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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阎瑞先）3月 4日下午，陕西省总工
会第十四届经费审查委员会第七次全体会议第二次
会议召开。省总工会党组成员、经费审查委员会主任
刘伟主持。

会议审议并通过《陕西省总工会第十四届经费审

查委员会第七次全体会议第二次会议选举办法（草
案）》，《陕西省总工会第十四届经费审查委员会第七
次全体会议第二次会议监票人名单（草案）》。会议
选举省总工会经费审查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牛延红为
陕西省总工会第十四届经费审查委员会副主任。

陕西省总工会第十四届经费审查委员会第七次全体会议第二次会议召开
永恒的雷锋精神

详见第四版

导 读

新华社北京3月4日电 同心
筑梦共襄复兴伟业，乘势而上开启
崭新征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四次会议 4
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开幕。2100
多名全国政协委员将紧紧围绕中共
中央决策部署，聚焦“十四五”规划
纲要制定和实施，扎实履职尽责、积
极建言资政、广泛凝聚共识，汇聚起
夺取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新胜利的智慧和力量。

全国政协主席汪洋，全国政协
副主席张庆黎、刘奇葆、帕巴拉·格
列朗杰、董建华、万钢、何厚铧、卢展
工、王正伟、马飚、陈晓光、梁振英、
夏宝龙、杨传堂、李斌、巴特尔、汪永
清、何立峰、苏辉、郑建邦、辜胜阻、
刘新成、何维、邵鸿、高云龙在主席
台前排就座。

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李克
强、栗战书、王沪宁、赵乐际、韩正、
王岐山等在主席台就座，祝贺大会
召开。

全国政协十三届四次会议应出
席委员 2159人，实到 2106人，符合
规定人数。

下午 3时，张庆黎宣布大会开
幕，全体起立，奏唱国歌。

大会首先审议通过了政协第十
三届全国委员会第四次会议议程。

汪洋代表政协第十三届全国委
员会常务委员会，向大会报告工作。

汪洋指出，2020年是新中国历史上极不平
凡的一年。在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政协全国
委员会及其常务委员会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扣统筹疫情防控
和经济社会发展认真履职尽责，紧盯社会重大
关切加强思想政治引领，紧抓专门协商机构制
度建设增强工作效能，为实现“十三五”目标作
出了积极贡献，专门协商机构建设展现新风
貌，服务中心任务取得新成绩，广大政协委员
在特殊年份书写了特殊的“委员作业”。

汪洋从 5个方面总结了过去一年全国政协
的工作。一是深化理论学习，深入开展委员读
书活动，进一步筑牢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
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的思想根基。二是
深入协商履职，有效运用各种协商形式，发挥
网络议政优势，确保在疫情防控常态化条件下
履职活动不松、不乱、不断。三是继续完善委
员讲堂、重大专项工作委员宣讲团、谈心谈话
等载体平台，健全从党内到党外、从委员到界
别群众的凝聚共识工作格局，汇聚团结合作正

能量。四是完善政协工作制度体系，推动贯彻
中央政协工作会议精神走深走实。五是加强
自身建设，发挥专门委员会联系界别、服务委
员功能，提高政协工作质量和水平。

汪洋强调，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是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
征程的第一年。人民政协要坚持以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
中共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
全会精神，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

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坚持团结和民主两大主
题，围绕中共中央大政方针和决策部署贯彻落
实，做好建言资政和凝聚共识工作，以高水平
履职服务高质量发展，为“十四五”开好局、起
好步集聚众智、汇聚众力。

汪洋强调，专门协商机构综合承载政协性
质定位，是国家治理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是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发展社会主义民主、
开辟“中国之治”的重要制度设计和独特治理
平台。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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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面落实中央政协工作会议精
神，加强专门协商机构建设，进
一步把人民政协制度优势转化
为国家治理效能。要深刻把握
专门协商机构的制度优势，不断
丰富有事好商量、众人的事情由
众人商量的制度化实践。要不
断完善专门协商机构工作制度，
坚持实践导向，培育协商文化，
促进政协协商同其他协商形式
的联系配合。要着力提升专门
协商机构履职能力，促进委员更
好地运用协商规则、掌握沟通方
法，知责于心、担责于身、履责于
行，更好把报国之志、为民之心和
履职之能结合起来，在新征程中
展现政协委员的新担当。

