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协绍兴市委员会

泽、倪善贵、徐青松、何小玲、余

议 3月21日召开。会议听取市政

利明、陈国阳、华小洋为副主席，

府工作报告（征求意见稿）起草

钟海为秘书长，选举丁立清等58人

情况的说明，审议通过八届市政

为政协绍兴市第八届委员会常务委

协委员名单，听取市政协八届一

员。市委书记彭佳学代表中共绍兴

次会议筹备工作情况的汇报，决

【概况】 2017年，市政协深入学

市委在开幕式上讲话。12名委员在

定市政协八届一次会议于4月9日

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会上做大会发言。

在市区召开。

市政协及其常委会议、
主席会议

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贯彻

会议共收到以提案形式提出的

绍兴市八届政协第一次常委

落实省、市党代会精神，在中共绍

意见建议564件，经审查，立为提

会议 4月17日召开。会议审议通

兴市委的领导下，牢牢把握团结和

案的482件，其中集体提案65件。

过《政协绍兴市第八届委员会常

民主两大主题，引导参加市政协的

会议期间，还举行了“打造生态之

务委员会关于设置专门委员会的

各单位和政协委员，围绕中心、服

城，建设美丽绍兴”和“改善发展

决定》《政协绍兴市第八届委员

务大局，助推发展、履职为民，切

环境，提升产业品质”界别协商

会专门委员会主任、副主任名

实履行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

会。

单》和《政协绍兴市第八届委员

议政职能，为助推绍兴现代化发展
做出了积极贡献。

与会委员列席了绍兴市第八届
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听取并

会专门委员会专职副主任名
单》。
绍兴市八届政协第二次常委

讨论了代市长马卫光同志所做的政
【市政协八届一次会议】 4月9日

府工作报告和会议其他报告。

会 议 7月 18日 召 开 。 会 议 围 绕

至4月13日，政协绍兴市第八届委

在绍兴的省政协委员，市政协

“助推传统产业改造提升省级试

员会第一次会议在绍兴市区举行。

历届副主席，港澳台侨和海外人

点”开展专题议政。市政府副市

会议听取并审议了七届市政协主席

士， 市级有关部门主要负责人，

长徐国龙应邀到会听取意见建

陈长兴同志所做的常务委员会工作

在绍省部属有关单位和高校负责

议。会议还通过了《政协绍兴市

报告和七届市政协副主席胡少云同

人，以及其他有关方面的同志，应

第八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加

志所做的常务委员会提案工作情况

邀列席会议。

强自身建设的若干意见》和有关
人事事项，听取了“产业转型升

报告。会议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
协商会议绍兴市第八届委员会第一

【市政协常委会议】 2017年，绍

级与浙江经济发展”专题辅导报

次会议决议》《政协绍兴市第八届

兴市政协共召开常委会议4次，即

告。

委员会提案审查委员会关于八届一

绍兴市七届政协第二十五次常委会

绍兴市八届政协第三次常委

次会议提案审查情况的报告》。会

议和绍兴市八届政协第一、第二、

会议 12月29日召开。会议听取市

议选举魏伟为政协绍兴市第八届委

第三次常委会议。

委副书记、市长马卫光关于全市

员会主席，冯建荣、胡少云、黄文

绍兴市七届政协第二十五次会

经济社会发展形势任务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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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还听取了市政协八届一次会议

