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信息时报讯 （记者 黄艳 通

讯员 陆胜之）

1月29日下午，省

政协十二届二次会议举行选举

大会。张少康当选为政协第十二

届广东省委员会副主席，增补庞

国梅、袁古洁、凌锋、黄强、雷彪、

黎静等6名同志为政协第十二届

广东省委员会常务委员。

会议同意刘日知因身体原

因辞去十二届省政协副主席职

务；同意李丰、李贻伟、杨正根、

张子芳、陈升东、郑雁雄等6名

同志因工作需要、 岗位变动或

到龄辞去十二届省政协常务委

员、委员职务。

此前， 政协第十二届广东

省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

议表决同意增补朱汉武、 杨细

平、李文、陈盛银、金宏慧、廖鹏

洲等6名同志为政协第十二届

广东省委员会委员； 同意伍守

荣任政协第十二届广东省委员

会副秘书长、 廖鹏洲任农业和

农村委员会专职副主任、 金宏

慧任文化和文史资料委员会专

职副主任、 曾祥陆任社会和法

制委员会副主任； 同意因岗位

变动， 免去杨正根政协第十二

届广东省委员会民族宗教委员

会副主任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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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29 日， 国家主席习近平

就菲律宾苏禄省发生爆炸袭击

事件向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致

慰问电。

习近平在慰问电中表示，

惊悉菲律宾苏禄省发生严重爆

炸袭击事件， 造成重大人员伤

亡， 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

人民， 并以我个人的名义， 对

遇难者表示深切的哀悼， 对伤

者和遇难者家属表示诚挚的慰

问。

习近平强调， 中方坚决反

对任何形式的恐怖主义， 强烈

谴责针对无辜平民的暴力恐怖

行径， 愿同包括菲律宾在内的

国际社会一道， 共同打击恐怖

主义， 维护国际和地区和平稳

定。

就菲律宾发生爆炸袭击事件

习近平向菲律宾总统致慰问电

信息时报讯 （记者 黄艳 通

讯员 申长江）

中国人民政治协

商会议第十二届广东省委员会

第二次会议圆满完成各项议程，

于1月29日下午在广州闭幕。 会

议号召全省政协各参加单位、各

级组织和广大委员，更加紧密团

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

共中央周围，在中共广东省委的

坚强领导下，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勤勉履职、团结奋斗，推动人

民政协事业在新的起点上实现

新发展，以优异成绩迎接新中国

和人民政协成立70周年。

省政协主席王荣，副主席林

雄、邓海光、袁宝成、黄武、张嘉

极、李心、马光瑜、张少康，秘书

长吴伟鹏在主席台前排就座。副

主席林雄主持会议。

省委书记李希， 省委副书

记、省长马兴瑞，省人大常委会

主任李玉妹，省委、省政府、省军

区领导同志王伟中、 林少春、张

硕辅、何忠友、施克辉、傅华、黄

宁生、叶贞琴、张利明、郑雁雄、

王守信，省法院、省检察院主要

负责同志龚稼立、林贻影，省政

协原副主席刘日知，广州、深圳

市政协主席刘悦伦、 戴北方，全

国政协委员黄先耀、 邢书成、岳

世鑫、 陈显国在主席台就座，祝

贺大会圆满闭幕。

会议宣布了政协第十二届

广东省委员会新当选副主席和

常务委员名单，表决通过了《政

协第十二届广东省委员会第二

次会议决议》。

王荣在闭幕会上作讲话。他

指出，这次大会是在全省深入学

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

神，学习贯彻总书记对广东重要

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学习

贯彻中共广东省委十二届六次

全会精神，推动新时代改革开放

再出发的关键时刻召开的重要

会议。 会议期间，各位委员和列

席代表以饱满的政治热情和强

烈的社会责任感，认真讨论和审

议政府工作报告、政协常委会工

作报告和相关报告，紧紧围绕推

动我省改革开放再出发的重大

问题和民生热点问题， 积极履

职，建言资政，提出了很多有价

值的意见和建议， 充分彰显了

人民政协这一政治组织和民主

形式的独特优势， 生动展现了

政协委员胸怀大局、 心系群众

的精神风貌。 会议开得隆重热

烈、 圆满成功， 是一次高举旗

帜、 维护核心、 凝聚共识的大

会，一次牢记使命、共谋发展、合

力奋进的大会。

王荣指出，大会期间，省委

专题召开省人大代表、政协委员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

察广东重要讲话精神会议，省委

李希书记在会上作了讲话，与大

家一起重温总书记视察广东时

的谆谆教诲，从政治和全局的高

度深刻理解学习贯彻总书记重

要讲话精神的丰富内涵和重大

意义，明确了省委省政府贯彻落

实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1+1+9”

