病防控工作的极端重要性，进一
步明确工作任务，持续深 入 做 好 监 测
普查和隐患排查，加大部门和区域联
防联控，加强检疫和执法检查，加大防
控资金保障，齐心协力、严明责任、狠

抓落实，确保防控工作取得实实在在的
成效。

市 委 常 委 、黄 山 风 景 区 党 工 委 书
记、管委会副主任黄林沐，市委常委、秘
书长、统战部长周天伟，市委常委、副市
长徐德书出席会议。

各区县和市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
参加。

新年新风新气
象。今天，市政协
七届一次会议开幕
了。承载全市人民
的热切期待，肩负
继往开来的历史使
命，来自全市各地、

代表各族各界的市政协委员，汇聚一
堂，为人民立诤言，为发展献良策。我
们对大会的召开表示热烈祝贺，向全体
政协委员致以亲切问候和崇高敬意！

政协第六届黄山市委员会任期的
五年，是全市上下砥砺奋进、改革发展
迈出坚实步伐的五年，也是我市政协事
业实现新发展、开创新局面的五年。五

年来，市政协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
大旗帜，认真学习贯彻中共十八大、十
九大精神，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中共黄山市
委的坚强领导下，牢牢把握团结和民主
两大主题，紧紧围绕全市工作大局，积
极推进协商民主发展，认真履行政治协
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职能，圆满完成
了六届市政协各项目标任务，为推动我
市改革发展，促进民生改善、社会和谐
作出了积极贡献。

今后五年，是我市加快实现“十三
五”规划目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
胜期。我们要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伟大旗帜，坚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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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十九大精神。前不久，中共黄山市
委六届五次全体（扩大）会议提出“建设
更美丽更富裕更文明的现代化新黄山”
的“黄山方案”，全市各级政协组织和政
协委员要认真学习领会、全面贯彻落
实，努力展现新气象，实现新作为。要
深入学习贯彻中共十九大精神，永葆初
心，接续奋斗，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持
续深化政协协商民主建设，倾力助推全
市经济社会发展，大力促进保障和改善
民生，广泛凝聚社会各界智慧力量，全
面提升政协履职能力水平。

新一届政协委员一定要不辱使命、
不负重托，务实推进协商民主，认真履

行各项职能，扎实做好思想引导、协调
关系、汇聚力量、议政建言、服务大局的
各项工作，奋力开创我市人民政协事业
发展新局面，为推动我市改革发展再上
新台阶作出更大贡献。

历史使命催人奋进，时代担当激励前
行。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在中共黄
山市委的坚强领导下，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认真履职、携手奋进，为决胜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加快建设更美丽更富裕更
文明的现代化新黄山而努力奋斗！

预祝大会圆满成功！

任泽锋主持召开全市松材线虫病防控工作专题会议强调

切实增强责任感紧迫感 确保森林资源和生态安全
孔晓宏出席并讲话

本报讯 记者汪鼎报道 1月 3日上午，带着全
市人民的热切期盼，肩负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
议政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参加市政协七届
一次会议的政协委员陆续抵达屯溪，向大会报到。

委员们精神饱满、意气风发。会议报到现场布
置简约，但气氛热烈，秩序井然。

记者在现场采访中了解到，委员提案涉及广
泛。来自共青团青联界别的委员田红立足工作岗
位，带来了关于联合开发黄山旅游特色产品的有关
提案。来自经济界别的委员李晓丹带来了关于加快
推进我市大数据和电子商务产业发展的有关提案。
其他委员带来了交通、医疗、环保、市政等多个方面
的提案，件件都和群众生活、城市发展息息相关。

委员们纷纷表示，将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历
史使命感，把握方向，认清使命，围绕中心，主动作
为，切实履职尽责，实事求是地反映我市经济社会发
展中的热点、难点问题和群众的诉求，为黄山经济社
会发展贡献力量。

市政协委员报到

图为委员报到现场。王祯骅/摄

本报讯 记者闫冲冲报道 1 月
3 日下午，市委书记任泽锋，市委副书
记、市长孔晓宏来到委员驻地，亲切看
望参加市政协七届一次会议的全体政
协委员。

任泽锋对新一届市政协委员的到
来表示欢迎，对各位委员长期以来为
黄山社会经济发展作出的贡献表示感
谢。任泽锋指出，过去的五年是极不
平凡的五年，全市经济保持平稳增长，
产业发展成效显著，城乡面貌焕然一
新，特色优势日益彰显，人民生活不断
改善，对外形象全面提升，综合交通体
系更加完善，各项事业取得了重大成
就，城市吸引力、影响力不断增强，未
来前景十分广阔。这些成绩的取得离
不开全市上下的共同努力，也凝聚着
各级政协组织、广大政协委员的心血
和汗水。五年来，市政协牢牢把握团
结和民主两大主题，围绕中心、服务大
局，认真履行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
政议政职能，充分发挥协调关系、汇聚