全国政协副主席辜胜阻代表
政协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
员会，向大会报告政协十三届三
次会议以来的提案工作情况。政
协委员、政协各参加单位提出提
案 5974 件，立案 5044 件。提案紧
扣时代脉搏、聚焦中心工作、饱含
为民情怀，凝结着委员的心血和
智慧，承载着广大群众的愿望与
期盼。各提案承办单位克服疫情
影响，层层压实责任，办复率为
99.64%。政协提案工作为服务党
和国家事业发展作出积极贡献。

在主席台就座的领导同志还
有：丁薛祥、王晨、刘鹤、许其亮、孙春兰、李希、
李强、李鸿忠、杨洁篪、杨晓渡、张又侠、陈希、陈
全国、陈敏尔、胡春华、郭声琨、黄坤明、蔡奇、尤
权、曹建明、张春贤、沈跃跃、吉炳轩、艾力更·依
明巴海、万鄂湘、陈竺、王东明、白玛赤林、丁仲
礼、郝明金、蔡达峰、武维华、魏凤和、王勇、王
毅、肖捷、赵克志、周强、张军等。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有关部
门负责同志应邀列席开幕会。外国驻华使节
等应邀参加开幕会。

习近平李克强栗战书王沪宁赵乐际韩正王岐山到会祝贺

全国政协十三届四次会议在京开幕

汪洋作政协常委会工作报告 张庆黎主持 辜胜阻作提案工作情况报告

一、审议政府工作报告
二、审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

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草案
三、审查 2020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

执行情况与 2021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
草案的报告、2021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
划草案

四、审查 2020 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
况与 2021年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的报告、2021
年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

五、审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
提请审议《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

织法（修正草案）》的议案
六、审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

提请审议《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议
事规则（修正草案）》的议案

七、审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
提请审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完善香港特别
行政区选举制度的决定（草案）》的议案

八、审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
作报告

九、审议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
十、审议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

（新华社北京3月4日电）

（2021年3月4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预备会议通过）

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议程

全国政协主席汪洋代表政协第十三届全国
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向大会报告工作。

新华社记者 王晔 摄

3月4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开幕。这是习近平、
李克强、栗战书、王沪宁、赵乐际、韩正、王岐山在主席台就座。

新华社记者 鞠鹏 摄

兰新哲，男，汉族，1963年2月生，陕西
扶风人，1984年7月参加工作，1991年7月
加入中国共产党，研究生学历，工学硕士，
EMBA高级工商管理硕士，工学博士，二级
教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首批新
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陕西省
有突出贡献专家，陕西省“三五”人才第一
层次。现任陕西省总工会党组副书记、副
主席（正厅级）。

1980.09-1984.07 西安冶金建筑学院
冶金系有色金属冶金专业学习

1984.07-1985.09 陕西省宝鸡有色金
属加工厂一分厂见习

1985.09-1988.09 陕西省宝鸡有色金属加工厂技术处助理工程师、
标准化员

1988.09-1991.06 西安冶金建筑学院冶金系冶金物化专业学习
1991.06-1994.10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冶金建筑学院助教
1994.10-1995.10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冶金建筑学院副教授
1995.10-1997.10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副教授、贵金属工程研究

所所长
1997.10-1998.02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教授、贵金属工程研究所所长
1998.02-2000.04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冶金工程学院副院长、原冶金

工业部黄金重点实验室主任、省冶金工程中心主任、省黄金科学与工程
重点实验室主任

2000.04-2003.11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冶金工程学院院长、省冶金工
程中心主任、省黄金科学与工程重点实验室主任

2003.11-2006.06 陕西省榆林市政府党组成员、市长助理
（1994.09-2003.12在西安交通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专业学习）

2006.06-2013.06 陕西省榆林市政府副市长、党组成员（其间：
2008.09-2010.06 在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 EMBA 高级工商管理硕士
班学习）