案）；审议通过市政协八届一次会

成员名单和相关意见；审议通过

以来政府口提案办理工作等情况通

议各讨论组召集人名单。随后召开

《关于进一步发挥委员作用履行

报，审议通过了有关人事事项，听

的市政协八届一次会议筹备会，听

委员职能的若干意见》《八届绍

取了“大数据的应用与发展”专题

取了大会筹备组、秘书组、会务

兴市政协委员履职量化考评办

讲座。

组、提案组、组织组、港澳台侨

法》；审议讨论有关人事事项；

组、后勤组工作情况汇报。

研究下阶段重点工作安排。

【市政协主席会议】 2017年，绍

绍兴市八届政协第一次主席会

绍兴市八届政协第四次主席

兴市政协召开主席会议13次，即绍

议

4月17日召开。会议审议通过

会议 7月12日召开。专题协商讨

兴市七届政协第五十六次至五十九

八届市政协主席会议成员分工；审

论“加强农村文化礼堂建设”课

次主席会议和绍兴市八届政协第一

议《政协绍兴市第八届委员会常务

题。

次至第九次主席会议。

委员会关于设置专门委员会的决定

绍兴市八届政协第五次主席

（草案）》；审议《政协绍兴市第

会议 8月18日召开。会议视察和

1月10日召开。会议学习

八届委员会专门委员会主任、副主

调研我市公安工作，市政府副市

贯彻市委七届十三次全体（扩大）

任名单（草案）》；审议《政协绍

长、市公安局局长徐华水陪同视

会议精神；听取市纪委关于全市党

兴市第八届委员会专门委员会专职

察并到会听取意见建议。

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情况的通

副主任名单（草案）》；审议通过

绍兴市八届政协第六次主席

报。

《政协绍兴市第八届委员会专门委

会议 9月11日召开。会议协商讨

绍兴市七届政协第五十七次主

员会委员名单（草案）》；审议通

论“加强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

席会议 2月23日召开。会议审议召

过《市政协2017年工作要点》，研

课题。市政府副市长丁如兴到会

开市政协八民一次会议有关事项，

究下阶段工作；审议通过召开市政

听取意见。

并视察美丽乡村建设情况。市政府

协八届一次常委会议有关事项。

绍兴市七届政协第五十六次主
席会议

绍兴市八届政协第七次主席

绍兴市八届政协第二次主席会

会议 10月23日召开。会议协商讨

5月22日召开。会议听取助推

论“提升建筑产业附加值”课

3月17日召开。会议传达

“八大战役”民主监督各组工作情

题。市政府副市长康忠贵到会听

学习政协第十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五

况汇报，市政府副市长丁如兴应邀

取意见建议。

次会议精神；审议八届市政协委员

到会听取意见建议。会议还研究确

绍兴市八届政协第八次主席

名单（草案）；审议市政协八届一

定市政协八届一次会议重点提案及

会 议 11月 30日 召 开 。 协 商 讨 论

次会议两个报告及报告人；听取市

督办安排；审议通过八届市政协界

“推进全民就业创业”课题，着

政协八届一次会议筹备工作情况汇

别活动组召集人名单；审议通过八

重就构建人力资源新生态提出意

报；审议通过召开七届二十五次常

届市政协专委会联系界别活动组名

见建议。会议还听取政府口参政

委会议有关事项。

单；审议通过八届市政协各区、县

议政意见建议落实情况（政府口

（市）联络组组长、副组长、成员

重点提案办理情况、八届一次会

名单；安排下阶段重点工作。

议以来课题协商意见及社情民意

副市长冯建荣陪同视察。
绍兴市七届政协第五十八次主
席会议

绍兴市七届政协第五十九次主
席会议

3月31日召开。根据市政

议

协七届二十五次常委会议的授权，

绍兴市八届政协第三次主席会

领导批示落实情况、2017年政府

研究审议市政协八届一次会议主席

议

6月30日召开。会议协商讨论

重点民生实事完成情况）；听取

团、秘书长名单（草案）；审议市

“推进中国轻纺城转型升级”课

市政协全年“五水共治”民主监

政协八届一次会议常务主席、常务

题，市政府副市长陈德洪到会听取

督开展情况汇报。市委常委、常

主席会议主持人名单（草案）；审

意见建议。会议还审议通过政协绍

务副市长凌志峰到会听取意见建

议市政协八届一次会议副秘书长名

兴市第八届委员会委派民主监督小

议。

单（草案）；审议市政协八届一次

组成员名单和相关意见；审议通过

绍兴市八届政协第九次主席

会议提案审查委员会名单（草

政协绍兴市第八届委员会协商智库

会议 12月15日召开。会议就全市

政协绍兴市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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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工产业改造提升进行专题协商，