工作部署，要求广大政协委员在

学习贯彻中承担起使命责任，更

好地发挥人民政协专门协商机

构作用。 我们要认真学习贯彻，

切实将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以

及省委的部署要求全面落实到

政协履职工作的各方面。

王荣强调，人民政协是具有

中国特色的制度安排，是国家治

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政协委

员要自觉肩负起沉甸甸的时代

使命和社会责任，时刻保持奋斗

者的姿态和干劲，切实当好广东

改革开放再出发的重要推动者、

实践者。要发挥崇尚学习热爱学

习的优势，全面深入学习贯彻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

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不断增

强履职能力。要发挥调研视察广

泛深入的优势， 坚持问题导向，

深入基层深入一线，全身心投入

调研，深入研究思考，切实在参

政议政中提高话语权和影响

力。要发挥人才荟萃、智力密集

的优势， 聚焦事关广东改革发

展的全局性关键性问题， 建可

行可用之言、谋聚心聚力之策，

着力提高建言的精准性。 要发

挥身在一线、联系面广的优势，

认真做好协调关系、理顺情绪、

化解矛盾、增进团结的工作，画

好团结最大“同心圆”。要发挥协

商式监督的优势， 突出监督重

点，选准监督的切入点，坚持正

面发声出力。 要发挥示范引领

的优势，认真践行“守纪律、讲

规矩、重品行”的要求，在政治

引领、创新创业、服务群众、遵

纪守法上当模范， 积极弘扬新

风正气，以新的历史担当、新的

行动能力， 为广东争当新时代

改革开放再出发的排头兵贡献

更多智慧和力量。

住粤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

省政协研究咨询委员会委员，在

穗省政府参事和省文史馆馆员，

不是省政协委员的省统战系统

在职副厅级以上干部、 各县

（市、区）

政协主席、各地级以上

市市委统战部部长、 广州地区

部分大专院校党委统战部部

长，海外华侨华人代表、在粤台

商代表、港澳青年代表、外来务

工人员代表等列席会议。 部分

国家驻穗总领事馆官员应邀旁

听闭幕大会。

大会在雄壮的国歌声中闭

幕。

省政协十二届二次会议闭幕

李希马兴瑞李玉妹出席 王荣讲话

省政协十二届二次会议举行选举大会

张少康当选为政协第十二届广东省委员会副主席

信息时报讯 （记者 何小敏

通讯员 穗府信）

昨天上午，广

东省人大代表、 广州市市长温

国辉参加省十三届人大二次会

议广州代表团分组会议， 与代

表们共同审议马兴瑞省长所作

的《政府工作报告》。

温国辉说， 马兴瑞省长所

作的《政府工作报告》深入贯彻

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 坚持以习近平总

书记对广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

示批示精神为统领， 总结成绩

客观实在、分析形势透彻清晰、

安排工作思路清晰、 目标任务

具体明确、工作措施务实得力，

是一份凝心聚力、改革创新、催

人奋进的好报告。

温国辉表示， 要深入学习

贯彻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

照省委省政府工作部署， 把省

委、 省政府的施工图细化为广

州市的施工进度表逐项加以落

实，着力建设国际大都市，推动

国家中心城市建设全面上新水

平。 一是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

发展， 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 高标准建设价值创新园

区， 推动产业集聚集约集群发

展。 二是全面深化改革开放，谋

划推动一批具有标志性、 引领

性、突破性的改革措施，力争走

在全国前列。 三是围绕建设国

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目

标，携手港澳及周边城市，共建

宜居宜业宜游优质生活圈。 四

是切实推动综合城市功能、城

市文化综合实力、现代服务业、

现代化国际化营商环境出新出

彩，实现老城市新活力。 五是坚

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 优化

路桥、环卫、旅游等城市设施功

能品质。 六是持之以恒做好民

生社会事业， 用心用情多办民

生实事、多解民生之忧。 七是坚

持底线思维， 着力防范化解重

大风险， 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

展和社会大局稳定。

市委常委、 南沙区委书记

蔡朝林参加审议。

温国辉参加省十三届人大二次会议广州代表团分组审议

省 政 协 十 二

届 二次 会 议 昨 日

下午在广州闭幕。

信息时报记者

陈文杰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