2013.06-2016.09 陕西广播电视大学校长、党委副书记
2016.09-2020.02 陕西省委科学技术工委委员、省科技厅副厅长

（正厅级）
2020.02-2020.11 陕西省委科学技术工委副书记（正厅级）
2020.11-2021.03 陕西省总工会党组副书记
2021.03- 陕西省总工会党组副书记、副主席（正厅级）

兰新哲同志简历

本报讯（记者 阎瑞先）3月 4日，陕
西省总工会第十四届委员会第五次全
体（扩大）会议在西安召开。会议深入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来陕考察重要讲
话，落实省委十三届八次全会和全总
十七届四次执委会会议精神，总结去
年工作，部署今年任务，并表彰了陕西
省模范职工之家、模范职工小家和优
秀工会工作者。省委副书记胡衡华出
席会议并讲话。省人大常委会副主
任、省总工会主席郭大为主持会议并
对做好今年工会工作作出安排。

胡衡华指出，过去一年，全省各级工
会组织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开展了一系列创新
性工作，充分彰显了陕西新时代工会工
作的新作为新成效。广大职工群众主动
投身经济社会建设主战场和抗疫斗争第
一线，埋头苦干，砥砺奋进，为全省经济
社会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胡衡华强调，今年是实施“十四五”

规划开局之年，做好各项工作至关重
要。全省各级工会组织要突出提升政治
能力，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工人阶级和工会工作的重要论述，扎实
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始终保持工会工作
的正确政治方向。要立足服务追赶超
越，广泛组织职工参与科技创新和技能
竞赛，持续推进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
培养造就更多“大国工匠”、“三秦工匠”，
为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建功立业。要积
极主动担当作为，扎实做好职工群众维
权服务，切实解决职工群众急难愁盼问
题，推动构建和谐的劳动关系。要注重
加强自身建设，深化工会改革创新，进一
步扩大基层工会组织覆盖面，发挥好党
联系职工群众的桥梁纽带作用。

郭大为在安排今年工作时指出，在
全局大势下作为，才能干得更精确、更有
效。要围绕庆祝建党 100周年，在职工
思想政治引领上有行动；围绕陕西“十四
五”发展规划，找准工会要做的事；围绕

追赶超越谱新篇大局，深化产业工人队
伍建设改革；围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聚
工会之力做好困难职工帮扶工作。全面
提高是为了干得更有效。要不断提高学
习力，学以明道、学以增智、学以致用；不
断提高担当力，敢于决策、科学决策；不
断提高执行力，形成人人出力、完美落
实、结果为王、多出战果的良好工作格
局；不断提高培养力，重品德、重担当、重
公认，以正确用人导向引领干事创业导
向。要大力发扬为民服务孺子牛精神、
创新发展拓荒牛精神、艰苦奋斗老黄牛
精神，强化“勤快严实精细廉”作风，把准
改革发展之脉，谋定守正创新之策，再启
攻坚突破之局，善为精准发力之举，在

“十四五”开局之年干出工会新气象，以
优异成绩庆祝建党100周年。

省总工会党组副书记、常务副主席
张仲茜代表省总工会第十四届常务委员
会作工作报告，指出要着力抓好理论学
习，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着
力抓住庆祝建党 100周年契机，切实履
行教育引导职工听党话、跟党走的政治
责任；着力服务陕西高质量发展，团结
动员广大职工为“十四五”开好局起好
步建功立业；着力满足职工高品质生活
向往，多为职工群众办实事解难事；着
力提升工会高效能治理水平，在新起点
上推动工作改革迈出新步伐。

会议审议通过《陕西省总工会关于
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来陕考察
重要讲话及省委十三届八次全会精
神 组织动员全省广大职工为实现“十
四五”规划和二 O 三五年远景目标建
功立业的决议》；听取了关于 2020年全
省工会经费审查工作情况和 2021年工
作安排的报告。

会议履行了有关人事事项的民主程
序。按照《中国工会章程》规定，选举兰
新哲为省总工会副主席，王旭荣为省
总工会第十四届常务委员会委员。

陕西省总工会第十四届委员会第五次全体（扩大）会议召开
胡衡华讲话 郭大为主持