提升产业品质”界别协商会。“打

境、提升科技创新能力、加大金

听取化工产业改造提升工作情况通

造生态之城建设美丽绍兴”界别协

融扶持企业力度等建言献策，市

报，围绕化工产业改造提升建言献

商会上，市政协农业和农村，教

委副书记、代市长马卫光到会听

策，市政府副市长徐国龙到会听取

育、体育，妇联等界别委员就深化

取意见。

意见。

环境治理、打造生态之城、提升城

此后，市政协先后组织有关界

市品质、建设美丽绍兴的路径和举

别委员和政协协商智库成员召开

措等建言献策，市委书记彭佳学到

界别协商会，就“最多跑一次改

会听取意见。“改善发展环境提升

革”“破解招商引资瓶颈制约”

产业品质”界别协商会上，市政协

“全科医生的服务深化”“三区

【界别协商会】 4月11日，市政协

科协、科技，经济等界别委员们围

高中阶段教育资源融合”等课题

八届一次会议举行“打造生态之城

绕区域融合发展、提升城市能级、

开展协商讨论。

建设美丽绍兴”和“改善发展环境

壮大实体经济、优化创业发展环

重要活动

表82
日期

绍兴市政协委员视察调研活动（2017）

视察调研内容

视察调研内容

日期

1月11日

视察航空小镇建设情况

7月13日

视察工业污泥处置工作

1月13日

调研“绍兴港”建设情况

7月14日

调研破解招商引资瓶颈制约工作情况

2月3日

视察滨海门站供气情况、嵊新污水处理厂运行情况 8月3日

视察循环生态产业园

和曹娥江（嵊州段、上虞段）水质情况，暗访嵊州 8月17日

视察基层医疗卫生工作

市仙岩镇造纸厂污水集中处理情况

赴袍江新区斗门镇等联系镇街开展全国文明城市

2月21日

赴柯桥区稽东镇、嵊州市甘霖镇、越城区东浦镇、

至22日

袍江开发区调研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工作

3月21日

赴越城区、柯桥区等地开展全面剿灭劣V类水及
“两路两侧”环境整治督查活动

9月1日
9月6日
9月14日

建设民主监督活动
调研市区文创企业发展情况
赴诸暨市太子龙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全兴精工集团
有限公司调研重点企业发展、重点项目建设情况

赴诸暨市、浙东古运河及329国道“两路两侧”、 9月28日

视察监督食品安全工作

3月23日

上虞区监督“五水共治”“干查督”情况

开展助推传统产业改造提升“我为试点献一计”