力量、建言献策、服务大局作用，工作
有声有色、成绩有目共睹，充分展现了
政协组织和政协委员的责任担当。

任泽锋指出，去年底，市委召开了
六届五次全会，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
为指引，按照省委十届六次全会部署，
提出“建设更美丽更富裕更文明的现
代化新黄山”奋斗目标，作出了“三个
同步”的战略部署。这次市“两会”，将
就相关工作进行细化安排，这对于决
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黄山现代
化建设新征程具有重要意义。希望大
家牢记使命、不负重托，发挥政协人才
荟萃、智力密集、联系广泛的优势，认
真审议各项报告，正确行使民主权利，
集中精力开好会议，共同把黄山的事
情办得更好。

市委常委、秘书长、统战部长周天
伟，市委常委、组织部长肖善武及市政
协七届一次会议主席团常务主席一同
看望。

任泽锋孔晓宏

亲切看望参会市政协委员

本报讯 1月 3日上午，市人大常委
会主任程迎峰带队检查市七届人大一次
会议会场和代表驻地准备情况。

程迎峰一行仔细检查会场布置、氛围
营造、灯光和音响设备等情况及代表驻地
餐饮住宿安排等各项准备工作，并就会场
布局、设备摆放等细节问题提出具体要求。

程迎峰对大会会场和各代表驻地的
准备工作给予充分肯定，要求各有关方
面在思想上高度重视，切实增强责任意

识，要精益求精、查漏补缺，充分做好应
急预案，尤其要做好低温雨雪天气相关
保障工作；要周密细致、加强服务，把好
食品卫生、消防安全、住宿保卫、交通安
全关，为代表提供一个安全、卫生、舒适
的会务环境；要务实高效、节俭办会，严
肃会风会纪，确保会议圆满成功。

市委常委、组织部长肖善武，市人大
常委会副主任舒志民、秘书长汪欣参加
检查。 ·刘 晨·

程迎峰带队

检查会场和代表驻地

本报讯 记者殷元元报道 1 月
3 日下午，市政协七届一次会议预备
会在市委市政府会堂举行。

预备会第一阶段会议由六届市政
协主席毕无非主持。六届市政协副主
席胡宁、陈锦锦、张俊杰、汪潇溪、陈
明，秘书长胡永琦在主席台就座。

本次大会应到七届市政协委员
290人，实到 277人，符合规定。

会议听取了胡宁代表市政协换届
工作领导组所作的关于七届市政协换
届筹备工作情况的报告。根据有关规
定，结合我市实际，市政协第七届委员
会共设 26 个界别。委员规模为 299
人，七届一次会议安排 290名。其中，
市 直 155 名 ，区 县 135 名 ；中 共 党 员
114人，党外人士 176人。妇女委员 78

人，少数民族委员 8人。
会议审议通过了市政协七届一次

会议主席团和秘书长名单及主席团第
一次会议召集人名单；审议通过了市
政协七届一次会议议程、日程；审议通
过了市政协七届一次会议提案审查委
员会组成人员名单。

第二阶段会议由主席团常务主席
会议主持人路海燕主持。她宣布了市
政协七届一次会议主席团第一次会议
审议通过的事项，并就开好本次大会
提出具体要求。

市政协七届一次会议主席团常务
主席胡宁、汪潇溪、徐玉宝、胡黎明、吴灵
强、万国庆、洪祖根在主席台前排就座。

市政协七届一次会议主席团其他
成员也在主席台就座。

市政协七届一次会议举行预备会议

本报讯 记者殷元元报道 1 月
3 日下午，市政协七届一次会议召开
主席团第一次会议。会议由主席团第
一次会议召集人路海燕主持。

会议应到主席团成员 41人，实到
39人，符合规定。

会议审议通过市政协七 届 一 次

会议主席团常务主席和常务主席会
议主持人名单；审议通过市政协七届
一次会议各次大会主持人、执行主席
名单；审议通过市政协七届一次会议
副秘书长名单；审议通过市政协七届
一次会议讨论组分组办法和召集人
名单。