3月29日

视察市重点项目开工建设情况

4月13日

视察绍兴城市规划展示馆

10月18日 调研金属加工业改造提升试点工作

4月25日

调研“刘国铭委员工作室”运行情况

10月19日 视察残疾人工作开展情况

4月28日

调研“中国轻纺城的转型升级”情况

5月3日

调研陆游故里与鉴湖开发情况

5月12日

视察小城镇综合整治工作

5月31日

视察“学前教育”公共服务体系情况

6月2日

视察滨海新城科技创新工作

11月15日 调研首批省3A级景区创建村庄

6月5日

视察“最多跑一次”改革情况

11月16日 调研化工产业改造提升工作

6月6日

调研“农村文化礼堂建设”情况

11月20日

6月7日

召开融入“一带一路”情况调研协商会

至22日

6月9日

召开“会稽山国家森林公园创建”专题调研协商会 11月24日 视察美丽乡村建设情况

6月20日
至22日

赴诸暨市枫桥镇、赵家镇和嵊州市三江街道、三界 12月13日 调研全市民政工作
镇蹲点调研“坚持和发展‘枫桥经验’”情况

12月21日 调研全市民族宗教工作

6月21日

调研文化创意产业园区建设工作

12月26日

调研全市科技创新产业集聚区及平台体系建设、

至27日

6月22日

环杭州湾科创走廊融入及建设情况

7月5日

视察调研农村文化大礼堂建设情况

7月6日

赴深圳市考察文创产业情况

7月10日
至12日

赴温州市调研“特色小镇”建设工作

10月11日

10月20日
11月15日

12月27日

调研活动（黄酒产业）

赴新昌、嵊州调研黄泽江治理和钦寸水库工程建
设情况
赴柯桥区调研首批省3A级景区创建村庄，并走访
柯桥区特级建筑企业

赴宁波市调研生态文明建设工作

赴衢州市、开化县、常山县调研政协委员工作
调研全市“生态保护红线、永久基本农田、城镇
开发边界”三条控制线划定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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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议政】 2017年，市政协围

汇报市政协关于开展“最多跑一

作。通过组织召开“文创大走廊

绕市第八次党代会报告、学前教育

次”改革民主监督情况。

建设”专题调研协商会、调研座

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最多跑一

7月13日，市政协举行八届市

谈会、规划座谈会等，走访市区

次”改革、城区综合执法工作推

政协协商智库成员、派驻民主监督

文创企业、赴外地考察文创产

进、古城功能疏解“两山”重要思

小组成员聘任仪式。30位协商智库

业，委托深圳城市规划设计研究

想与乡村旅游，坚持发展枫桥经

成员和10位派驻部门民主监督小组

院形成了《绍兴文创大走廊概念

验、新一轮城市总体规划编制、绍

组长、40位民主监督小组成员接受

规划》报告。

兴融入“一带一路”建设、城市门

聘书。

户建设、市委八届二次全会报告

【政协“五下乡”活动】

1月

（征求意见稿）等，先后召开专题

【助推“传统产业改造提升省级试

12日，绍兴市政协会同嵊州市政

议政会，进行建言献策。

点”】 年内，市政协成立“助推

协，组织委员在嵊州市三界镇开

传统产业改造提升省级试点”课题

展“五下乡”活动，为群众送文

【民主监督活动】 2017年，市政

组，赴各区、县（市）开展助推传

艺、教育、科技、医疗、法律。

协根据全市“八大战役”动员大会

统产业转型升级工作调研，并组织

本次活动安排了2场文艺演出，赠

精神，组建“八大战役”监督小

召开传统产业改造提升省级试点协

送春联600余幅，提供农作物种植

组，点线面结合，全年开展经常性

商会、“助推传统产业改造提升省

技术咨询100余人次、发放科普资

的专门监督。4月至5月，采用小组

级试点”黄酒产业专题座谈会、金

料800余份，在三界镇中心小学开

分线监督、市县联动监督、点上跟

融部门支持传统产业改造提升座谈

展“科普大篷车”进校园活动、

踪监督等多种形式，深入基层、深

会、“我为试点献一计”等系列活

捐建“科普图书馆”，义诊300余

入现场，集中开展民主监督，助推

动，形成了促进绍兴传统产业改造

人次，提供法律咨询30余人次。

“八大战役”工作落实。年内，还

提升省级试点建议。

年内，市政协又组织委员先后赴

先后对绍兴市“生命健康产业”发

上虞区丰惠镇西湖村、新昌县南

展情况、嵊州市“地质灾害”防治

【绍兴“文创大走廊建设”概念规

明街道挂帘山村开展“五下乡”

工作、2017年市政府十方面民生实

划专题调研】 贯彻省委建设“文

活动。

事进展、劣Ⅴ类水和Ⅴ类水剿灭战

化浙江”的要求，2017年，市政协

“回头看”工作、“最多跑一次”

根据市委主要领导的指示精神，抓

【“界别活动月”】

改革、全国文明城市建设、司法体

住运河文化带建设的历史性机遇，

初，市政协组织开展以“服务大

制改革等工作开展民主监督。向市

牵头开展了绍兴“文创大走廊”建

局献良策、服务群众献爱心”为

委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二次会议

设的前期调研和概念规划编制工

主题的“界别活动月”活动。活

1月至2月

动以界别活动组、市政协委员联
络组为单位，委员们通过面对面
沟通和互联网交流等形式走近群
众、倾听民声，当好党委政府与
群众的桥梁纽带；委员们围绕打
好“拆、治、归”组合拳，就加
快推进产业转型、城市升级、环
境改善等开展调查研究、建言献
策。同时，委员们还深入开展
“爱心童盟”帮扶等为民办实事
活动。
文化下乡活动

（市政协办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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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协经济科技委员会开展“助推传

市总体规划编制”专题议政，举

统产业改造提升省级试点工作”课

行“城市门户建设”专题议政

题调研，形成课题组主报告1个、

会。以人资环委名义提出的《加

子报告7个，形成《关于促进我市

快推进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工作

【概况】 市政协八届常务委员会

传统产业改造提升省级试点的建

的建议》集体提案，被确定为

第一会议决定，政协绍兴市第八届

议》。开展“提升建筑业附加值”

2017年市政协重点提案，由绍兴

委员会设置提案委员会、经济科技

课题调研，形成课题组主报告1

市市长领衔督办。

委员会、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教

个、子报告5个，形成《关于提升

文卫体委员会、社会和法制委员

我市建筑业附加值的建议》。制定

【教文卫体委员会】 2017年，市

会、文史资料委员会、港澳台侨委

《市政协助推传统产业改造提升省

政协教文卫体委员会开展加强农

员会、农业和农村工作委员会、委

级试点工作方案》，组织全市政协

村文化礼堂建设、发展生命健康

员工作委员会等九个专门委员会，

委员开展“我为试点献一计”活

产业专题调研，形成调研报告。

其中农业和农村工作委员会为首次

动，为绍兴市传统产业改造提升试

开展学前教育公共服务体系建设

设置。

点工作献计献策，共收到“献一

专题协商，形成《关于促进绍兴

计”稿件152篇。围绕五大传统产

市城乡学前教育均衡发展的建

【提案委员会】 2017年，市政协

业，开展全市“企业减负工作”