市政协七届一次会议召开主席团第一次会议

为保证市人大政府政协领导班
子换届工作平稳、健康、有序开展，
现将中央纪委机关、中央组织部提
出的“九严禁”纪律要求予以公告。

一是严禁拉帮结派，对搞团团
伙伙、结党营私的，一律给予纪律处
分。

二是严禁拉票贿选，对在民主
推荐和选举中搞拉票、助选等非组
织活动的，一律排除出人选名单或
者取消候选人资格，并视情节给予
纪律处分，贿选的依法处理。

三是严禁买官卖官，对以谋取
职务调整、晋升等为目的贿赂他人
或者收受贿赂的，一律先停职或者
免职，并依纪依法处理。

四是严禁跑官要官，对采取拉
关系或者要挟等手段谋取职务或者
职级待遇的，一律不得提拔使用。

五是严禁造假骗官，对篡改、伪
造干部档案材料的，一律对相关人
员给予组织处理或者纪律处分。

六是严禁说情打招呼，对搞封
官许愿或者为他人提拔重用说情打
招呼的，对私自干预下级干部选拔

任用的，一律记录在案，情节严重的
严肃追究责任。

七是严禁违规用人，对突击提
拔调整干部、超职数配备干部和违
反规定程序选拔任用干部的，一律
宣布无效，并视情节对相关人员给
予纪律处分。

八是严禁跑风漏气，对泄露、扩
散涉及换届人事安排等保密内容
的，一律追究相关人员责任。

九是严禁干扰换届，对造谣、诬
告他人或者妨害他人自由行使选举
权的，一律严厉查处，涉嫌违法犯罪
的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市纪委举报电话：
0559-12388
市委组织部举报电话：
0559-12380
短信：18455912380
举 报 网 址 ：http：//www.hsxfw.

gov.cn/12380/

中共黄山市纪律检查委员会
中共黄山市委组织部

2018年 1月 4日

换届纪律“九严禁”公告

使命催征勇担当 勠力同心谱新篇
──热烈祝贺市政协七届一次会议开幕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建设生
态文明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
年大计。必须树立和践行绿水青
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坚持节约
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像对
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

苍穹浩瀚，绿水青山为证，当
历史翻开崭新一页，黄山注定将在
建设美丽中国的生态文明大文章
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一直以来，黄山人坚持可持续
发展，矢志不渝以科学保护生态资
源和环境为首要目标，全力激活旅

游把生态优势催化为发展优势，探
索走出了一条绿水青山向金山银
山有效转化之路，成为当之无愧的
绿色生态名山、旅游目的地标杆。

“保护第一”理念贯穿始终
1 月 1 日起，《黄山市实施<黄

山风景名胜区管理条例>办法》施
行。《办法》对 1989年颁布、2014年
新修订的《黄山风景名胜区管理条
例》相关规定进一步细化，并从立

法上对重要景点轮休制和古树名
木一树一策保护等行之有效的成
熟做法进行明确、固化。

在黄山，《保护世界文化与自
然遗产公约》《环境保护法》《文物保
护法》《森林法》《风景名胜区条例》

《地质遗迹保护条例》《黄山风景名
胜区管理条例》等一系列法律法规
搭建的框架下，一草一木的保护都
是有法可依的。 (下转第二版）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见证黄山担当见证黄山担当
□□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闫冲冲闫冲冲

潘成/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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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听取和审议政协第六届黄山
市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

2.听取和审议政协第六届黄山
市委员会常务委员会提案工作报告；

3.听取市政府关于六届市政协
提案办理工作情况的通报；

4.列席市七届人大一次会议，
听取并讨论市政府工作报告及其他
有关报告；

5.大会发言；
6.选举政协第七届黄山市委员

会主席、副主席、秘书长、常务委员；
7.审议通过市政协七届一次会

议决议；
8.审议通过市政协七届一次会

议提案审查委员会关于提案审查情
况的报告；

9.中共黄山市委书记讲话。

政协第七届黄山市委员会第一次会议议程
2018年 1月 3日市政协七届一次会议预备会议通过

新华社保定 1 月 3 日电（记 者 曹
智、李清华、黎云）新年伊始，万象更
新，全军上下厉兵秣马，练兵正当时。
3 日上午，中央军委隆重举行 2018 年
开训动员大会，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
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全军发
布训令，号召全军贯彻落实党的十九
大精神和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全面
加强实战化军事训练，全面提高打赢
能力。

隆冬的华北大地寒意正浓，训练

场上生机勃发、热情涌动。开训动员
大会主会场——中部战区陆军某团靶
场，7000 余名官兵全副武装、威武列
队 ，近 300 台 装 备 整 齐 列 阵 、气 势 磅
礴。校阅台上悬挂着“中央军委 2018
年开训动员大会”横幅。“按实战要求
去训练，按训练去实战，训练与实战达
到一体化”“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
必胜”的字样格外醒目。同时，全军设
4000余个分会场，陆军、海军、空军、火
箭军、战略支援部队、武警部队设野战

化分会场。从林海雪原到天涯海角，
从西北大漠到东南沿海，从中原腹地
到万里边关，三军将士威严伫立、集结
待命。这是中央军委首次统一组织全
军开训动员，是人民军队加强新时代
练兵备战的一次崭新亮相。

10 时整，习近平一身戎装登上主
会场校阅台。开训动员大会开始，官
兵齐声高唱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嘹
亮的歌声响彻长空，响遍座座军营。

(下转第三版）

中央军委举行 2018年开训动员大会
习近平向全军发布训令

美丽黄山著华章 砥砺奋进谱新篇（详见六、七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