议》。围绕加大文教惠民力度、

提案委员会开展“五进”系列活

“越商回归工作”等调研监督和界

文明城市创建、食品安全工作

动，组织委员进机关、进企业、进

别活动。

等，组织委员进行调研、监督。

政协专门委员会工作

组织界别委员开展“双下沉、两

社区、进农村、进学校，问计于
民、问需于民，了解基层实情，为

【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

2017

提升”工作、“三区”（越城

提高提案质量打下基础。在工作中

年，市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开

区、柯桥区、上虞区）高中阶段

坚持质量为先、合理数量原则，基

展加强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工作专

教育资源融合专题协商。组织开

本形成提案征集常态化，线索提供

题调研，形成总报告1个、子报告

展科技、文化、卫生等“五下

常年化、提案审查经常化。市政协

6个，形成《扎实推进小城镇环境

乡 ” 活 动 ， 受 惠 群 众 1500余 人

八届一次会议重点提案19件，数量

综合整治工作的建议》；开展传统

次。协助市政协墨华书画院举办

为历年来最高。深化办理协商，提

产业改造提升土地资源的盘活利用

“迎接党的十九大召开书画作品

高提案办理质，市政府办公室以文

情况调研，形成《做足土地盘活文

展”等。

件 形 式 明 确 提 案 办 理 工 作 19条 流

章，助推传统产业改造提升》专题

程，使办前、办中、办后协商步骤

报告。组织委员围绕全市剿灭劣Ⅴ

【社会和法制委员会】 2017年，

更规范、要求更明确、流程更严

类水、市容市貌和小城镇环境综合

市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组织开

密，提案办理单位与提案人的面商

整治、城乡垃圾分类、矿山资源开

展平安创建、“最多跑一次”改

率达到90%以上，实现按时办结率

发利用、“三改一拆”、工业污泥

革、司法体制改革等民主监督，

100%、委员沟通率100%、主要领

处置、加快推进“最多跑一次”改

组织对公安工作、城区综合执法

导 签 发 率 100%。 2017年 ， 提 案 委

革、社区警务管家服务平台全覆盖

工作进行专题议政，对改革工作

员会共督办重要提案16件，以回头

等工作开展视察监督，形成《关于

提出意见建议。开展创新发展

看形式督办提案65件，组织召开提

加快绍兴市循环生态产业园工程建

“枫桥经验”蹲点调研，形成

案 研 讨 会 议 8次 ， 组 织 由 承 办 单

设的建议》《市政协委员视察监督

《基层干部群众对坚持和发展

位、提案人和提案委三方参加的提

“优化便民服务举措”民生实事工

“枫桥经验”的意见建议》《关

案办理协商会5次。

作情况汇报》等材料。组织召开

于坚持发展“枫桥经验”的意见

“市政协‘打造生态之城 建设美

建议》，报送市委、市政府。关

丽绍兴’界别协商会”，开展“城

施年度重点协商课题“推进全民

【经济科技委员会】 2017年，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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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就业”专题调研和协商，向市

展专题调研，形成意见建议。做好

法》，并给得分较低的委员开展

委、市政府提交了《关于绍兴打造

市政协八届一次会议重要提案《积

约谈。起草《政协绍兴市委员会

人力资源生态最优市的建议》。开

极营造电商氛围 培育和引进电商

关于进一步加强委派民主监督小

展珍珠产业改造提升专题调研，形

服务产业》《创建良好营商环境

组工作的实施意见》，组建10支

成调研报告。组织委员参加调研、

提升我市经济软实力——关于为外

民主监督小组，对综合交通建设

民主监督、视察等各类活动，推动

来双创者提供良好营商服务的建

大会战工作、“加快人才集聚、

联系界别活动组开展活动。

议》的跟踪督办工作。开展联络联

促进传统产业改造提升”“保障

谊工作，组织海外委员开展“我与

群众便捷出行”等民生实事工作

【文史资料委员会】 2017年，市

香港回归20周年”网络论坛活动，

开展民主监督，形成民主监督工

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开展中国轻纺

办好“绍兴播报”微信公众号，及

作报告。加强委员履职宣传，编

城改造升级重点课题调研，形成

时向海外委员传播家乡信息。

辑出版了《绍兴市七届政协委员

《中国轻纺城市场的转型升级》主

履职风采》影集，在《联谊报》

报告1个、子报告3个，围绕课题专

【农业和农村工作委员会】 2017

题议政。在市政协八届一次全会上

年，市政协农业和农村工作委员会

提交《古城保护利用要有勇当标杆

开展“两山重要思想与乡村旅游发

的新作为》集体提案。围绕做大做

展”课题调研，召开“两山重要思

强绍兴旅游，开展“去非古城功

想与乡村旅游”议政会，形成课题

能，大力发展全城游”界别调研视

议政报告和《推进我市乡村旅游工

察，并召开专题议政会。完成《陆

作的意见建议》。围绕“污水治

游故里开发方案》《古鉴湖沿线旅

理、防洪排涝、水岸同治”开展剿

游开发方案》课题调研报告。组织

灭劣五类水专项集体民主监督活

编写出版《越人正气歌》《绍兴古

动，向有关部门反馈问题14个，提

城保护口述史》。组织全市政协系

出建议37条。开展“打造群众放心

统15册文史资料集参加省政协组织

餐桌”民主监督视察等活动。

的全省文史资料优秀图书展览展
示。加强与文史专家的联系沟通，

【委员工作委员会】 2017年，市

引导和培养年轻一代的文史工作

政协委员工作委员会注重发挥委员

队，有10多位45岁以下的记者、图

主体作用，做好委员换届留任推荐

书管理员投入到文史资料的收集撰

及新任委员联审工作，牵头提出专

写行列。组织文艺界、社科、新闻

委会副主任、界别活动召集人建议

界委员积极投身“五水共治”民主

人选。加强与各界别活动组召集

监督等活动。

人、联络组组长和委员的联系。牵
头组建了由30名专家学者组成的新

【港澳台侨委员会】 2017年，市

一届市政协协商智库。加强委员履

政协港澳台侨委员会组织委员围绕

职能力培训，组织举办3期政协委

城中村改造、普及人民健康生活、

员培训班，2期“知行论坛”专题

文明城市创建、重大基础设施项目

讲座。加强委员履职管理，制订

等工作开展专项民主监督。组织委

《关于进一步发挥委员主体作用促

员围绕绍兴市招商引资瓶颈制约问

进委员履职的若干意见》《八届绍

题、融入“一带一路”、深化绍台

兴市政协委员履职量化考评办

青少年交流、外侨与友城等工作开

头版刊出宣传稿15篇。
（市政协办提供）

政协自身建设
【建立市政协机关党组】

4月

14日，中共绍兴市委发文，决定
建立市政协机关党组。市政协机
关党组建立以来，坚持把政治建
设放在首位，把推进政协机关党
的建设与履职工作深度融合，及
时出台《中共政协绍兴市委员会
机关党组议事规则》，“三重一
大”事项均由机关党组集体讨论
决定并组织实施，重要工作及时
向市政协党组请示报告。年内，
市政协机关党组先后召开11次党
组会议。
【党的十九大精神专题培训】 市
政协党组坚持以思想政治建设为
统领，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中共十
九大精神作为重大政治任务，通
过召开市政协党组扩大会议、市
政协机关党组会议、机关专题会
议、机关办公会议、机关全体干
部会议和邀请市政协领导到所在

政协绍兴市委员会

271

支部上专题党课、邀请市委党的十

看齐意识，坚决维护习近平总书

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治国理政新

九大精神宣讲团成员来机关做专题

记的核心地位，坚决维护中共中

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特别是习近平

宣讲及过支部主题党日活动等形

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年内，

总书记“7·26”重要讲话精神、

式，教育和引导全体党员干部努力

市政协还组织开展了委员任职培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民政协的重

在 学 懂 弄 通 做 实 上 下 功 夫 。10月

训、委员轮训及“学哲学用哲

要论述，深入学习省、市党代会

30日至11月1日，市政协组织部分

学”专题学习会等，引领广大政

精神，传达全省政协主席读书会

常委、界别召集人、民主监督小组

协委员在加强自身学习的基础

精神，研究市县政协换届以后履

组长、在各区、县（市）的市政协

上，深入界别群众、引导界别群

职创新实践工作，为“两个高水

委员，举办专题培训班，通过专家

众认真学习贯彻中共十九大精

平”建设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

辅导、研讨交流等形式，集中学习

神，不断增进全社会共识。

力量。会议期间，与会人员视察

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引导广大政

了上虞区“e游小镇”、上虞区卧

协委员，不断坚定道路自信、理论

【全市政协主席读书会】 8月8日

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增强

至9日，全市政协主席读书会在上

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

虞区召开。会议学习习近平总书记

龙电气集团公司。
【“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活动】
按照统一部署，及时印发《关于
推进市政协机关“两学一做”学
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的实施方
案》，通过个人自学、研讨交
流、专题报告、论坛讲座等多种
形式，开展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
规矩、组织纪律等专题教育、
“人民政协协商民主”等专题讲
座和“新时代新思想新作为”主
题党日活动等。
（市政协办提供）

全市政协主席读书会

（市政协办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